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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文化视野

作品欣赏

本报讯（秦红霞） 近日，睢
阳区档案局修订整理的民国版本
《商丘县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
影印出版。

民国版本 《商丘县志》 是
1932年由地方官员主持修编的志
书，是对明清时期商丘地方志的
修缮版本，存世量稀少，史料价
值极高。为传承商丘历史文化，
叫响“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
明史”文化旅游品牌，睢阳区档
案局组织专家学者通过查阅大量
历史文献，勘误修正，去伪存
真，历经几年时间，终于使这一
文化成果得以面世，对于商丘的
文献研究和历史挖掘具有重大意
义。

《商丘县志》影印
民国版本出版面世

一位85岁老作家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郭文剑 班琳丽

张其鹏 书

寒冬腊月，四位京城文化大腕千里迢迢来到商丘，走进虞城县利民镇一座简朴的农家小院，走进王根柱
老人的内心世界，追问探寻——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

1月 22日至 24日，记者在随团采访时总
会想起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在默念这诗行
的时候总会想起泪水在一位85岁高龄老人眼
中打转的那一刻。

这位老人叫王根柱，24日午饭后，当记
者告诉他，他的一个足足做了60年的文化梦
有望成真的时候，老人的眼睛就这样瞬间湿
润了。

寒冬腊月，国防大学教授、著名军事评
论家戴旭，求是杂志社内参部原主任孙广
远，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曹慧民，军旅作家、
导演、制片人张军安，相约从北京到商丘，
专程为王根柱老人而来。三天时间，四位京
城文化大腕先是走进老作家王根柱简朴的农
家小院认真聆听，继而与王根柱老人一起参
观商丘古城燧皇陵景区、华商文化广场、古
城墙等边走边谈，最后在参加由商丘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全周主持的三场座谈会上
抒发感慨，不约而同地都为王根柱老人那种
执着深沉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自信折服，纷纷
为商丘凸显人类的、世界的以及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出谋划策和寻求合作。

“相见恨晚，相见恨短，相谈甚欢。”最后一
场座谈会上，一直陪同采风的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全周激动地表达了这一心声。

“老先生一直是一个战士，循着火的光芒
而去的战士。”1月 22日上午，第一次座谈会
上，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曹慧民这样评价王根柱
老人。

曹慧民是王根柱的发现者。去年10月的
一天，曹慧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县长拾粪》的
文章，这标题强烈地吸引了他。他说：“‘县长
拾粪’，放在现在看依然鲜活。”2017年10月27
日，曹慧民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大篇幅推
出这篇文章，同时配发他的导读《根脉》和《求
是》杂志社孙广远撰写的短评《泥土里的黄
金》，从而，让这篇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小说，

“从尘封的书堆里发掘出”，穿越大半个世纪，
在十九大之后发出。正如曹慧民所说：“再三
捧读十九大报告，真理的光芒，照亮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让耄耋老人
讲述的这个故事获得生命。”

这一次是曹慧民第二次来商丘，第一次在
编发《县长拾粪》之前，是被 80多岁的王根柱
老人还在创作、还有着那么强烈的创作活力感
动而来，这一次则被老人身上深厚的文化情怀
召唤而来。

曹慧民说：“我与孙广远在一起，一谈到王
老先生，心里就很热很热，为什么？老先生身
上有着远比我们最初的想象深厚得多的东
西。他是一位不被历史尘埃遮住的人物，他正
直，善良，隐忍，他作品的人物折射着主流价值
观。他作品的思想性，在于以文学的形式参与
了国家精神的构建。习总书记说过，拥有家国
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老
先生写于上世纪的作品，就在表达这种家国情
怀。他的很多作品，像《县长拾粪》一样，是写
给今天的人们的，是写给这个时代，映现着时
代特征，时代光彩。他身上、作品中的时代精
神仍是现在需要的。”

王根柱的另一个发现者孙广远，有着与曹
慧民同样的认识。他说：“我们是带着思考来
的。王根柱老先生身上有文章，有戏。80多
岁了，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创作冲动。
他个人的经历、文化情怀，吸引着我们对商丘
文化着迷。他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高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的论述和倡导。”

“他是一棵田野上的大树。”王全周这样评
价王根柱，“他的作品总散发着浓厚的泥土味，
甜甜的。”

王根柱，生于虞城县土园村，自1951年在
上海《大公报》发表处女作诗歌《黑三娃》开始，
陆续出版《县长拾粪》《荒沙滩上的金银庄》《拖
拉机开来的时候》等短篇小说集，小说被译成
俄文，著有多幕话剧《红缨传》等。上世纪 50
年代创作发表电影文学剧本《钢珠飞车》《康庄
大道》，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上映。

“老先生是一团火，吸引人靠近，是一个战
士，依然在行动中用笔和思想战斗着。”曹慧民
说。

对于“战士”这个称号，王根柱老人很认
可，并说：“冲锋是幸福的。”

是的，近 70 年的时间里，老人一直为文
学，也为上古商丘发明钻木取火、一手拉开人
类文明新纪元的火祖燧人氏，战斗着，冲锋着。

1 月 22 日下午，气温降至零下 5 摄氏
度，预报有雪。王全周陪同孙广远、曹慧
民、张军安一行来到虞城县利民镇土园村王
根柱老人家里。极其普通的一处农家小院，
挤满了人。

王根柱老人迎到大门口，与前来看望他
的老朋友一一握手寒暄。谈吐的声音不大，
透着亲切，耄耋高龄，依然精神抖擞。

老人将一行人迎进屋里，他以其文学作
品《县长拾粪》与前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们结
缘，却闭口不谈他的文学，不谈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即已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影响，更不谈
他人生坎坷、创作艰辛，开口便谈起燧人氏
与火文化，这个让他做了近60年的文化梦。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
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老人
以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开场，讲述他的文化
梦——

“在中国有一位高于上帝的人，他就是火
祖。世界各国靠穷兵黩武兴国，只有燧人氏
的火，向世界发出恩德。这是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是坚定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燧人氏是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第一位祖

先，钻木取火是人类古今最伟大、对人类发
展最关键的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
和魂。西方的普罗米修斯，一个神话人物，
他盗的火，是假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是真
火。但是西方有大量的诗篇、戏剧，公元前
446年就上演了大型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
斯》，至于故事、诗歌更是不胜枚举，还有画
册、塑像等等，将其宣扬得极尽伟大，使一
切神灵比之逊色。而作为东方开创人类火文
明纪元的燧人氏，就显得失落而逊色了。中
国却少有文章、诗歌等提到这事，更别说戏
剧和电影了。”

……
老人娓娓道来，满座高朋洗耳恭听。

“我们却对火祖的信念失落了，失落得很
干净。”至此，老人说起上世纪 50年代末发
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上世纪50年代末，因
为成功拍出《钢珠飞车》《康庄大道》两部轰
动全国的电影，王根柱成了全国知名编剧，
常有导演慕名来找他。一次，长春电影制片
厂的导演找到他，一住几天，临走时他拿不
出更好的东西送，就送了五双布鞋。那导演
提出到商丘看看，王根柱随他们到了商丘，
到了燧皇陵。那时的燧皇陵淹没在荒草里，
一通破败的石碑，上面的字迹与燧皇的像都
已模糊不清。那导演说：“你们商丘是贫困地
区，活该你们穷。”这句话深深伤到了他的自
尊。他问为什么？那导演指着燧皇陵告诉
他：“你们是抱着金碗要饭，火祖陵是个聚宝
盆！”

“火造就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火的发
明，炼出了铜，人类脱离了石器时代进入奴
隶社会；火炼出了铁，进入封建社会；火烧

出了蒸汽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现
在人类进军宇宙，火箭升空仍借助火的推
动。再就是，世界上国家的形成，大多是靠
武力，弥漫着腥风血雨的气息，独有我们中
国的历史是靠道德感召前行的，我们的国家
是靠道德感召建立起来的。当洪水泛滥，普
罗米修斯也找不着太阳神的火车了，燧人氏
却以钻木取火将各部落紧紧凝聚在一起，这
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总之，人
类社会的每一步都是踏着火前进的，都闪烁
着火祖向人类贡献出火的光辉。”王根柱老人
说。

老人还说：“恩格斯也很看重火的发明，
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
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
人支配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

开’。燧人氏钻木取火，多伟大的发明啊！”
“我们不能再失落了，我们要把火祖与火

文化找回来，找回我们失落的文明，找回我
们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说到这里，老人激动得眼睛润湿，声音
颤抖。

“习近平总书记讲，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
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十九大
是一场透地雨。我们要趁这场透雨，将火祖
的事落在实处。把火做好，是实实在在的文
化强国。”

在王根柱简朴窄小的房屋里，两个小时
过去了，老人讲述意犹未尽，京城客人和陪
同而来的市县领导听得兴致盎然。随后转场
到利民镇政府会议室继续交流，王根柱老人
亮出“宝贝”，是他自己亲手设计绘制的火文
化纪念馆草图，为在场的人讲解他的设计理
念。草图分四个部分：原始故居，钻木取
火，聚焦取火，照亮人间。

老人的讲述，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深
邃深刻，声音不大很有力量，令在场的人折
服，频频点头。

1 月 22 日下午，王根柱老人被接到商
丘，住进维景国际酒店。23日，气温降至零
摄氏度以下，上午 9点，一行人先行探访燧
皇景区、商文化广场、阏伯台及商丘古城

墙，考虑到天冷，老人不会成行。没想到，
出发前，老人还是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大家面
前。

到燧皇景区时，天飘起细碎的雪花，风
凌厉得像带着刀子。大家都担心老人的身体
吃不消，老人却一再拒绝搀扶，步子丝毫看
不出老迈和蹒跚。走完燧皇景区、商文化广
场、阏伯台，登上商丘古城南城门，一圈下
来，年轻人也喊着膝盖酸软了，老人却显露
出游兴未尽，精神饱满。

上午11点，第二次座谈会召开，王根柱
老人来到现场。座谈围绕着老人的文化梦及
商丘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展开，气氛较上一
次座谈更为热烈。

“王根柱老人深厚的文化情怀让人感动，
从他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思考
是深邃的，视野是宽广的，是站在国际、世
界的角度在思考商丘文化，很难得。”张军安
说。

辩以明思，坐而论道。这次座谈，大家
不仅针对王根柱老人关于火祖与火文化而表
现出的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深厚的文化情怀，
更对商丘凸显人类的、世界的以及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指点出路，落地项目。

这次来商，戴旭患有重感冒，以顽强
的军人作风表现出对商丘文化的关注和热
情。座谈会上，他首先切入话题。他说：

“这次商丘之行，我们一方面为商丘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而骄傲，另一方面又为商丘
厚重文化不为世界广泛认知而遗憾。商丘
与其他地方文化的不同，商丘文化有双重
性：火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文字，是
中华民族的凝聚。燧人氏发明火，开启了
人类文明，这是商丘火文化的人类性，商
丘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仓颉造字
在商丘，使中华民族有了历史，文字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商丘又是中华民族的
发祥地。为什么中华文明能从商丘向四方
扩展？原因‘字’在这里，56 个民族称中
华民族，因为有统一的文字，文字记载历
史，有了字才有了姓氏、历史。人类文明
和华夏文明两个源头‘火’与‘字’，都从
商丘开始，如果不讲商丘，人类与中华民
族的文明史都将淹没在故纸堆里。习总书
记面向世界善于讲中国故事，提升大国影
响力，展示大国文化软实力。商丘也要学
会讲故事，抓住一个点，从远处说，从大
处讲，吸引人去发现、探索、想象。”

孙广远离开商丘前，一直生活在古城
脚下，对家乡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始终高度
关注着。他说：“燧人氏是活着的上帝。火
是文明的源头，科技的源头，精神的源
头。怎样做？要站在人类的至高点上做，
世界独一无二的品质上做，要超越商丘，
超越河南，超越中国。发展的走向很重
要。”

曹慧民作为商丘的客人，这次也是带
病来商。在商丘的三天，既被王根柱老人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情怀感召着，也被商丘
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鼓舞着。他说：

“可以从代入感、参与感上，将火文化馆做
好，做细，做美。火是人类精神的源头，
这个精神，是牺牲精神，也是奉献精神。
人是靠精神焕发自信的。火正是精神的丰
碑，这是人类共有的精神，是国家现阶段
的需要。商丘要做国际视野的中国表达。
历史没有凝固，还在发现。商丘要继续发
现火祖及火文化的精神所在，要做伟大的
事业，要对得起先人。”

这样一场火热的座谈，让王根柱老人
激动不已。“做世界第一，历史第一。求质
量，吸引人的力量。将火祖做成世界的火
祖，人间的火祖，将火文化馆做成送给世
界游人的文化大餐。”他说。

第二次座谈会上，王全周就 2018 年第
七届国际华商节向大家问道。戴旭倡议：

“以现在的大形势，综合各种因素，建议拍
王亥，落实在‘一带一路’上。燧人氏是
人类的，王亥是世界的。商丘是世界商业
之都，促进了世界的交往。王亥之后，中
华民族开启了中国贸易史，世界贸易史。
商丘是商业、商品、商人、商文化的诞生
地。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去福建的，做闽商
后，可以说，他们是带着商丘商始祖王亥
留下的商德诚信，开启了海上的丝稠之
路。”

“中国三大商帮共同信仰诚信。做王
亥，最终目的拉动旅游。”张军安响应。作
为获得多次国际大奖的 《寻愿记》 总导
演，受孙广远邀请来到商丘，手头有许多
片要拍的张军安，欣然接下这一项目。

1 月 24 日，曹慧民、张军安下午返京，
上午，王全周主持召开第三次座谈会。

“一直激动，一直亢奋，一直兴奋。”
对于戴旭、孙广远、曹慧民、张军安这次
商丘采风，王全周真诚致谢，“外面寒冷，
我们的心是热的。诗人说：冬天来了，春
天还会远吗？我们在这个冬天，听到了春
天坚实的脚步声。你们的见解、见地高屋
建瓴，掷地有声，对下一步繁荣发展商丘
文化指点出路。市委、市政府本着对历史
负责，对文化负责，不愧对历史，不愧对
祖先，正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积
极推动商丘文化高地建设，为打造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做出商丘贡献，献出商
丘智慧，进而促进全市文化、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冲锋是幸福的”1

“我们一起寻找失
落的火文明”2 “我们商丘文化的

春天来了”3

国防大学教授、著名军事评论家戴旭发言求是杂志社内参部原主任孙广远发言

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曹慧民发言 军旅作家、导演、制片人张军安发言

农家小院高朋满座。老作家王根柱与来访的京城客人及市领导畅谈火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本报记者 郭文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