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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个小院子，是许多都市人的梦想。
尤其在这样落雪的午后，小院成了鸟儿们觅

食的天堂，洁白的雪地之上，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们，在残留的庄稼和枯萎的蒿草之间不停跳跃，
嘴里唱着欢快的歌。

这是我家农场小院冬日曾有的风景。小院
不小，屋前屋后差不多有上千平方米。屋子北面
临街，院子的大门自然也就朝北，三面砌有一人
多高的院墙，两扇漆红的院门为铁木结构，若有
车辆出入，开启时吱扭之声如拉二胡。大门套有
小门，平时方便人员进出。红砖地面平展如毯，
有朋友来可以充当羽毛球场。西南角站着两棵
树，一棵是柳树，一棵是沙果树。我和妻子只知
道这种叫红铃铛的沙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却不
懂果树的管理，不剪枝不施药，这棵果树就生长
得很自由也很争气，每年都果实累累，鲜红的果
子缀满枝头，煞是馋人。朋友来了，忍不住摘了
一个下来狠狠咬一口，立马就吐出来，里面满是
黑虫，气恼道，这棵果树命真苦呀，生在你们家真
是白瞎了。我幸灾乐祸道：哈，我栽它专治抵不
住诱惑的馋嘴症。

与临街的北院相比，南面的菜园更大更敞
亮。菜园太大，除了种些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等
应季蔬菜外，我建议再种些花草，妻子却自作主
张地种上一片玉米。种花草有啥用？种玉米还
能卖几个钱。向阳的屋檐下有一块长条形的水
泥地面，每年夏秋时节在上面晾晒些干菜。围着
这块水泥地是一排红砖砌成的镂空的矮围栏，妻
经常在那里洗衣服，衣服洗好顺手晾在围栏和菜
园之间的晾衣绳上，常常会惊跑了落在上面打秋
千的几只蜻蜓。南风吹来，园中那片绿油油的玉
米就舞动着柔长的手臂哗哗笑起来，都笑弯了
腰，空气里弥漫起一阵淡淡的清香来。玉米们的
笑声引来邻居家的鸭子一阵嘎嘎叫，仿佛在说，
笑什么呢？笑什么呢？

客厅是待客的地方。我家的客厅里还套着
一间小屋，既是书房，也是接待文友的雅室。室
内除了有写字台、书柜外，还配有藤椅、茶具。东
墙上挂着一幅对联：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
诗是东坡诗，字是我的字。文友振海素来嘴黑，
每次来看着对联发感慨：好好的诗，被人写成这
副模样，哪里还有天理呀，东坡地下有知，岂不气
得掀桌子？

这时候，妻子从菜园摘下的黄瓜、西瓜，还有
绿绿的“贼不偷”（一种绿色西红柿），用井拔的凉
水洗净，端上来才堵住他的嘴。

独门独院，很是安静。其实，更多时间是我
一个人在这里读闲书，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
想。往往一坐大半天，任日头由明到暗，直到夕
阳斜射窗棂。我始终认为自己有一点隐逸之气
的。从书房的窗口望出去，是一片慢坡的田野，
随着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致，春有紫燕呢喃，秋
有大雁宥鸣。感觉在这里度过一生也无憾。

对于我的小院，在村子里人看来，我只是自
得其乐而已，丝毫引不起他们的丁点兴趣，是啊，
如今家家都富裕起来了，独门独院的红砖大瓦房
串糖葫芦般沿街立起，谁家不是“榆柳荫后檐，桃
李罗堂前”呢？令其羡慕的倒是城里人。一个颇
有名气的诗人曾与我在多年前的省青年作家班
里同居一室，同道中人，感情甚笃，某年的秋日突
然到访，一进院子就惊呼道：“这院子就住你一家
吗？”我说：“当然。”他便瞪着牛眼四处张望，“贼”
一般在院子里乱窜，嘴里啧啧有声：“这院子真带
劲，我要有这么个院子该多好！”接待宴席安排在
院子里的果树下，菜是自家菜园现摘的，酒自然
是北大荒 60度。从日落西山一直喝到秋月初
上，我们都有了浓浓的醉意，当我们都低着头趴
向桌子的那一刻，我听见一个声音断断续续地念
叨着：“我要有个小院该多好……”

从环境上讲，静，是小院最让我享受的地
方。但我知道，人们追求的不仅是客观环境的安
静，更向往心灵的安宁，唐人诗云：山中习静观朝
槿，松下清斋折露葵。宋儒有诗云：“万物静欢皆
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世事常违人愿。如今，我离开农场移居省城
已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当年在农场小院的
静生活愈加怀念。我曾回农场去看过我的小院，
它早已在拆迁的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废墟，夷
为平地。先变成一片大豆地，后来又变为一片水
汪汪的稻田，我知道，我再找不到我的小院了。
但每次回农场，我都要去那片水田前静静伫立一
会儿，我想这不仅仅是怀念吧？

眼下，隔窗望去，省城宽阔的南直路上机声
轰鸣，不绝于耳。原本茂盛的丁香树和鲜花绿草
早已不见了踪影，或许它们只是换了个地方，继
续生长开放着。此时路中央几个高高的塔吊正
在忙碌施工，不久之后一座高架桥将横跨在这条
街上。古人说“心远地自偏”，可做到“结庐在人
境，而无车马喧”又谈何容易呢？只有“此心安
处，便是吾乡”了。

此心安处
□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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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3月 20日清晨，拉着空军司令
部转业官兵的列车驰出北京前门车站向北
进发。四天后，郑加真在完达山下的八五
六农场原来犯人住过的两间草房里开始了
他的刀耕火种的垦荒生活。他努力表现自
己积极的劳动态度，在秋收时，过分用力的
镰刀在他的小腿肚子上砍出了小孩嘴一样
的刀口。在养伤时，这位激情燃烧的复旦
才子，完成了他在北大荒的处女作，发表在
1958年第 17期《新观察》上的纪实文学《向
地球开战——我们在密山的生活》。

后来他被调到虎林办《北大荒文艺》，
这时他和从北京下放的大文化人聂绀弩、
丁聪等成了患难与共的同事……在他们影
响下，在个人命运起伏跌宕和家庭的颠沛
流离中，他始终高举文学的火炬，既点亮自
己，又照亮了别人，在绝境苦寒中创作了记

录北大荒从荒芜走向富足的史诗，也创造
了自己精彩的人生。

1960年省文联专门派人来垦区网罗人
才，郑加真榜上有名，作家符宗涛、王忠瑜、
杨昉、王观泉，画家晁楣、张作良等十多个
人都被调到了省文联。

省委组织部来了电报，限期郑加真到
省城哈尔滨报到。郑加真拿着电报去找垦
区主管文化的宣传部副部长郑亢行，要在
调令签字的那一刻，郑亢行感叹道：“你们
都走了，北大荒的文化谁来干呀！”本来去
意就不坚决的郑加真说：“那我就再呆一段
时间吧！”

可这一呆就是五十年，就是一辈子！
郑加真再也没离开北大荒一步。有人说：

“郑加真没走，为垦区的文化艺术的发展留
下了一颗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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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郑先生大概在 1972

年，当时我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
那时候下面来了通讯员，常来我们的
宿舍“找宿”，16团的姜昆，还在我的床
上挤过呢！那天听说五师宣传科的老
郑也要来我们宿舍借住。就是郑加真
吧？我的眼前一亮。那时他的长篇小
说《江畔朝阳》正火遍全国。当然也是
我们北大荒知青抢读的作品。

应该说，郑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
个著名作家，他笑容可掬地望着我，很
可亲的样子。我有点紧张，像中学生
一样问他，《江畔朝阳》是怎么写的等
问题。他摆了摆手，不肯多说。我要
给他打水洗脚，他谢绝了。第二天我
起床时，他已经走了。

再见面时，是十七八年后，我调到
省作家协会当头儿，郑先生是兼职的
副主席，在每年的例会上，都能见上一
面。他还是那么谦和儒雅，只是额头
更大头发见疏。

这期间，我不断收到或看到郑先
生的新作，都是关于北大荒历史的纪
实文学。2007年春天，我们还一起在
上海搞过新书签售活动，我的《我们的
故事》受到知青的欢迎，而郑先生的
《北大荒六十年》有更广泛的影响，当
时《文汇报》《北京周报》等十多家报刊
和网站都做了报道。

我曾说过，郑加真是北大荒的“文
学教父”，我们这些知青作家，如张抗
抗、梁晓声、肖复兴等，北大荒的第二
代作家常新港、王左鸿、王凤麟、赵国
春等，还有第三代作家宋晓玲、王军
等，哪一个没得到他的帮助，哪一个没
受到他的影响！我还说过，郑加真是
北大荒文坛上的“常青树”，他们那一
代上个世纪50年代部队转业到北大荒
的作家，如创作《雁飞塞北》的林予等
好几位先生早已去世，而多数人也不
再动笔了，只有郑加真还在写，已进耄
耋还在写，因文学上的突出贡献，他被
省委宣传部和省农垦总局都授予“终
身成就奖”，在北大荒垦区，只有他一
人！

郑先生自己说：“几十年来，为北
大荒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
部分，不写作，生命就不能延伸，生活
就没有意义；几十年来，我用生命为北
大荒写传，在那片黑土地上我留下了
自己无愧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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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生命的最后郑加真还认为他

这一生的两个重要选择的正确性，一
是从北京到北大荒，二是扎根北大荒
不进省城。因为，他一直认为生活是
创作的源泉，接地气的生活，为他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写不
尽，用不完。就在灾害最严重的
1960年，郑加真到牡丹江垦区的青
年垦荒队深入生活，写出了长篇纪实
文学《战斗在北大荒》和副产品《小北
大荒人》，在上海儿童出版社出版后
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1962年初冬，郑加真和妻子都
调入由牡丹江垦区和合江垦区合并
而成的东北农垦总局的宣传部，他主
管文化工作，刘安一负责统战和内
勤，他们在佳木斯有了安定的家。可
郑加真又主动要求到青年农场代职，
担任生产队的副指导员。他一直坚
信：“搞创作，生活积累很重要。”他和
当年北京青年垦荒队的队长杨华同
吃同住同劳动，酝酿着以他为原型的
长篇小说《黑龙江畔》。1964年初郑
加真完成了这部小说二十五六万字
的初稿，立刻被来组稿的上海文艺出
版社的编辑看中。1965 年夏秋之
际，出版社为郑加真请了创作假，到
上海改稿。等已经完成的书稿清样
送领导审阅时，文革爆发了，郑加真
殚精竭虑、精心创作的《黑龙江畔》被
遗弃在了出版社的仓库。

随着东北农垦总局的撤销，1969
年郑加真全家四口从佳木斯辗转千
里落户在嫩江畔的一个生产连队，郑
加真担任了七连的副连长，刘安一任
女工班长。在那个最严寒的冬季，他
们一家住进潮湿阴冷得室温只有零
下的一间土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郑加真被调到黑龙江农垦总
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史志办主
任。在别人看来是个闲差的地方，他
把凉板凳坐热了。他主持了垦区三
级修志队伍，历时十载，七易其稿，形
成在全国被评为一等奖的黑龙江省
首部《国营农场志》，被称为“北大荒
的司马迁”。

至此，已功莫大焉。但郑加真利
用十年积累了大批宝贵的北大荒开
发史料，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北大荒反思三部曲”：《北大荒移民
录》、《中国东北角》系列（苏醒、磨炼、
崛起）和《北大荒六十年》。为此，郑
加真又用了十年的时间。国内外媒
体对“三部曲”好评如潮，总局领导和
老北大荒人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反
映北大荒 60年开发建设的史书，百
万大军开发北大荒的历史画卷；这是
一部新中国历史和当代农垦史的缩
影，也是一个北大荒特色文化的精品
巨制，是留给北大荒后人的精神财
富。”

因为要写《仰视你，北大荒》，我
通读了这三部书，其感受正如法国作
家巴尔扎克所言：“文学是事实与灵
魂相吻合后的再现。”

郑加真一直是位低调的作家，说
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只有这句朴
素的话：“感谢北大荒的生活，给了我
丰富多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才使我有了创作冲动，有了可以
艺术加工的丰厚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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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尽管郑先生在自己的简

历中没有提到《江畔朝阳》这部作品，
但我仍然认为此著为郑先生的重要
作品之一，因为它毕竟是特殊年代出
版又有广泛读者的作品；没有《江畔
朝阳》就没有后来的“反思三部曲”，
也不会有《北大荒流人图》。《江畔朝
阳》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郑先生
自己，对所有作家都有意义。

郑加真是一位与时代同行、与人
民同心的作家，他遵从“生活是创作
源泉”的创作思想。新时期，他又回
归了自己的本质，那就是他最喜欢的
巴金先生的“说真话”。他的作品从
实际出发，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他
为自己的文学定位是“用生命为北大
荒立传”。他是北大荒人民忠诚的歌
者。他是这片土地从大荒原变成大
粮仓的建设者，也是和粮食一样重要
的北大荒文化和精神的建设者。

在漫天飞雪的冬天郑老走了，他
的传人们将高举着北大荒精神旗帜，
去迎接更瑰丽多彩的春天！

3

风 雪 呼
啸 的 北 大 荒 ，忽 然 宁 静

了。一个如寒风般冷冰的消息让
千万个北大荒人心情沉重，默默地低下了

头，由衷地悼念就在前些天（11 月 24 日）去世
的九十二岁的郑加真先生。

北大荒谁人不仰郑加真？这位老战士数以百万
字的血泪铸成的文学作品，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如

金子般闪烁光彩；他培养扶植的一代代作家，成了如金色
的田野上收获的中国文坛铁军，他们中有知青，也有第三
代北大荒人。

记得我在《人民日报》2010年9月3日发表了一篇弘扬

北大荒精神和北大荒现代化建设的报告文学《仰视你，北

大荒》，评论家李炳银著文赞扬：“在读了贾宏图《仰视你，

北大荒》之后，我对贾宏图也再一次有了一种‘仰视’！”

我回复评论说：“以郑加真先生为代表的北大荒三

代作家的丰厚的作品，就是这篇文章的初稿，我

的作用是综合和提升。”我这样说，不是谦

虚，而是事实，真正值得仰视的应

该是郑加真先生。

2
据北大荒女作家刘红艳创作的郑加

真传记中说，作为文学少年的郑加真发表得
最早的作品，是1947年4月号的上海《家》杂志
上登载的叙事诗《母亲的话》。当时郑加真正在
上海京沪中学读书，他是那所知名中学的《嘤鸣》墙
报主编之一。

郑加真 1929年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山村里，父亲
是个有文化追求的青年，自幼勤奋好学，后考入国立温州

中学，成为全村的“状元”，毕业后到上海谋生，这样郑加真
就有了在上海读书的机会，1949年，郑加真考入上海复旦大学

中文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一批新生。
1950年，尽管身为独生子是可以不报名的，但是郑加真觉得自己

应该挺身而出，就和同宿舍的五六个同学一起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1951年7月，他和7名同学被分配到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开赴安东，然后

又跟随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秘密进入朝鲜，他们在一个叫鹤峰洞的小山村落脚。在这里
郑加真开始了空军司令部通讯处参谋的战斗生涯。他们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和特务的跟
踪，为自己的战鹰提供通讯服务。一年后，他又被调回北京的空军总部，在空军通讯处当
参谋，连续两年获三等功，加入共产党，1955年被授衔中尉，第二年又晋升为上尉。他还
收获了爱情，因办墙报与通讯处新来的见习参谋重庆姑娘刘安一相识、相恋，她喜欢他
的书卷气，他爱她的热情美丽，还写一手好字。他向她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以她为原
形写了一篇小说《墙报委员》，他向她赠送的第一份礼物是一部苏联小说《远离莫斯
科的地方》。

这一切似乎都带有寓言性。因为刘安一字写得好，她成了郑加真一辈
子的文学助手和第一读者，他的所有文稿，几乎都是妻子刘安一帮他抄

写，晚年她学会了用电脑打字，成就了郑加真的著作等身。在他向
她赠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久，郑加真真的来到了远离北

京的遥远的地方——北大荒，两年后刘安一也踏上了
开发北大荒的征程。

郑加真著作书影

郑加真，著
名作家。1958
年开始发表作
品。著有《江畔
朝阳》《北大荒
移民录》《中国
东北角三部曲》

《北 大 荒 六 十
年》《北大荒流
人图》《高高的
天线》等十余部
作品。曾获黑
龙江省文艺精
品工程奖、丁玲
文学奖、黑龙江
省首届文艺终
身成就奖等。

《将军与北大荒人》《北大荒移民录》《中国东北
角》《北大荒六十年》……在郑加真先生的这些文字
中，我们看到北大荒精神如何星火燎原般成为一种
精神力量的源泉，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郑加真记录每
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和每个叫荒原变粮仓的英雄，
是怎样构建了北大荒的精神图谱。作为北大荒精神
的发掘者、实践者和传扬者，他将与北大荒精神和北
大荒精神塑造的英雄一样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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