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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选登佳作选登

编者按：自2000年开始，中牟县文联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成功举办了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17年来先后有500多名全国各地知名作家、
诗人、评论家走进中牟采风，创作出各类文学作品1000多篇，“雁鸣湖金秋笔会”已
经成为推介中牟、宣传中牟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文化品牌，有力地提高了中牟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好一张亮丽的名片
2017第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佳作选登

不久前在河南中牟出差，恰
好来到雁鸣湖镇的韩寨社区。这
是一个崭新的社区，是当地村民
们的“新家”。鳞次栉比的排排新
房，现代化的生活配套设施，干净
整洁的社区环境，呈现一派都市
小区的时尚面貌，丝毫看不到过
往脏乱的窘态。2015年，村民们
搬迁、回迁到这里，享受着中牟乡
村建设的丰硕果实。“感觉自己过
上了城市生活。”一位当地村民笑
呵呵地告诉我。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感到惊
喜却不意外。如此现代气派的乡
村面孔，无异于一次旧貌换新颜
的“华丽转变”，谁看到都不免眼
前一亮，心生惊喜。但放眼全国
宜居乡村的建设浪潮，韩寨只是
一个典型的缩影，在祖国的版图
上涌现出更多的“韩寨”，也不稀

奇，甚至是大势所趋。
不过，在韩寨社区，有一件事

还是令我颇感意外。
村民搬入新社区，享受着“新

生活”，但留存历史、记录村史的责
任感并未淡去。2016年初，40余
名同志成立村志编委会，走访群
众、查阅史料、实地考察，其中几位
古稀之年的老人，不计年迈为村史
工作无私地奔波着。历时一年多，
韩寨村志编纂完成，韩寨的历史
风物得以留下宝贵的文字记忆。

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百姓收
入、打造整洁村容是乡村治理的
重要工作，毕竟这直接关系百姓
的生活福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显性”改变。而梳理一村之史、
编纂一部村志，耗时耗力不说，于
村民的生活也不会带来多么显著
的影响，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的“效

益”。与民生建设相比，这项工作
往往被忽视，或者被暂时搁置。

可事实上，村志的“隐形”价值
非比寻常。如果说一个村庄犹如
一首老歌，村志，则是这首老歌的曲
谱词本，包含着一方水土的人文掌
故与民风世情，镌刻着诸多不为人
知却值得铭记的历史细节。有了
村志，祖辈的生活印记得以流传后
世，不至漫漶无人知；后人能看到这
个村落的前世今生、风土人情以及
独特之处，“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不至于让歌声在某个历史节点戛
然而止。这凝结着当地百姓对祖
先、对这片土地的赤诚热爱，也是留
住乡愁、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福泽后世之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 王子潇
原载于《人民日报》 2017年 12
月25日

在这个有点粗糙甚至显得有
些“寒酸”的规划图前，我沉吟了
许久。

我细细地端详着这幅规划图：
两平方米见方，想必当时县城的
条件非常有限，图全部用手工绘
制，字迹也并不端正潇洒。然而，
令我动容的是，规划图上行政机
关只在西北角上画出非常小的一
块地，而工业、商业、学校的用地，
则都是大片大片的。甚至还规划
有影剧院、文具大楼。最令我感
动的是，规划图的关键部位，被制
图者饱含深情地涂上了颜色。那
是一片穿透岁月的红色，在将近
60年后，如闪电般一下子击中了
我，让我思绪飞扬、浮想联翩。

时间是 2017年 11月 4日，地
点是河南省中牟县规划展览馆。
我来中牟，是参加第六届雁鸣湖
金秋笔会。中牟县委、县政府很
热情，安排我们参观了国际文化
创意产业园、方特欢乐世界、绿博

园、官渡大桥、雁鸣湖等地，让大
家亲身感受中牟的发展与变化。
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作家诗人
们，用心倾听着这诗意的、田园的
沃土，这巨变的、繁荣的中牟。

中牟，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
滨，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
一，历史文化悠久灿烂，遗址古迹
星罗棋布。最早的奴隶起义——
萑苻泽起义就在此地。著名的官
渡之战遗址也在这里。这里还是
著名思想家列子、美男子潘安、民
族英雄史可法等名士的故乡。

到一个地方采风，只有细节
才能打动人。我想，来这里的每
个作家都在苦苦寻找着属于自己
的细节。我找到的，就是这一幅
简陋的规划图。它之所以打动
我，是因为在这个左下角标注着
制于1959年10月31日的规划图，
后面还并排陈列着三幅规划图：
《中牟县城规划总图》（1985-
2000）、《中牟县城总体规划调整

总图》（1993-2010）和《中牟县城
总体规划》（2010-2020）。紧随其
后的这三张图，一张比一张更精
美、更科学、更有气魄。在我的眼
中，这分明是一张色彩绚丽的画
卷，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
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接力赛，传递
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

中牟，只是中原大地的一个
缩影；中原大地，也是美丽中国的
一个窗口。感受着缩影里的变
迁，观看着窗口里的精彩，我的心
如何不沉醉，思绪怎能不激荡？
我想，中牟西邻郑州，东接开封，
作为郑汴一体化的核心区域和战
略支点，兼容两地深厚文化之底
蕴、开拓进取之气魄，必将以喷薄
迸发之势，在新时代书写出更加
壮美的新篇章。
作者 刘笑伟
原载于《解放军报》 2017年 11
月17日

有一条湖，湖上雁鸣声声，湖畔
芦花白、枫叶红。

人在旅途，大抵得有这样的景
致，才抵得上赶路的辛苦。更何况，你
赶来的一路，几乎满眼是一个个工地
——到后年方能竣工的黄河大桥，被
“华谊电影公社”大标牌挡住的一片建
设中的“电影小镇”，继“印象系列”后
又一实景演出奇观“只有河南”的演出
场地，也还是一块开发中的土地……

阡阡陌陌的公路，隔开一个个规
划馆沙盘上圈点过的产业园、创意
园，还有已经变成现实的大型游乐
园，本已让它跟你理解的那个史册上
名声卓著的中牟县，隔山隔海隔世。

心里不免念叨，乡村发达起来的归宿
就是跟城里一模一样？那些田，那些
埂，那些塘子，那些野鸟呢？还能看
得到大片的花地，听得到大雁响彻云
霄的鸣叫吗？

疑问未出口，路上的风景就变了。
中牟的出人意料，就在于你以为

它将在无数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
的作业声中失去真身的时候，它解开
一件袍子，抖露出那依然充满山乡水
村之肌理的大湖与原野、深林。

车且行且踟蹰，一个个透着原乡
意味的名字，邂逅着我的目光：杜庄，
刘集，盆窑，穆楼，朱塘池，郑岗，彦
岗，杨岗，芦岗……

仍然见得到它们作为田野和村
舍集纳地的风貌。在秋天的田野里，
大片庄稼地与路边黄叶勾出油画，泥
塘子陷落着莲荷的身体，枯荷的萧瑟
之美是割着天际线的点点水墨，空气
里则可以嗅出含义模糊的熏香。

在似乎无路可去处，最终出现了
一片湖区。

这个叫“雁鸣湖”的地方，在中牟
东彰乡。张扬开 5000多亩水面，辅
以 6.8万亩林区，织构起河南郑州以
东最特异灵动之生态。
作者 伍斌
原载于《解放日报》朝花版 2017年
12月3日

于河南中牟，一直不甚了
了。直到听说就是潘安的故乡，
一时便相见恨晚起来。

潘安以貌美闻名，女有西施，
男有潘安，是中国最早的“女神”
与“男神”。可知，在国人传统的
审美中，女子以江南之秀美为贵，
男子则以中原北方之阳刚为美，
而并非如今日，人人皆可谓女神
或男神。

美男子之名太盛，盛得掩盖
了潘安在文学上的声名。中牟县
城，如今建有一座非常气派现代
的规划展览馆，据说是国内首个
以梦想为主题的科技型体验式展
览馆，以“梦想长河，流转不息”为
主线，串联起了中牟 2200多年的
光荣与梦想。其中，自然少不了
潘安。不过，除了“文学家”三字
外，通篇介绍的都是关乎潘安之
貌的几个典故，如掷果盈车云
云。又据说，当地投资百万元设
立潘安文学奖，用的也是潘安之
名，而并非文学史上通行的潘岳。

只能怪他自己长得实在太美
了，美男的标签完全盖过了作家
的身份。

潘岳，字安仁。杜甫诗曰：
“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此
后，方得潘安之称。潘岳诗歌在
钟嵘《诗品》中是位居上品的，想
想陶渊明之诗都只是居于中品，
可知，钟嵘是置潘岳作品于西晋
文学最高地位的。非因其貌，只
因其才。

中牟位于黄河南岸，是著名
的官渡之战发生地。约2000年前
的战争遗迹，已经杳然难寻，一座
初具规模的黄河官渡大桥，正在
建造中。秋冬之际正处于黄河枯
水期，是施工的好时节，工地上一
片繁忙景象。

在桥的下侧，江心草甸上，有
位牧羊人，守着他的羊群，抽着
烟，悠闲地坐着。夕阳的余晖穿
过尘埃，在江面上铺就万道金光，
将这幅田园牧歌式图景镶进了一
幅油画中。光影斑驳，如何能穿

越千年烟云，去想象这里曾经发
生过的千军万马混战厮杀、烽火
连天起？

流过了九百九十九道弯的黄
河，来到了中原，终于可以歇歇
脚，再没有了李白所说的“黄河之
水天上来”的奔流湍急。沿着这
河流，一路走到雁鸣湖水系，不见
了古时的帆影重重，只留下残荷
满塘，秋意迷人。一丛丛蒲苇在
秋日的阳光下，延绵于万顷碧波；
不时惊起的雁鸣阵阵，向游人述
说着雁鸣湖的今生前世。别有情
致的灰鹤列队相迎，自在的白鹭
则只顾耳鬓厮磨、诉说衷肠。

就在“孔子回车”的雕像前下车。
据传，这里正是当年孔子路

遇神童项橐，数问数答之后，惭愧
回车的地方。孔子是转身而去
了，我们则迫不及待，扑进这醉人
的秋色中。
作者 陈桥生
原载于《羊城晚报》 2017年 11
月29日说起中牟，大多数人并不熟

悉。可如果说到箜篌、美男子潘安，
说起孔子掉头回车、官渡之战，以及
道家列子、民族英雄史可法，还有雁
鸣湖金秋笔会，就像一个个桥基，串
起一个闪光的桥梁。而这些桥基，都
是中牟的孩子。

虽然地理上，中牟位于中原之
中，可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大自然
有些亏待中牟。资料显示，金元以
来，黄河南徒，郑汴之间河段由于地
处中、下游之交，自桃花峪以下河床
变宽，流速减缓，泥沙沉积，河床升
高，又失去北部邙山屏障，成了“悬
河”，频繁决溢改道，危害中牟触目惊

心。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代洪武十四
年（1381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中牟就遭遇黄河决口 31次，平
均 18年一遇。相反，正是有了大量
黄河沉沙，造就了中牟的独特土壤，
便有了独特的中牟西瓜与大白蒜，以
及雁鸣湖的大闸蟹。

不用想象，中牟曾是一座被水围
绕之城。中牟志上有一幅明正德十
年的《明泽陂图》，看上去，中牟县城
四周泽陂林立，大泽有圃田泽、雁泽、
蔡泽、东泽、西泽、北泽、南泽等，雁鸣
湖，大致在东西南北泽的位置。北方
缺水，多水的中牟也感觉了出来。沧
海桑田，择水而居，永远是人类的生

存法则。只有泽陂适合中牟，她是中
牟的合法妻子，中牟认出了她。

举办了六届的雁鸣湖金秋笔会，
我参加了五届。首届在 2000年，那
时，雁鸣湖还是被近两万亩森林、湿
地包裹起来一大片水面。就像《百年
孤独》里描写的那个样子，“世界新生
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
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中牟县文
联主席王银玲说，“雁鸣湖”这个名字
就是他们在首届笔会前起的，无名时
是引黄河水的沉沙池。

雁鸣湖唤醒了中牟。
作者 高海涛
原载于《沧州日报》2017年12月1日

听着音乐，喝个下午茶的工
夫，就从上海位移到了一个多少
次在火车上路过的城市郑州。郑
州高铁发展很快，中原腹地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让这个规模在亚
洲首屈一指的火车站呈“米”字形
辐射开，向各地输送着往来旅
客。郑州东出站后驱车沿郑开大
道开 15分钟，就到了郑州后花园
中牟。

喜欢历史的人对中牟一定不
陌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
时期，仅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址就
有百余处。在中牟县规划展览
馆，看到了业王遗址裴李岗文化
遗存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
等文物实录，考古学家认为，早在
约 8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地活
动。中牟古称圃田，西汉置县，汉
高帝十二年称中牟侯国，武帝元
上鼎五年复为县。因地处郑汴之
间，战略地位重要，为历代兵家必

争之地，曹操袁绍大战官渡、黄巢
起义军与唐将李克用激战王满渡
都是在中牟，岳飞也曾在这里大
败金兵。中牟还是思想家列子、
美男子潘安、民族英雄史可法等
名士的故乡。

中牟的今天以独具特色的现
代产业体系走在了时代前沿。听
中牟文联主席王银玲介绍，几年
前，来到这里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西瓜、草莓、大蒜等围绕菜篮子的
农产品，现在的关键词则转变为汽
车、时尚文化旅游和田园生态。

71平方公里的汽车产业集聚
区里，竟然有着 8家整车生产企
业、330多家汽车零部件和服务企
业，产值正朝着千亿元迈进，而在
60年前，整个中牟的工业产值仅
100多万元。当年中国车手周勇就
是驾驶着中牟辖区内大型汽车厂
生产的越野车惊艳亮相达喀尔拉
力赛，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车企。

在郑开大道旁的奥特莱斯，
远远瞥见荷着大包小包的时髦人
士，我的购物雷达立即窸窣作响，
好在我的注意力很快被更新颖刺
激的去处所吸引：郑州方特欢乐
世界。

从自然地理因素上说，中牟
滩涂资源丰富，林木覆盖率约
20%，是典型的黄河自然湿地，这
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非常宜
居。雁鸣湖、绿博园、郑汴中央公
园碧水绕廊，环境优美，如绿肺般
源源不断地给郑州注入氧气和活
力，不愧“后花园”美誉。

坐在回沪的高铁上，由衷感
叹此行似紧张生活中一曲涵养生
息的变奏，这些年中牟的发展只
是中部地区崛起的一个缩影，新
时代的宏伟蓝图正在眼前铺展，
列车赓续向前。
作者 余悦
原载于《新民晚报》

好日子与老故事 （大地漫笔）

手绘的蓝图

相见恨晚

郑州有个后花园

好在回家 （摘录）

只有中牟 （摘录）

文化的加入犹如一点点酵母，带
动城市的“面团”迅速发酵起来。

“泱泱碧湖蒲芦生，穆穆鸳鸯沙
渚停。”金秋的雁鸣湖，碧水蓝天间点
缀着一线金黄的蒲苇，野鸭、天鹅悠
游其间，好一派天然野趣。

雁鸣湖位于毗邻河南郑州的中
牟县。这里原是黄河引水工程的沉
沙之地。水库建成后，水利灌溉和沉
沙功能逐渐衰退，慢慢形成一片湖泊
湿地。由于芦苇大面积生长，吸引了
不少大雁栖息，故名雁鸣湖。

在这个金秋时节，借着雁鸣湖金
秋笔会的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
位诗人、作家齐聚一堂。他们流连于
雁鸣湖的金秋美景，沉醉于中牟这个
中原腹地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更为

新时期中牟人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
所感动。

历史上，与中牟搭得上关系的名
人确实不少。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
物列御寇在这里写下“愚公移山”“杞
人忧天”的典故；三国时期一代枭雄
曹操在这里打过官渡之战；还有西晋
时期的“花样美男”潘安，据说他乘车
出门走一趟，回来时满车都是为他着
迷的“粉丝”们投进来的水果，成就了
“掷果盈车”的成语典故。

群雄逐鹿的古战场今天已成为
景区，这是曹孟德没有想到的；以方
特欢乐世界为领头的现代化综合主
题公园欢迎八方来客；占地近 3000
亩的绿博园犹如城市“绿肺”，带给人
们一片宁静的休闲空间；还有更大手
笔，规划 100多亩的郑州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园、华谊兄弟电影小镇、迪士

尼项目……时尚的文化旅游让中牟
成为更受欢迎的城市“后花园”，吸引
着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

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现代中
牟人的精气神，也吸引了王潮歌导演
前来。她以“印象”系列、“又见”系列
实景演出蜚声海内外，这次，她将开
启一个新的系列——“只有”。“只有
河南”实景演出将选取最能代表河南
文化精髓的黄河文化、姓氏文化、戏
曲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诗词文
化等进行深入活化和艺术创造，将成
为一张凝聚乡愁情感纽带和传承河
南文化的地域名片。

据称，“只有河南”将在 2019年
实现公演。到那时，呦呦雁鸣将迎来
更多新的客人，雁鸣湖将被装点得更
加多姿多彩。
李丹 原载于《经济日报》

雁鸣碧湖迎远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