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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左手郑板桥，右手施耐庵

本报记者朱旭东

江苏省兴化市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近年来，他
们在对外推介时，必提“板桥故里，水浒摇篮”，因
为在这片古称昭阳的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四大名
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首郑
板桥等世界知名文豪和书画家。兴化人尤其以此
两位先贤为傲，并且一直在效仿。

中国人追求死后“流芳百世”，有的人只活成
牌匾，被高高挂起却难以亲近。郑板桥和施耐庵，
在兴化不仅是供奉的牌匾，不仅被敬仰，还很好地
被传承、被模仿、被津津乐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现象。

农妇写的小说“登堂入室”

在兴化入住酒店，房间案头放着两本书，一本
是《兴化旅游》，介绍兴化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类似的书籍，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另一本则与众
不同，是小说《大沪庄》，是兴化本土的人以本土人
文为背景创作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作者王
玉兰仅是位高中生，毕业后，“做过农民工，玩过大
船，卖过服装。年过 50 才开始涉猎文学写作。”

在书内页的简介上，我看到了这位乡土味浓
郁的大嫂，照片中的她穿着大红的衣服，正在签名
售书。简介说，她的作品在报纸和自媒体上得到了
众多读者的追捧，已出版长篇处女作《沈小菊》，

《大沪庄》是其短篇小说集。
不管《大沪庄》写得如何，一位 50岁才开始创

作的农妇，已有两本小说问世，并能摆放到星级宾
馆供人取阅，确实令人惊讶。难道这是受施耐庵的
影响吗？

我有点兴奋，可兴化的朋友笑着说，“这不奇
怪，前两年，有位在‘垛田黄花’风景点卖臭豆腐的
农妇，也放下手里的生意，回家写小说去了。”

“你不是在说笑吧？”我有点给逗乐了。
“怎么会骗你呢？兴化的很多作家，就是农民，

就是教师，就是退休职工……写作，是他们的业余
爱好，他们并不靠写小说养家糊口。”兴化的朋友
很认真地说。

在后来的访谈中，我信了，折服了。
“《大沪庄》的作者王玉兰是我高中同学。”兴

化市博物馆、郑板桥纪念馆馆长陈学文说，王玉兰
高考落榜后回家种田，搞过运输，开过小店，等家
庭稳定了，孩子也大学毕业了，才将高中的写作兴
趣捡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现在没有其他
工作，只在家里办了个‘小作家培训班’，教孩子们
写作。靠培训班生存，也算以文养文了。”

兴化市郑板桥纪念馆文史顾问郭保康说，
2012 年 4 月，兴化市获得“中国小说之乡”的荣
誉。其后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各地作家到兴
化采风，晚上吃饭时有人好奇地问：“兴化为什么
能成为小说之乡？”一个兴化作家半开玩笑似的回
答他：“我们在这里吃饭，兴化现在有不低于一千
人，正在灯下写小说。”
说起兴化的民间文学爱好者，他们如数家珍。

郭保康说，顾缸乡东旺村一个叫魏红芳的农妇，既
开饭店也忙农活，业余时间就是创作，搞诗词搞绘
画。在无锡打工的兴化籍老板有一个茶吧，聚到一
起时，就喜欢朗诵各自创作的诗歌散文。“骨子里，

他们都热爱文学。”
兴化市文联副主席汪夕禄对相关情况更熟

悉：
“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兴化人顾平祥，天天写

诗，写完就发给我看。刘宝山也在上海打工，喜欢
写小说，出版过一部长篇，前段时间又写出长篇

《水殇》，讲国共抗战的，近 30 万字，还没出版。很
多兴化人都有文学情怀，只要闲下来，就写东西。

好像不写点什么，就对不起施耐庵似的。”
“尤杰芬，文正学校的打字员，50岁左右，一

直在写小说，先长篇，后短篇。她现在越来越自信，
写得越来越好，创作热情很高。没人指导她，纯粹
是自发。”

“王凤祥，80多岁，退休教师，退休后一直写
小说，每年都会出版一到两本。写作水平一般，但
热情可嘉。”

“王志红，脑瘫患者，建立一个文学网站，为兴
化大部分底层写作者发表文章提供了渠道。”

汪夕禄说，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在兴化大街上
随便找个人谈文学，都能谈得下去。“之前我还不

相信，现在我真信了。”
兴化的朋友们唠叨着，我的脑袋也快满了。但

首先，我的确相信了。

中国小说之乡

其来有自。兴化民间创作小说的热情，和获得
小说之乡的称号，自然离不开施耐庵。

13世纪末，兴化东北水荡中的施家桥村，诞
生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反元起义中，施耐庵
曾全力支持张士诚。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
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回到兴化隐
居，专心于《水浒传》的创作。《水浒传》是我国第一
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
具有标志性意义，施耐庵因此被称为“中国长篇小
说之父”。

缘于先贤杰出成就，兴化成为中国长篇小说
发祥地、明清小说重要基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
贯中，就是施耐庵的学生。《西游记》的各种版本均
标注有“华阳洞天主人校”，而“华阳洞天主人”正
是兴化籍“状元宰相”李春芳。除三部古典名著外，
明清之际兴化还涌现出一批小说创作者，其中陆
西星、李清分别创作《封神演义》《明珠缘》，刘熙载
则因创作《艺概》而被称作“东方黑格尔”。

陈学文说，刘熙载的孙女刘韵琴，1916 年创
作反对袁世凯的现代白话小说《大公子》，成为“谁
是第一个写现代白话小说”的有力竞争者。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化涌现出一大批在小说创作方面
卓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群体。
其中，毕飞宇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
说《玉米》先后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2011 年，在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入围的 178 部作品大
名单中，兴化籍作家作品占了 4 部，分别是毕飞宇
的《推拿》、朱辉的《天知道》、梅国云的《第 39 天》
和顾坚的《青果》。最终，毕飞宇获得第八届茅盾文
学奖。2000 年以来，兴化籍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

已经超过 100 部。

兴化市的作家队伍还有大量后备力量，其中，
兴化市拥有地市作协、市级作协会员 300多人，省
作协会员近 80 人，中国作协会员 16 人，还有更多
被称为“散兵游勇”的业余写手数千人。

被称为“散兵游勇”的业余写手，兴化为他们
提供了很多发表文章的载体。比如，兴化文联的

《兴化文学》、兴化市作家协会的《纯小说》、兴化诗
词协会的《昭阳诗词》、兴化社科联的《兴化论坛》、
兴化市政协的《兴化历史文化》、兴化市博物馆《板
桥杂志》、兴化市图书馆《品读兴化》、兴化市文化
馆的《水乡文艺》，兴化很多中学都有校刊，《兴化
报》还有文学专版。

此外，兴化市作家协会创办的“中国乡土文学
论坛”，至今已有十多年。兴化市文联举办的“兴化
文学课堂”，每季度请外地专家讲课，开拓兴化写
作者的视野。兴化籍作家毕飞宇，每季度在兴化举
办小说沙龙，请国内著名作家为普通文学爱好者
讲创作体会。兴化的广场书屋，每周都有知名作家
指导学生读书，被称为“文学义工”。兴化市图书馆
还有一个“兴化作家作品馆”，只要公开出版的书
刊，全部陈列在内。

是“根深叶茂土壤肥”？还是“肥土壤”造就“根
深叶茂”？在兴化，这已经不必计较了，因为它们相
辅相成。当外地人非议“中国小说之乡”的名号时，
兴化市委宣传部长刘春龙总会理直气壮地说，“如
果你们古代白话小说成就达到《水浒传》水平的，
当代小说达到毕飞宇水平的，小说人口达到兴化
标准的，只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兴化就不争这块牌
子。”

从 2011 年开始，兴化市设立施耐庵文学奖，
旨在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
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世界地位。该奖项每两年
评选一次，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权威性，成
为我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

“郑板桥”为何率先亮相？

尽管施耐庵影响如此之大，但兴化还是先打
出了“郑板桥”这张牌。

郑板桥，原名郑燮，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
江苏兴化人，清朝学者、书画家、“扬州八怪”的代
表人物。乾隆元年进士，官至山东范县、潍县县令，
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郑板桥的诗、

书、画，世称“三绝”。
外人所了解的郑板桥，首先也是其字画。板

桥的书法，自称为“六分半书”，他以兰草画法入
笔，极其潇洒自然，参以篆、隶、草、楷的字形，穷
极变化，开创了书法历史的先河。

“兴化从来不缺书画家。同一时期，郑板桥
并不是画得最好的。李鳝画得就比他好。”扬州
八怪书画院院长董怀勇说，但是，将“诗书画”三
者综合到一起，郑板桥的艺术成就最突出，所以
后人将他排在“扬州八怪”首位。

郑板桥首先但不仅限于是好画家、好书法
家，他还是一位好官。在兴化人心目中，施耐庵
是一本书，而郑板桥则是一个立体的人，字画反
倒在其次了。

郑板桥的立体体现在诸多方面。兴化市历
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任祖镛说，郑板桥为官
清廉，在外为官之时，从不卖画。不像当下某些
官员喜欢“文贿”——— 字画不怎么样，却喜欢处
处留笔墨，拿润笔费。郑板桥说，“凡吾画兰画竹
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之
人也。”

兴化市书法院副院长邹仓霖说，郑板桥的
“咬定青山不放松”“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的观
念，处处散发着一种世俗的情怀，和百姓贴得很
近，至今深入人心。

刘春龙说，“咬定青山不放松”，体现的是一
种执着和坚忍，“一枝一叶总关情”，体现的是一
种民本思想，“领异标新二月花”，提倡的是一种
创新……“从兴化走出的成名成家的艺术家，没
人敢说不受郑板桥的影响。

董怀勇说，郑板桥一生喜画兰、竹、石，它们
代表着顽强不屈、坚韧不拔、正直无私、光明磊
落等特性。尤其是竹子，除了坚强正直、生命力
强，还寄寓了苍劲豪迈、虚心向上等精神品质，
这正好与郑板桥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与其说
板桥是在画竹，毋宁说他是在表白内在的思想
感情。他是通过对兰竹的直接歌颂，来表白自己
的生活理想和爱憎态度。”

这显然与板桥的为人为官有很大关系。乾
隆六年春，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
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 12 年的官宦
生涯。他为官力求简肃，视排衙喝道之类的礼仪
为桎梏。为察看民情、访问疾苦，他常身着便服，
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
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情。”正是他的内心独白。

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署潍县，在潍县任上
七年，竟有五年发生旱蝗水灾。他一面向朝廷据
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
池道路，招收远近饥民赴工就食，并责令邑中大
户轮流在道边开厂煮粥，供妇孺耄耋充饥。同
时，责令囤积居奇者迅速将积粟按通常价格卖
给饥民。他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
在最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

邹昌霖因擅长模仿板桥字画而被戏称“比
郑板桥还郑板桥”，他说，“救灾就是救命，那时
候没有电话没有微信，只有公文快马，如果层层
上报，等待上级恩准开仓放粮，灾民估计都饿死
了。果断决定开仓放粮，说明板桥心中首先装着
老百姓，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官帽。”板桥的
仕途因此受到影响，乾隆十七年，他愤然辞官，
继续以诗书画为生，直到终老。

仕途受挫，并不影响郑板桥在兴化人心目
中的地位，反使其形象更高大、更丰满。甚至，郑
板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兴化人的生活。即便在
当代，还有很多兴化人在模仿郑板桥的生活起
居方式，寻求一种日常的淡泊，因为郑板桥诗
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兴化人的饮食
观念，和郑板桥一般提倡粗茶淡饭。兴化人更愿
意模仿郑板桥的字画，因为这显得相对简单些。
寻常书香门第，都喜欢挂板桥的字画。“虽是伪
作，也不失其雅。”刘春龙说。

不仅如此，郑板桥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兴化
人的方方面面。在兴化，随处可见以板桥命名的
物件，诸如板桥中学、板桥路、板桥书画院、板桥
兰花协会、板桥步行街，很多企业也愿意附庸风
雅，命名板桥佳酿、板桥家宴，甚至还有板桥大
闸蟹。

1993 年以来，兴化市秉承“纪念板桥、宣传
兴化”的宗旨，每两年举办一届郑板桥艺术节，

以节为媒，唱好经贸、文化两台戏，至今已第 14
届。

范文正公的影子

出于对小说的偏爱，我一直奇怪兴化为什
么不首先打出“施耐庵”这张名片？任祖镛表示，
施耐庵只是个文学焦点，而郑板桥各方面内涵
都很丰富，能阳光普照。换句话说，施耐庵打造
了一个文学深度，而郑板桥则拓宽了经世的广
度。

汪夕禄认为，郑板桥的人文内涵以及廉政、
民本思想，和当下社会的契合度更高。因此，上
世纪 90 年代，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社会
潮流中，郑板桥借助艺术节率先“亮相”。“如果
重新选择，我估计还会首先选择郑板桥。”汪夕
禄表示，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重视，尤其是提出
“文化自信”后，施耐庵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
位置。“现在打施耐庵的牌，恰逢其时。”

施耐庵因其作品而流芳百世，郑板桥不仅
因为其作品，更因其人品受后人敬仰。施耐庵的
影响，更多在民间，而郑板桥的影响，不仅在民
间，更在庙堂。很多人虽然写不出像《水浒传》一
样的传世之作，却可以像施耐庵一样写小说。但
依然有少部分人，可以效仿郑板桥那样，为官清
廉，泽加于民。

郭保康说，明清两朝，兴化人到外地当官的
有几十人，没有出现一位贪官。明清两朝兴化籍
省部级官员最少十人，也无一人贪腐。郑板桥，
则是这条清官文化链上的一个节点。而在兴化
为官者，自北宋范仲淹到清代魏源，同样形成一
条清官文化链，历代都有廉、能兼备的清官。

“之所以出现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清官以及
以施耐庵为代表的小说家，与兴化的‘景范文化’
密不可分。”郭保康肯定地说，近千年来，景范文
化渗透到兴化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特别显著
于吏治和教育。

兴化古为水乡泽国。从 8世纪开始，兴化社
会的生存与发展，便进入漫长的“治水”历史。宋
天圣三年(1024 年)，范仲淹调任兴化知县。他
来兴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水。经过五年的曲
折反复，水患被遏制，此前多年水涝灾害造成的
社会凋零，很快恢复生机。史传，“流民返回兴化
者众。”

一个社会重新回到安定的生活秩序中，不
仅意味着丰衣足食，而且意味着一种社会伦理
的安稳。回到兴化的农户，由于感慕范仲淹，不
少人改宗范姓。任职兴化五年，范仲淹殚精竭
虑，筑海堤，兴学校，定礼俗，敦民风，促进了经
济发展，也促进了文明进化。而这以后，范仲淹
的影响一直是兴化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
因，兴化人用各种方式怀念和敬仰这位先贤，形
成了独特的景范文化。

如果说，郑板桥崇拜范仲淹、模仿范仲淹还
有迹可循，将施耐庵扯上范仲淹就显得有点牵
强。但兴化人自会附会——— 范仲淹在兴化任上，
在城南建了两座亭阁，取名“沧浪”和“濯缨”，并
且赋诗其上，“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笑解尘
缨处，沧浪无限清。”范仲淹以治水为契机，为兴
化创造和凝聚了一种“水德”文化。施耐庵创造
的不仅仅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在于从“替天
行道”中体现为民立命的道德情怀。“水德”再次
经过文学，化出“忠义”主题。从这个意义说，施
耐庵并非横空出世，也是其来有自。

“谁说施耐庵不受范仲淹的影响？”任祖镛
说，《水浒传》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
走妖魔”中，正是范仲淹为民请命，皇上才命张
天师“祈禳瘟疫”，也才引出后面的故事。“《水浒
传》中的范仲淹，是位虚构人物。既是虚构，便可
用张三李四之名，为何偏用范仲淹？……”

此说法倒也不算强词夺理。但提出“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影响
的不仅仅是兴化一县之人。后来者如郑板桥、施
耐庵，自然可能受其感召，而他们的后来者，同
样也在感慕郑板桥和施耐庵。就像兴化寻常人
家在书房内挂上临摹的板桥字画一样，虽是伪
作，亦无伤大雅。就像农妇热衷于写小说一样，
即使鲜有读者，她亦自得其乐。这历史的传承，
就是在这点点滴滴之中。人心向善，也是这个意
思。

▲郑板桥塑像 ▲兴化市学生给施耐庵像献花篮。

马兵

万里长江大美三峡。
如果问其中哪一处最浪漫
多情，我选神女峰。

巫山县城东 15 公里，
在巫峡的群峰之上，有一
石柱酷似亭亭玉立的古装
仕女，扬袂而立。每当云烟
缭绕，有着欲说还休的妩
媚，神女峰由此得名。

三年前的一个春天，
我游三峡。轮船在 40 公里
的巫峡穿行，青山如黛，空
谷生烟。站在甲板上，只见
青壁千寻，深谷万仞，白浪
卷着疾风急进，江水惊涛
飞涌。

“快看神女峰！”不知
谁喊了一句。抬头张望，神
女被云雾环绕，时隐时现，身旁“咔嚓”“咔嚓”
的快门声响成一片。导游讲解完神女的传说，
还朗诵起宋玉写神女的诗句：“妾在巫山之
阳，高邱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
暮，阳台之下。”船上望神女，只感觉她遥不可
攀，凌空飞升、超然于尘世之外。

清晨的阳光，穿透薄雾，反射出万道金
光，有的射向江面，有的铺在山脊处，而山谷
的背光处，深绿中雾霭沉沉。远处的神女峰可
以平视，此时的神女，仿佛融入到充满烟火气
的民间生活中，从高山雪莲变成了路旁玫瑰。
隔着长江，又添朦胧之美。

相传，神女峰是西王母幼女瑶姬的化身，
曾助夏禹开河排水，水患消除后，她决定留在
巫山，成为专为长江护航和治水的“东方女
神”。神女名动天下，要归功于楚国诗人宋玉。

宋玉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高唐赋》，写楚
怀王梦中和神女相会，第二天，楚怀王醒后出
门观看，神女峰处的云彩，层层叠叠，有如倾
国倾城的美女，举起袖子遮住太阳，像在张望
她思念的人。“巫山云雨”的典故也由此而来。

另一篇《神女赋》讲述了楚襄王梦中追求
神女却被拒绝的故事。此时的神女是一位美
艳无双的仙姝。楚襄王苦苦追求，然而神女高
贵绝伦，只可神交，不可亵渎，“欢情未接，将
辞而去”，使他陷于回肠伤气之中。后来，司马
相如的《美人赋》和曹植的《洛神赋》等写美女
的名篇，都模仿过这篇文章。

唐宋以来，描写三峡的万首诗词里，神女
多次出现。历代诗人的不绝咏唱，使巫山神女
与浩浩长江一道，形成了另一条文化江河，绵
延不息。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变幻
无穷的云，让神女峰更为别致。此时是早上八
点钟，云比较通透，也有质感。大雨刚过，白云
时而融化，时而聚拢。远处集仙峰、净坛峰、起
云峰郁郁苍苍，一些闲云漫过山顶，而后随风
飘散。

有人解释说，当地雨量充沛，常有云气触
石而出，巫峡谷深峡长，日照时短，峡中湿气
蒸郁不散，容易形成浮云细雨。云雾之中，有
时化作滚滚乌云，有时变成茫茫白雾。形态万
千，变幻无穷。

神女峰的美，仅仅有云还不够。路过此地
的诗人刘禹锡曾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
亭亭号女郎。晓雾乍开疑卷幔，山花欲谢似残
妆。深秋时节，长江两岸山坡上的黄栌，经严
霜一冻，即成鲜亮的红叶。还有酒红、铁红和
玫瑰红，从神女峰山脚下一直红到山麓，漫山
遍野，与流动的白云、碧绿的江水相互映衬，
美到极致。

上世纪，曾有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等到
满山红叶时》，拍摄地在三峡。电影插曲歌词
写道：“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红
叶彩霞千般好，怎比阿妹在山崖……”现在，
深秋初冬，观赏神女峰的红叶已成重庆主城
白领最文艺的期待。

神女峰，不过是一块十米高的普通石头，
这石头甚至斑驳嶙峋，摇摇欲坠，然而它又不
是普通的石头。在世人眼里，她晨迎朝阳，夕
送晚霞，在云雾中仪态万千，屹立在群山之
巅。她是守卫长江的瑶姬，是恩泽大地的雨
神，是追求爱情的恋人，是望夫归来的母
亲……每个人对神女有不同的想象。

千百年来，这样的想象，乘着李白的轻
舟，走过杜甫的老屋，映着元稹的西窗烛影，
从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的青灯黄卷中，款款
而来。历经千年，而多情不老。

神
女
峰

千
年
石
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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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船从神女峰下通过。

新华社记者周衡义摄

在这片古称昭阳的土
地上，诞生了中国四大名著
之一《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
庵、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等
世界知名文豪和书画家。兴
化人尤其以此两位先贤为
自豪，并且一直在效仿。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兴化涌现出一大批在小说
创作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
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
群体。其中，毕飞宇以短篇
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篇
小说《 玉米》先后两次获得
鲁迅文学奖。2011 年，在第
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入
围的 178 部作品大名单中，
兴化籍作家作品占了 4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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