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丽萍）作为银幕上最受欢迎的超级英
雄之一，蜘蛛侠在全球拥有众多粉丝，每一部系列电影的
上映都会吸引全球影迷的目光。近日，受河南奥斯卡电影
院线邀请，记者在奥斯卡熙地港国际影城提前观看了全新
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这一次，迈尔斯和从其
它平行宇宙中穿越而来的彼得、女蜘蛛侠格温、暗影蜘蛛
侠、潘妮·帕克和蜘猪侠集结成团，六位蜘蛛侠将首次同
框，联手对抗蜘蛛侠宇宙最强反派。

《蜘蛛侠：平行宇宙》讲述了高中生迈尔斯·莫拉莱斯
师从蜘蛛侠彼得·帕克，成长为新一代超级英雄的故事。
迈尔斯和从平行宇宙中穿越而来的彼得·帕克、女蜘蛛侠、
暗影蜘蛛侠、萝莉蜘蛛侠和蜘“猪”侠集结成队，共同对抗
超级反派。这6个来自不同宇宙的蜘蛛侠，性格各异，联手
演绎出一个扣人心弦的全新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据了解，影片由来自 30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参与制
作，与普通的动画电影不同，制作团队将CG动画与手绘技
巧融为一体。《蜘蛛侠：平行宇宙》已经入围了第 91届奥斯
卡最佳动画长片初选名单，以及 2019年金球奖最佳动画
提名，得到专业评委们认可的动画电影能否赢得观众手中
的票房，值得期待。

影片将于本月21日上映。

《蜘蛛侠：平行宇宙》将上映

黄河每年只沉默一次，那就是冬天，
无语凝噎。戊戌年冬月，天地寒，人悲咽，
冰凌封冻。二月河，走了。

从二月河开燕叫后，它从来都是“有
声有色”的：璀璨的落日，阵阵盘旋的昏
鸦，河水拍击沙岸和漩涡浪花翻滚的细
脆激荡，船工的起锚号子，纤夫们一步一
声“哼呦哼呦”的人世呻吟和婉唱……只
是这声色，永远缺了二月河这位最忠实的
观众。

黄河给予他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
是涤荡一生、取之不竭的财富。

大河万象：
传说故事带他走进书的海洋

《密云不雨》是二月河离开前，留给世
人最后的文字。

与之前的作品不同，书中有他祖辈、
父辈及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的故事。二
月河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大时代风云下
他们全家的际遇、选择与心路历程。黄河
岸边的天籁人籁，明快的、沉郁的、平淡
的，那色、那味、那声，宛若二月河最后的
告白。

二月河幼年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和
父亲路过黄河岸边的关帝庙，看到一块据
说是被关羽劈开的硅化木，面对他好奇的
追问，父亲说，劈掉的那一半可能飞到黄
河北了吧。

孙悟空能翻十万八千里，关公刀劈石
头崩到黄河北岸也就不算什么了。于是，
深信不疑的二月河从此开始了执着的探
究，找“孙悟空”的小人书，看整部头的《西
游记》，就这样寻到了书的世界，游进书的
海洋。

也因为那个说法，黄河岸边成了他最
爱去的地方。日复一日，有一种能力，在
他身上悄然滋长。

多年之后，有出版社的人费劲心思用
了整整两天时间考察他的“形象思维”。
对方直言不讳：知道二月河研究《红楼
梦》，突然听说在写康熙，不知道他形象思
维怎么样。

二月河对答如流，出版社的人这才相
信他是真能写。

在写《康熙大帝》之前，二月河接到
的都是退稿，甚至他写的《戒烟的好处》
这类文章，被评价说感觉是在宣传抽烟
的好处……凡此种种，或许都是“形象思
维”惹的祸。

第一个赏识他形象思维的，是著名红
学家、史学家冯其庸，他看了二月河研究
《红楼梦》的论文说，你可以写小说，试试
文学创作。有了这份鼓励，二月河才大胆

写起来。

大河苦难：
生存勇气和对精神食粮的渴求

二月河的形象思维能力通过了专业
人士的检验，生活中的他，却是极不讲究
形象的人。

穿着有点邋遢，鞋上带着一层浮灰，
甚至蹲在大街上给自己养的鸡捡菜叶
——“老农民”就是他最显著的标签。

“田永清将军在我的《二月河语》中点
明我的‘不修边幅’，实际上我真的从来没
有考虑过‘应该怎么穿得好看点’——没
有这个思路。”

“只有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真正是
你的，别的一切都要扔掉。”“我们不要奢
侈，其实我们也奢侈不起来。不管好歹，
一定要吃饱，人的高下不在衣装上比。”

“你将来可能会遇到各种场合，见到各种
人物。不管是谁，再大的官，一道吃饭不
要空着肚子忍。”二月河的父亲这样教导
儿子。

听的时候懵懂，然而终其一生，二月
河都在按父亲的指示做。父亲晚年病痛，
二月河一直用三句话鼓励他，“生存就是
胜利，痛苦也是幸福，一切听天由命。”想
来，这也是二月河的人生沉淀出的信念。

岁月之艰，于他，是漂泊且独立的自
在童年，是动荡而悲凉的特殊年代，是辛
苦而上进的军旅生涯，这一切命运的考验
与锻造，都从他决定写“康熙”开始，变成
了馈赠：人生的丰富阅历，个人生活的甘
苦滋味，全派上用场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了思想，二月
河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春天，他的创作一
发而不可收，恰如二月春风解冻的黄河冰
凌，碰撞着，拥挤着，浩浩荡荡，毫不犹豫
地一泻而下——于是，文动山河。

中华民族是个苦难的民族，崛起的中
国需要进一步整理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望
历史，观照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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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二月
河生前多次呼吁的。“这样我们的心气、人
气才能旺起来。”

大河壮阔：
他只用一根竹竿，把自己抬起来

二月河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革命军
人和富农的双重身份，注定了这个家庭命
运的特殊性。

尽管二月河称：“我们这个家族，‘胆
小’似乎是个特征，谁也不曾豪迈过”。但

接触过二月河的人，都觉得他“豪
迈”。作家张宇称他“从骨子眼儿
透出了一个西部男人的忠厚味道
……有啥说啥，还有点口满……
大声说笑，大杯喝酒，大块吃肉
……”

这种豪迈还表现在担当上。
二月河是山西昔阳人，有一

年在北大百年讲堂和同学们说
话，有同学当场提问：“现在社会
舆论，河南人名声不好，先生以为
如何？”二月河的回答透着豪情：

“我不是河南人，我是山西人。但
是，我在河南半个世纪，吃的是河
南的米，喝的是河南的水，我已经
河南化了。今日河南人有难，二
月河愿与共患。”

据说，二月河的母亲年轻时
曾经玩过枪，真枪真刀地打过仗，
为了理想出生入死，像男子汉一
样地奋斗过，是那种并不多见的
女中丈夫一样的人物，也许这样
的气质遗传到了儿子身上。

凌家的祖训是：退一步想，
夫 然 后 行 。 凌 家 人 都 严 格 恪
守。退一步，哪怕是退到了死胡
同的墙角里，也忍着，所以二月
河说，往往不是歧路难择，而是
没有路可走。

二月河在“豪迈”与“胆小”两
种气质碰撞下找到了出口：“拿起
笔来老子天下第一”，在帝王的世
界里，他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然
而，末了，他依然选择“放下笔夹
着尾巴做人”。这是由父亲的理
智衍化而来的人生哲学。这个理
智，给了二月河看待事物、审视历
史的独特角度。

无论是创作中，还是生活中，
他都有自己的角度。他不事张
扬，总是“将自己看小一点，放低
一点”，“其实啰唆来啰唆去还不就那几本
书?一个人总吹牛也会觉得累，没劲。”

2001 年，二月河荣获美中贸易中心
颁发的“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
奖”，二月河很高兴，但他认为并非是他个
人真的那么棒，而可能是书中的中国，尤
其是中原文化上的东西比别的作者多一
点，勾起了诸评委的思乡情结。

作家张宇在其散文集《推开众妙之
门》中如是说，“二月河完全是依靠自己的
才华和努力成名于世的。从他出道到现
在，还没有听说过他打击别人的风言风
语。好像他只是用了一根竹竿，就把自己
这顶轿子抬起来了。”

二月河以“历史小说”为手段爬上了
高山，本人也成了最好的风景。横看成岭
侧成峰，哪一面都引人入胜。

大河落日：
是他脑海中永存的圣景

二月河抓住了历史小说的灵魂，开辟
了历史小说的新时代。

二月河称他写作时坚持的是：历史和
艺术的双重真实，追求历史上社会人文与
重大历史事实的真实演进表述，让小说表
述的历史氛围与读者的阅读渴望得到某
种契会，从而受到相应的历史启迪。

“艺术的真实，正是加强这种启迪的
催化剂。”二月河曾笑言，如果只看《清史
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

“将二者自然而有机地结合起来，运

用形象思维，在读者心目中激活已经去之
久远的历史时期，从而使读者的历史感受
与艺术欣赏的审美感受得到双重满足。”

二月河懂读者的心。他遍览历史风
云，饱含家国情怀打磨时代镜鉴的作品，
他书写朝代兴衰的历史规律，是为了警醒
人们不重蹈覆辙。

他是黄河忠实的“读者”。三门峡
陕县太阳渡的落日，是他脑海中永存的
圣景。

“我走遍了千山万水，看过了无数的
落日辉煌，即使是‘最美的’，也无法稍
与太阳渡齐肩。”晚年，面对身体的现
状，二月河以庄子为榜样，保持着清醒的
理性思维。

“至于‘陨雨系列’（没完成的作品），
我得承认确实是个大话。人啊，要有这样
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吹牛，承认人生是个
抛物线，有上有下，不能只向上……太阳
到该落山时，落山也是一种辉煌，抛物线
下落时也是很美的。”

“二月河先生独具慧眼，以他的伟大
作品呈现了那个令人无限感喟的时代，为
中国古典文明的最后历程写下了一曲悲
壮的挽歌，使那片无垠的壮阔的东方落霞
带给我们无尽的历史反思，从而成为我们
文明重建的精神根基。”

听闻二月河逝世，《大秦帝国》作者孙
皓晖如是评悼。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二月河曾
经说，因为自己从小就在黄河太阳渡旁边
生活，他是太阳渡的孩子，是黄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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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的黄河黄河的二月河
郑报融媒记者 苏 瑜 秦 华 左丽慧 文 李 焱 周 甬 图

12月 15日，著名作家二月
河溘然长逝，一代文学巨擘陨
落。他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

“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
正皇帝》《乾隆皇帝》），时至今
日，仍多次再版。“二月河的文
学造诣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
长年累月的文化积淀才造就了
这座文学高峰。”12月 17日，郑
报融媒记者走进南阳市图书
馆，探寻二月河的读书时光。

“二月河是图书馆的老读
者！经常连读带借，一呆就是
大 半 天 ，达 到 废 寝 忘 食 的 地
步。”南阳市图书馆馆长周献红
表示。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
就在南阳市图书馆工作，与二
月河结识 20 多年。“也是因为
工作原因，认识了二月河，他平
易近人，很好接触，我们一直保
持着联系。得知他去世的消
息，真的非常痛心。”就在今年4
月，二月河病重的时候，周继红
还专门去北京看望过他。

“他在创作初期，最主要的

学 习 资 料 就 是 来 源 于 图 书
馆。他最喜欢读文史书籍，尤
其是关于清史类的。”周献红
向郑报融媒记者表示，当时的
二月河是南阳市几乎把南阳
市图书馆的文史类书籍读了
个遍，但对于他的创作来说，
这还远远不够。

“那个年代的资料来源渠
道很有限，后来他就去全国各
地的图书馆查找资料。去过北
京、上海、新疆等地的图书馆，
凡是有关清史的书籍，不管正
史还是野史，他都去查找资料，
专心研究。我觉得这为他后来
的文学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周献红表示，二月河所著
的“落霞三部曲”，各个版本都
在南阳市图书馆四楼的藏书室
里收藏，有专门书架，而在一楼
的借阅室里有专门的南阳作家
作品专柜，“二月河作品很抢
手，借阅率很高，架子上经常空
空的”。

周献红表示，二月河的“落

霞三部曲”已经成名的时候，正
版书籍价格比较昂贵。曾有人
告诉他，有人盗版他的书，二月
河听了笑着说道：“盗版不能提
倡，但这也说明我的书还是有
人看、值得看的，也为那些买不
起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

“二月河与我们南阳市图
书馆有着不解的情缘。在他身
体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经常
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宛图讲座，
他每次写了新书也会签名捐赠
我们图书馆收藏。”周献红说，
2013年 12月，二月河在南阳市
图书馆举办了最后一次公益讲
座，讲的是“历史与社会，文化
与人生”，前来听讲的市民人山
人海，围满了四楼的宛图讲堂，
二月河为宛图讲堂亲笔题名。

在南阳市图书馆的四楼，
记者见到了二月河题写的“宛
图讲堂”四个大字，苍劲有力。

“先生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
的财富，我们正在筹备专题书
展，缅怀悼念先生。”他说。

二月河“落霞三部曲”创作的背后：

遍访各图书馆
刻苦研读清史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翟宝宽 刘小涛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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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上午8时许，郑报融媒记者来到南阳殡仪馆，二
月河的灵堂早已布置完毕。“沉痛悼念凌解放同志”的黑
色横幅庄严肃穆，“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的挽联分挂
在灵堂两侧，门外两侧摆满了悼念的花圈。两天来，前来
悼念的二月河生前战友、同学、朋友及市民、读者络绎不
绝，大家心情沉痛，含泪与二月河行礼告别。

“昨天儿子告诉我他病逝的消息，我非常吃惊，他才
73岁，没想到走得这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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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昨天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二月河去世的消息，
刚开始一直不敢相信。我是先生的读者和粉丝，从小
学时就听老师说过二月河是我们南阳的名人。”32岁的
市民史先生表示，

18 岁那年，因为看了《雍正王朝》电视剧，第一次
主动阅读先生的《雍正皇帝》原著。之后，他便把先生
的“帝王”三部曲全部都读了，更认为二月河是南阳当
之无愧的骄傲。

“我住在南阳城北，距这边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史先
生说，他和家人为此转了2趟公交才到殡仪馆，因为得知
二月河的追悼会定在19日，“我到时可能没办法过来了，
今天特意过来送先生一程，表达内心的敬仰和痛惜。”

众
多
南
阳
市
民
自
发
悼
念
二
月
河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下午，首批“河南省戏曲之乡”授牌
仪式在河南省文联举行。7个县（市）区获得殊荣。

由河南省戏剧家协会组织开展的“河南省戏曲之乡”评选命
名活动于去年 10月开始申报，得到了全省各地的积极响应，今
年 7月~9月，该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对申报单位进行了现场考
察。最终，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决定授予许昌市、开封市、汝州市

“河南省戏曲之乡”称号，授予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封丘县、巩义
市“河南省豫剧之乡”称号，授予渑池县“河南省曲剧之乡”称号。

据介绍，获得称号的这些地区戏曲传承悠久，群众基础深
厚，政策落实到位，戏曲生态良好。许昌的河南地方戏三大剧种
均衡发展、开封的戏曲与旅游的融合、驻马店经济开发区的戏曲
小镇打造、渑池的精品剧目创作、汝州的民营院团发展、巩义的

“戏曲进校园”活动、封丘的乡村大舞台建设等都做得有声有色，
成为河南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据了解，“河南省戏曲之乡”评选活动以后将每年举行一次，
对已成功申报的地区实行动态管理，每三年考评一次，不达标者
将取消“戏曲之乡”称号，优秀者将推荐中国戏曲之乡评选。

首批“河南省戏曲之乡”授牌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16日晚，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高新亿
达之声”交响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倾情上演，中国 2017年金
鸡奖最佳音乐配乐乐团——捷克交响乐团受邀来郑，为绿城观
众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世界级交响音乐会。

当世界著名作品《角斗士入场进行曲》缓缓响起，富有独特
魅力的音符带着澎湃激情扑面而来，激荡的音乐环绕在河南艺
术中心大剧院内。在欧洲音乐会乐团首席指挥、世界著名小提
琴家乔治·哈拉威姿卡的指挥下，捷克交响乐团为现场观众演
绎了歌剧《卡门序曲》组曲、《第九交响曲》《沃尔塔瓦河》《雷鸣电
闪波尔卡》《中国人加洛普》《春之声圆舞曲》等一系列耳熟能详
的经典交响曲目。

作为本次音乐会的一大亮点，捷克交响乐团为现场观众们
带来了《贾尼·斯基基》选段——《我亲爱的爸爸》，以及《费加罗
的婚礼》选段——《你们可知道》两首经典歌剧。特邀前来的澳
大利亚歌剧院首席女高音特里萨·拉洛卡，用悠扬、醇厚的唱腔，
歌颂着不同民族间共同感悟和珍视的爱情与情感。

据了解，捷克交响乐团前身是著名的捷克巴兰道夫电影制
作公司的电影交响乐团，乐手由捷克最优秀的音乐家组成，拥有
丰富的电影音乐和古典乐录音及现场演出的经验，已经为美国、
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挪威、比利时、希腊、日本等
30多个国家的 5000多部电影录制音乐，其中包括《谍影重重》
《哈利波特》《狮子王》等大量好莱坞电影，曾获得美国电视剧最
高奖“艾美奖”和中国金鸡奖最佳音乐配乐乐团。本次演出是该
交响乐团首次在郑州亮相。

捷克交响乐团奏响绿城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中国足协公布国足西亚行 25
人名单，与此前的 28 人大名单相比，曾诚、张修维、范晓冬落
选。据了解，全队将在今天前往卡塔尔多哈集训，备战明年举行
的阿联酋亚洲杯。

这份名单中有颜骏凌、王大雷、张鹭、郭全博四名门将。此
前曾诚在训练中右脚脚踝韧带撕裂，已返回广州养伤。张修维
发烧身体不适，范晓冬与刘洋位置重复，里皮选择了刘洋。最终
出征亚洲杯的名单为 23人，里皮还需要在 25人名单基础上裁
减两名球员。

据悉，国足亚洲杯小组赛赛程，1月 7日，中国VS吉尔吉斯
斯坦，1月 11日，菲律宾VS中国 ，1月 16日，韩国VS中国 。

国足25人大名单公布

本报讯（记者 陈凯）检验后备人才实力，选拔乒乓球苗子运
动员。昨日，2018年郑州市“苗苗杯”乒乓球比赛，在金水区纬
三路小学收拍，来自全市的215名小选手参加本次比赛，切磋交
流一较高下。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体育局主办，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郑州市体育工作队等承办，是一项面向全市各个县（市）区的小
学生乒乓球比赛，根据参赛选手的不同年龄设有男、女甲、乙、丙
共 6个组别，比赛全部为单打项目。参赛的 215名小选手来自
我市市区以及中牟、荥阳、巩义等15支学校或俱乐部代表队。

“苗苗杯”乒乓球比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