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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卧龙区委宣传部，在区委办
公楼二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有一间办
公室的门敞开着。鲁钊说：“我坐的位
置，当过宣传科长的二月河曾经坐过10
多年，让我倍感亲切。”

作为中原文化代表、河南作家领军
人物、南阳文化名片、形象大使、当代著
名作家，二月河毕二十年之功潜心创作
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
帝》《乾隆皇帝》）被誉传世经典，深受读

者喜爱，多年来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如今，这些书都放在了办公桌后。

鲁钊告诉记者，近年来，二月河的
兴趣在于随笔散文，并相继出版了《二月
河语》《密云不雨》《佛像前的沉吟》《人间
世》《二月河说反腐》等随笔散文集。

作为盛名世界的华文作家、中原文
化的“品牌”，“皇帝作家”二月河无论怎
样深居简出和低调生活，从来都没有离
开过人们的视野和话题的追逐。先后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走遍中国》
《焦点访谈》等多个栏目开讲或被报道。

“二月河先生非常富有爱心，先后
为希望工程、下岗职工、贫困家族、新农
村建设等捐款200万元。”鲁钊介绍，二
月河的业余时间为修身养性，涉足书法
绘画艺术领域，其画作《牡丹图》2005年
在深圳拍卖5万元，《南瓜丰收图》在北
京拍卖8万元。其多次的书法、绘画作
品拍卖所得，均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晚年创作了5本散文集，捐赠200万元

■时评

二月河开凌解放
2018年12月15日，著名作

家二月河溘然长逝，留下了煌
煌12卷、洋洋500万言的“落霞
三部曲”。

这是怎样的 40 年？于国，
风云激荡；于民，命运变迁；于
二月河个人，更是生逢其时。

1978 年，从部队转业的普
通宣传 干 部 凌 解 放 ，开 始 文
学探索。生前，他曾多次表
示，“凌解放”之所以能成为

“二月河”，正是源于改革开
放，思想解放。

笔 落 惊 风 雨 ，书 成 撼 山
岳。开始选择自己的创作出路
时，改革开放的春雷正在神州
大地轰响，挣脱了思想禁锢的
作家，勇敢地踏入了前人从未
涉足的领域，活脱脱再现出早
已远逝的历史光影与深宫万
象，深刻揭示出朝代兴衰的历
史规律。

有品质，非媚时，方可传
世。作家所在的南阳卧龙岗上
有块石碑，上镌10字：“务外非
君子，守中是丈夫”，这也是二
月河的座右铭。不管外界如
何，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创作
理念，不为所动。他终生不用
电脑写作，数百万字全是一笔
一划写就，以“苦读苦耕”闻名
的二月河，有一个基本的创作
态度：一切为了读者。

什么才算是一个优秀的小
说家，一个能被百姓记住并且
深切缅怀的文化工作者？二月
河和他的作品再次给人们以
启迪：只有那些真正把读者放
在心上，饱含家国情怀、展现
中国气派、遍览历史风云、打
磨时代镜鉴的作品才能真正深
入人心。

回望历史，观照时代。进
一步整理自己的民族文化，优
秀传统要坚决保护，向人民大
力宣传，不好的东西就要坚决
抛弃，对西方文化则应有所甄
别。这样我们的心气、人气才
能旺起来。这是作家生前多次
呼吁的。

“二月河开凌解放”。据说
这是有人妙用作家的名字出的
上联。是的，二月春风骀荡，冰
凌开化，大河如万马齐奔，汹涌
澎湃。这不正是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文坛高擎思想解放大旗
不断推陈出新的真实写照吗？
据新华社

南阳一家书店，一位顾客从二月河的著作旁走过 新华社发

在南阳拍摄的二月河生前居住的房屋 新华社发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11月3

日出生于山西昔阳，1967年高中毕业，
1968年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宣传干
事、连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任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科长、区文联主
席。1995年当选为南阳市文联副主
席，被誉为“南阳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名
片”，是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此外，他
还任职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是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二月河没有上过大学，而且在小学、
初中、高中阶段各留过一次级，直到21岁
才高中毕业。他从小喜欢特立独行，率
性而为，不受成规约束。少时因为父母
工作十分忙碌，加之频繁调动，所以常常
把二月河一个人留在家里，或是寄宿在
亲友、同学家里。据悉，那时的二月河调
皮顽劣，喜欢热闹，不爱上课，字也写得
歪七扭八，所以不被老师所喜欢。

直到 40岁的时候，二月河才开始
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最突出的成就即
为历史小说清代帝王系列三部曲。这
三部曲的创作发端于二月河的“红学”
研究。20世纪80年代，二月河曾在“红
学”会刊上接连发表了《史湘云是禄蠹
吗》《凤凰巢与凤还巢》两篇文章，引起
“红学”界的重视。1982年，他曾以“红
学”学会最年轻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上
海召开的“红学”年会。正是在研究“红
学”的过程中，二月河萌发了创作帝王
系列历史小说的强烈冲动。从1984年
起他开始着手撰写《康熙大帝》，历时 4
年完成全书4卷共160余万字。其中第
一卷《夺宫》出版后，即在文学界及社会
上引起轰动。全书由黄河文艺出版社
首发后，香港、台湾也相继推出了繁体
字竖排版本。1989年，《康熙大帝》获
河南省优秀图书奖，1993年获河南省

第一届优秀文艺成果奖。根据本书第
一卷改编的14集同名电视剧于1994年
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1990年至 1992年，二月河又创作
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余万字，由湖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印行3次
总计10万余册，香港、台湾也竞相出版
发行。1995年，《雍正皇帝》获湖北省优
秀图书奖，1996年获河南省第二届优秀
文艺成果奖。根据本书改编的60集电
视剧于1998年拍摄完成，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后引起全国轰动，受到文艺界及广
大群众好评。在1995年10月的第三届
茅盾文学奖初评读书班上，《雍正皇帝》
在参评的 120部作品中最为 20多位评
委所看好，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历史小说
第一名的成绩入围20部候选作品。评
论家纷纷撰文称赞“它是当代及至近代
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的最为重大收获”。

驰骋历史任纵横 二月河水冬月封
著名作家二月河病逝,享年73岁,追悼会将于19日上午在南阳市举行

12月15日,著名作家二月河病逝,享年73岁。在作家圈,二月河是一个特例,21岁高中毕业,没上过大
学,后来却成博士生导师；40岁开始写作,却大器晚成,成为“文坛黑马”。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
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被海内外所熟知,改编成影视剧也非常受欢迎。这三部作品虽然写的是帝王历
史故事,却又带着现实关怀。正如二月河所说:历史总是在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此。

记者从二月河亲属处了解到，二月河追悼会将于12月19日上午在南阳市举行。

二月河这个笔名是在他40岁正式
出版《康熙大帝》第一卷时才首次使用
的，这个笔名的由来体现出二月河的深
厚乡情。因为他出生于 1945年，当时
人们正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和上党战
役报捷、家乡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于
是身为县武委会主任的父亲凌尔文和
战友们经过一番研究，集体给孩子起了
凌解放这个名字，而且“凌解放”与“临
解放”谐音，带有盼望和迎接解放的意
思。而在准备出版《康熙大帝》时，二月
河考虑到：“我创作的是长篇历史小说，
可自己的名字叫凌解放，一个历史，一

个现代，二者有点不协调，于是想改用
一个笔名。”究竟用什么笔名呢？他顺
着“凌解放”找思路。“凌者，冰凌也；解
放者，开春解冻也。冰凌融解，不正是
人们看到的二月河的景象吗？”

二月河还着重说明，这里的“河”特
指黄河，即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1947年，刚刚两岁的二月河随同都是
老八路的父母，过黄河南下，后又几经
辗转，最终在河南南阳定居。二月河
称，这个笔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提醒
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忘祖。关于这个
笔名，还有一件趣事，曾经有个朋友拿

他的名字和笔名出了个上联，“二月河
开凌解放”，并面对全球征集下联，可惜
后来一直没有征到下联。二月河对黄
河感情很深，他曾说过：“三门峡陕县那
个地方有个太阳渡，小时候印象最深的
是太阳。太阳落山了，整个黄河面上、
整个邙山都呈现一派非常壮观的玫瑰
紫色，像流淌着一河黄金。黄河到二月
凌开的时候，浮冰如万马奔腾，更是壮
观。”他还提到，希望死后让人把自己葬
入黄河里。“我从小就在黄河边长大，我
就是黄河的儿子，对自己的母亲有这样
的情怀也不奇怪吧。” 崔巍

生前捐出200万，亲朋好友含泪追忆二月河

我哭大河化天河

“一生勤勉成大家，二月河是最好的例证。”“生命有限，艺术长存。他的作品陪伴着几代人的成长，已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他的一生是有价值的一生！”……对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南阳，整座城市陷入了莫名的悲痛之中，世间再无二月河。

12月16日，在他病逝一天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发来了一组挽联：“二月河开凌解放，一络索牵玉连环”。其实，南
阳、郑州及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表达他们的深切哀悼。他们向记者深情讲述了自己眼中的二月河，“我哭大河化天河。先
生，走好……”记者 石闯 翟宝宽

“同为作家，我和二月河的接触多
一些，受他创作的影响也比较大。”12月
16日，郑州市作协顾问、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特聘研究员赵富海，得知二月河病
逝的消息后非常痛惜。

赵富海说，仅有高中学历的二月河

写作时不用电脑，他用架子车把八麻袋
书稿推到邮局寄往出版社，让很多人印
象深刻，八麻袋书稿经年成了“落霞三
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
帝》，给社会上留下不朽的作品。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二月

河一笔一划地码在稿纸上，他称之为“手
工面”，这是他的生命与智慧。赵富海说，
有一次，在郑州市文联的会议上，“二月河
说的一句‘手工面’，会打字的不留意，我
上心，二月河是我的启蒙老师。自此，我
一笔一划地手写也叫‘手工面’”。

赵富海：二月河的“手工面”是他的生命与智慧

“二月河是郑大文学院的院长，但
我们无法再看到 2019年的‘二月河开
凌解放’了！”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
宏志说，著名作家张宇曾经评价二月
河，“在当代作家之中，能够传世，有希
望伟大起来的，他算第一个！”或许张宇
的评价有溢美之意，不过，却也能说出
二月河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二月河小说
的价值。至少，从历史小说书写这个角

度看，少有能出乎其右者。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为

当代历史小说的叙事语言树立了一个
范本，他的小说语言，融古典与白话于
一体，既晓畅明白，又典雅华丽。”刘宏
志说，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写的是帝
王将相，宫廷争斗。从他的小说看，他
将其中人性的隐秘，权力给人的异化，
封建文化的阴暗，表达得淋漓尽致，尤

其是对其中帝王心术的描绘，可为此类
历史小说之翘楚。

同样在今年仙逝的金庸曾说，“人
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二
月河在40岁的年纪，突然闯入了历史小
说书写这个陌生的领域，“大闹一场，然
后悄然离去”，给我们留下的，是堪为历
史小说标杆的“落霞三部曲”，“先生的作
品在以另一种方式活在我们心中”。

刘宏志：二月河为当代历史小说树立了一个范本

12月16日的南阳，寒风瑟瑟，比往
日多了一份庄严肃穆。前一日，经过数
个小时的奔波跋涉，二月河终于从北京
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南阳，只不过这一次
他没有回到那个温暖朴素的小院，而是
安静地躺在了冰冷的南阳市殡仪馆内。

众多南阳市民及读者自发前往悼
念二月河。72岁的安先生，是二月河的

战友，回忆起以前在部队的日子，他历
历在目：“我们一起入伍，他比我早退伍
一年。在部队时，他待人和善，很容易
接触，我们互帮互助。他在部队宣传
口，非常勤奋，平时最喜欢读书。”如何
评价战友二月河的一生?他说了四个
字，“不失本色。”

“他写《康熙大帝》那会儿，我们是邻

居，他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
外面的阳光很好，我看见他上面穿个很
厚的棉袄，脚下穿了双拖鞋就出来了。
一看见太阳很高，就把棉袄披在头上，看
样子好久没出来过了。”二月河的老邻居
岳先生向记者回忆起以前的往事，无限
感慨，“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没想
到他走得这么突然，令人抱憾。”

“自发前来，为的是表达敬仰和痛惜”

“二月河先生是大家，南阳的名片，
我们与他做邻居 20多年，受益匪浅。”
在南阳市卧龙区委院内后排，68岁的李
学贵老人提及二月河难掩悲痛之情。

李学贵和爱人张玉凤都是卧龙区
的退休职工，他们家的斜对面，就是著
名作家二月河的家，“记忆中，他们一家
是从1993年左右搬过来的。”

“他刚搬来的那些年，平时很少见
他出门，经常一熬就是大半夜。”张玉凤
说，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她起床时仍

会看到对面二楼二月河书房里的灯光
亮着。她还会和丈夫李学贵感慨，当一
个作家不容易，“他写的小说，是熬夜换
来的，我们都看过，也很喜欢。”

在李学贵老两口的印象中，他们的
家虽在区委院内，但是由于二月河先生
的名气太大，前些年，几乎每天都有人
慕名来访，他们会拿着书请二月河签
名，“非常热闹，有时候一天会来好几
拨。二月河也没有啥架子，待人平和，
总能让来求签名的人满意而去”。

李学贵和张玉凤有个独生女叫
李冬菊，她说：“作为知名作家，写的书很畅
销，拍了不少电视剧，但是从未见他穿过高
档的衣服，就是一身老棉袄、大头靴。”

作为令人仰慕的文学大师，李学贵
及邻居们说，二月河和爱人会在院子里
种菜、栽花，还养了一些鸡子，有时候也
会去同乐巷捡拾菜叶，还会去附近跑
步。“他的女儿去了北京工作后，有时候
种的菜吃不完，也会送给邻居们。我们
住的属于公房，他和大家一样交房租。”

“常熬夜，穿着朴素，老院子是租的！”

特立独行 21岁高中毕业 40岁开始文学创作 从小率性而为 不受成规约束

笔名寄情 二月河的“河”特指黄河 希望死后把自己葬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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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日，二月河接受郑报融媒记者采访 记者 周甬 图

莫言连撰两联惋悼二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