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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有个王银玲
□杨晓敏

雁鸣银玲
□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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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慢的是活着》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有些事情是整日在眼皮
子底下反而最容易熟视无睹
的，有些地方对于行走者的意
义也是。比如中牟，比如雁鸣
湖。这地方明明离郑州那么
近，这么些年，天南海北都走
了个遍，雁鸣湖也还只是意识
里的一个词。虽然每每去开
封的时候，在郑开大道上看到
“雁鸣湖”的标识，都想拐个
弯，可是每每也都未遂。直到
不久前，由王银玲牵引着，把
这个弯终于拐成。

算起来，认识王银玲已经
有 10多年的时间了。那时她
已在中牟文联工作，我刚调到
省文学院，此前我在修武县任
文联副主席，和她做着同样的
活儿。平心而论，我做工作的
劲头跟她毫无可比性。无论
是她主办的会还是她参加别
人的会，只要碰到她，她都像
上足了的发条似的和人们热
忱地交往着。一个朋友向我
感慨：“你看银玲，会上那么多
人，她一一走过去递名片：‘你
好，我是中牟王银玲，请问您
是哪位老师？留个联系方式
好吗？以后有工作还请您支
持……’一个会开下来，谁收
获最大？我看就是她。换了
我，我不行。换了你，你行？”

我当然不行。或许是因
为她不大写作的缘故——或
者是因为工作把写作搁置了，
她对于文联工作表现出的这
种痴狂起初总是让我惊奇，甚
至是不理解。于我而言，这不
过是份工作，过得去就行了，
至于付出如此心力么？若为
了工作而影响写作，这对于我
是割肉般的痛，万万不行。可
她怎么就能这样呢？有意思
的是，她还不是装的。装一天
一月一年都可以，我认识她这
么多年，她一如既往。我不得
不相信：就是有这种人，愿意
为平凡的工作持久地保有着
热恋般的激情。

她工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就是雁鸣湖。每次见她，她必
言到雁鸣湖：“来过我们雁鸣
湖吗？一定要来啊，我请
客。”我知道她话匣子已经
打开——或者从来就没关上
过——我便自觉收声，看着
她红唇张翕：“雁鸣湖的春
天……夏天……秋天……冬
天……”总之，只要是雁鸣湖，
没有不好的时候。好像雁鸣湖
就是她的爱人，或者是孩子。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她
“处心积虑”为工作积累的人
脉也都给予了她丰厚的回

馈。省内外的作家们，一拨一
拨的朋友，都因了她的召唤来
到了雁鸣湖边。雁鸣湖愉悦
着他们，他们赏阅着雁鸣湖。
于是，一批一批的文章就传播
开来，于是，雁鸣湖的美誉度
知名度就越来越广，于是，王
银玲也越来越忙。但再忙她
也没忘了给我打电话，以朋友
的身份打着工作的电话，那
些碎碎念我已倒背如流：“来
看看我们中牟嘛，我们发展
可好了，还有雁鸣湖……雁鸣
湖……雁鸣湖……”我先是推
辞，后来敷衍，再后来简直就
有些头疼：唉，这个人……到
了现在就只有认命：碰上了这
么一个认真的人，还能怎么样
呢？从了吧，从了吧。

——这真是美好的从
啊。清爽的秋风里，我们几个
朋友跟着王银玲，看了农业园
区，看了绿博园，看了方特，当
然更看了雁鸣湖。此时的雁
鸣湖，芦苇飘飘，雁鸣阵阵，银
杏皆金色，身边有银玲。文联
主席、导游、后勤以及所有人
的朋友……她像变魔术一样
将这些身份完美融合在自己
身上，关爱照顾着每一个人。
在这个雁鸣湖的深秋，因了她
的情谊，我们温暖如春。

曾经有一位诗人说过，笑
是世界的诗。每个人因欢喜
而笑，因悲伤而泣，都是心情
自然的流露。如果说眼睛是
心灵的窗户，而笑声则是心灵
的风铃。人们的笑各有不同，
有开怀大笑，有会意一笑;有
爽朗的笑，还有羞涩的笑。有
相逢一笑泯恩仇，有回眸一笑
百媚生。而王银玲的笑声，则
不仅仅是诗，给人以精神上的
愉悦，它还是一阵清风，可以
吹散你心头的雾霾；它可以是
一团火焰，点燃你生活的激
情；它还可以是一杯清茶，化
开你友谊的清香……

王银玲的笑声，爽朗激
越，清纯宏亮，富有穿透力和
感染力。拥有这样笑声的人，
一定是一位心境明净、热情大
度、对生活对朋友充满爱的
人。笑声不仅是王银玲送给
周围人的最美好、最珍贵的礼
物，还是她炫丽人生中最温

暖、最亮丽的色调。她是一个
富有理想、认真敬业的人，又
是一个对工作和生活特爱较
真的人，这让她难免有时候会
碰钉子，会为看不惯的人和事
而生气。但只要她一笑，她就
可以把所有的烦恼和不快化解
掉，一身轻装重新上阵，让你依
然感觉到她是一个热情快乐的
人。因为她是一个宁在背后
哭也要在人前笑的人。

生活中本来有许多烦恼
和不如意，但在王银玲的笑声
面前，这一切似乎都不算什
么。她的笑声可以化解掉许
多灰暗的东西。我愿意让自
己的灵魂永远栖息在她的笑
声里，让人生不仅富有色彩，
而且借助她的笑声奏出更多
动人的华章。

人生匆匆，我们一路走来，
许多人许多事，遇见了，错过
了，爱恨情仇终归化做云烟；许
多山许多水，看过了，赏过了，

终归化做平淡。而王银玲的笑
声，哪怕你只听过一次，便会终
生难忘。她的笑声把你的心变
成一把琴，只要拨动那弦，便会
奏出“叮咚叮咚”清泉一般的声
音。循着这美妙的声音，你可
以找到生命中最深刻、最柔弱
的那一方境地，让你不自觉地
陶醉在生命中的桃花源。

世界上无论多远的距离，
我们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工
具，甚或我们的脚去抵达。而
心灵则不因时空距离的远近
而远近，两个人相隔天涯，却
可以紧贴在一起；有的面对面
两个人，心却相隔天涯，终老
一生也不能交集。王银玲的
笑声则是架起心与心连接的
彩虹桥，让原本陌生的人因为
她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在相见
的一瞬间走到一起。

多想再次听到王银玲的
笑声，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人
世间。

多年来，因工作关系，我曾数
次受邀参加“中牟文学笔会”。虽
每次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一般，却
也能感受到中牟人热爱家乡、展望
未来的真情与自信。除了认识一
些与会的相关领导之外，和县文联
主席王银玲、作家邱成立、李汤波
等一来二往成了熟人。

他们对文学读写有着浓郁的
兴趣，展示着自己的才华和追求。
邱成立的小小说《雪化后是什么》
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第七册，著有小
小说集《永远的九月》《三道人生试
题》，参与编写地方教材及教辅读
物多册。李汤波出版有小小说集
《算卦》，最近还成为河南省小小说
学会理事。当然还有其他艺术领
域的一些有潜质有成就的文友。

“我叫王银玲，您是哪位
老师啊？”

王银玲多年在县委宣传部、县
文联工作，无疑属于当地业界的
“领军人物”。她写诗和散文，也办
过报纸和刊物，读过省文学院作家
班。但她的优长却体现在组织活动
能力和交际能力上。早在20世纪90
年代开始，我也多次请大家来郑州或
随队参加过外地的文学活动。王银
玲在参加郑州《小小说选刊》《百花
园》所组织的全国性笔会中，总会在
闲暇时拿个小本子，在嘻嘻哈哈的具
有亲和力的笑声里，请与会作家们签
名：“我叫王银玲，您是哪位老师啊？”
几次笔会后，认识了不少来自各地的
文友，并建立了联系方式。大家也记
住了“我叫王银玲”。

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主要有三大主题结构或动力：一是
文学写作，二是文学编辑，三是文学
组织。王银玲凭借这些人脉，其实
心里早已思忖“借鸡下蛋”的做法。
当她后来邀请那些熟悉的作家、诗
人一拨拨儿到中牟釆风的时候，大
家才恍然大悟，理解了她作为“文化
组织工作者”的这般良苦用心。

在县委、县政府和宣传部的支
持下，2000年王银玲出色地组织了
“中牟森林金秋笔会”（在建业农庄
召开），时任主要县领导及著名作
家、编辑40余人与会。2004年举办
了“中牟雁鸣湖金秋笔会”，省作协
两任主席田中禾、李佩甫等和来自
全国各地的 30多位作家对中牟县
进行了实地采风。2014年的菊黄
蟹肥时节，中牟县迎来了包括孙
荪、张宇、墨白等30多位著名作家，
共同参加了“雁鸣湖金秋笔会”活
动。威海作家魏永贵、《沧州日报》
编辑高海涛、邢台作家高玉昆、周
口作家宋志军等，前来中牟釆风后
都撰写发表了散记、诗歌与随笔
等。除此之外，王银玲还陆续组织

过诗会、散文釆风等活动。
国内众多的作家来到中牟总

会有所收获，他们用饱蘸情感的笔
墨和富有诗意的言语，通过文学作
品和新闻报道等，对中牟的经济建
设、风物人情进行了讴歌与推介，
在更大范围让社会各界读者了解
了中牟的前世今生。尤其在雁鸣
湖旅游区开发初期，作家们的感召
力和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力，使这一
新兴景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声名远
扬。与会作家还先后到中牟规划
展览馆、弘亿国际庄园、春晖社区、
国家农业公园、雁鸣湖新型社区、
华强方特文化产业园区、绿博园等
参观采风，认为中牟兼具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先进的现代意识，值得作
家们认真观察和书写。

万绿丛中一点红
中牟县是个有着特殊地理位

置的好地方。一边是省会郑州，是
当下中部地区正在跨越式腾飞的
现代都市；一边是古都开封，是以
现代旅游开发为主的历史文化名
城。两座城市不同形式地强势扩
张，给中牟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
遇。能否借力再造图腾，显然是个
有意思的话题。

前来中牟釆风的有识之士在
座谈中这样认为，中牟既可凭地缘
位置借中部崛起之势，诸如优惠政
策、交通之便、土地资源、人才聚集
等，给经济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又可在高端、前沿产业如文化创意
产业方面注重吸纳郑、汴之深厚积
淀，招贤纳士，大力促进文学事业
大繁荣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建设与
打造“文化中牟”形象，与中原经济
区高速发展的经济发展互为观照，
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增添一座新兴城市的魅力。若想
在两大城市之间呈现特色和亮点，
文化发展的战略布局，可以集社会
公益事业和文化产业经营于一身，
适逢其时且具有可操作性，意义深
远，“文化中牟”会产生“万绿丛中
一点红”的效应。

衡量一个城市的现代文明程
度，一是看它的物质生存能量，二
是看它的文化蕰含。二者是并列
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人文精神
的滋润与成长，不是一蹴而就或者
天上掉馅饼的事，它需要有热情、
有担当、有作为、有责任感的人，数
年如一日的辛勤投入，才能潜移默
化地让文化之树茁壮茂盛。那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银玲以及其文
化团队虽人微言轻，却力所能及在
做着“请进来，写出去”的文化组织
工作，之于当代中牟形象的塑造，
以及它日益产生出来的正能量传
播，应该得到关注、肯定与尊重。

笑声
□宋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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