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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东流去》对李凖以往作品的超越
□段永建

李凖是一位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当代著名作
家和电影剧作家，1953年他因发表短篇小说《不
能走那条路》而声名鹊起，之后又相继发表小说

《冰消雪融》《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耕耘
记》和电影剧本《老兵新传》《龙马精神》《李双
双》《大河奔流》等作品，在全国读者和当代影坛
之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84 年李凖创作完成的

《黄河东流去》，不仅实现了他思想和艺术上的追
求，而且使其达到了自己创作的巅峰，同时也使
他登上了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

纵观李凖的以往作品，大都“紧合着时代的
节拍，给文坛带来一阵兴奋和激动”，而且“相当
生动地完整地和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广大农村中
几年来所经历的无比激烈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
造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基本进程”，正因为如
此，评论家孙荪认为李凖是“继赵树理之后，以
短篇小说形式描绘农村生活、刻画农民心理的一
位能手”。

李凖对自己以往创作的总体感悟，诚如他在
谈到他创作《不能走那条路》所体会的那样:“现
在回想起来当时（1953年）能够在生活中提出那
个问题（两条道路的问题），倒不是先从人物性格
和肖像考虑起，主要的是在生活中看到一些问
题。我记得在写那篇作品以前，学习毛主席的著
作，学习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和斯大林关于
农民道路的一些论著，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一
直到现在，我在党教导下，尽量多学些毛主席的
著作。这不单是能够帮助认识生活、提高思想，而
且也能够把自己的革命感情培养得饱满高尚一
些，不使自己变成一个庸俗自安的人。”由之可
见，学习、领悟与汲取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无
产阶级领袖的经典著作精神，并以文学与当时政
治形势的接榫来实现文学对社会重要问题的形
象展示与思考，既是李凖以往小说创作的一个显
著特色，又是他以往小说叙事的一个主要切入
点，而李凖当时的创作也佐证了他的这一艺术特
征。除了在《不能走那条路》中针对互助组中出现
的贫富差距现象，提出以宋老定为代表的占有一

定生产资料的农民在公私两条道路上，应坚持走
互助合作的集体道路之外,他还在《李双双小传》
中通过刻画李双双这一形象而为“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的集体生活点赞；而他的《雨》《农忙五月
天》《陈桥渡口》等作品，基本上也是为解决合作
化过程中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
而写作，并且在体裁、内容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相似性；更为甚者，1976年李凖在创作《大河奔
流》时本想“拿出一部同当时独霸文坛的帮派文

艺不一样的变味的作品来”，但最终《大河奔流》
还是演变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过程的
生硬形象展示。

与以往这些创作不同，《黄河东流去》是作家
多次深入黄泛区蹲点采风，历时6年（1978—1984）
写成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以国民党军队为阻滞日
军南下，炸开河南境内黄河花园口大坝造成一千
多万黄泛区难民流离失所为主要情节，以赤阳岗
村的李麦、王跑、蓝五等 7 个家庭的主要成员流
亡逃荒为叙事线索，形象地描绘了赤阳岗村难民
在洪灾中背井离乡，历时8年从失去家园到重建
家园的血泪史、抗争史和奋斗史，以及洪灾中其
他不同阶级和阶层人物命运的变迁史。

《黄河东流去》不仅写出了国民党军队“以水
代兵”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坝阻滞日军南下的荒谬
性，而且还写出了中华民族在史无前例的人为灾
难面前为生存、延续、发展下去所具有的自强不
息、自我牺牲、谦恭礼让、坚贞忠诚等文化品格与
精神动力。而这种文化品格和精神动力，不是通
过生硬的道德说教和简易的政策图解展现出来

的，而是通过《黄河东流去》中睿智的徐秋斋、让
人忍俊不禁的四圈、智勇双全的李麦、情深意重
的梁晴，还有忠贞不渝的雪梅、因循守旧的春义、
固土守旧的长松、怯懦胆小的彦生、泼辣大胆的
爱爱等人物形象本身的言行举止自然流淌出来
的，是让读者发至内心地感受得到的。诚如李凖
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所写的那样“在这
本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那就
是‘生活里是什么样就怎么样’。‘十年一觉扬州

梦’，我绝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但我塑造
这些人物并不是自然主义的苍白照相，她‘美于
生活’、‘真于生活’”。可见，《黄河东流去》是作家
总结以往创作利弊得失之后，融自己生活积淀、
情感酝酿和文学思考于一体的集大成之作。

《黄河东流去》对李凖以往作品的超越，不仅
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性和真实性上，同时
还表现在该作品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和文化意蕴
的深厚性上。李凖认为：“小说是在乡村和城市的
对比中显出民族的生活风貌和精神风貌，我实际
上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镇和乡村都写
了，我力图展现出半个中国的生活相。我相信，能
够写好就等于中国特定时期的百科全书。这书约
略算来，共有 98 个人物，其中 30 多个有头有脸
的，7 个家庭 30 多口子，我是希图把他们真实地
写出来。”于是，在《黄河东流去》中，作家就在各
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民族战争、思
想观念等的对立冲突中，完成了对一系列性格鲜
明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冒着生命危险为赤阳岗
全体村民传递鬼子渡过黄河消息的海天亮;当众

揭穿海骡子和陆胡理的阴谋，唤醒乡亲们不给日
本人当苦力的李麦;智斗地方军阀褚元海，集智
慧、狡黠、无私于一身的徐秋斋；主动卖身换回钱
和粮食让亲人生存下来的嫦娥；不顾无赖官员孙
楚庭的威胁、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雪梅，等等，这些
人物形象或无私、或勇敢、或智慧、或大义……他
们种种感人行径背后体现出来的战胜灾难与死
亡、贫困和邪恶、离间和猜忌的精神和勇气，成为
支持所有难民生存下去的精神寄托和动力之源。

透过《黄河东流去》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和
他们在洪灾面前生活与命运的变迁，作家不仅考
量了中华民族抵御灾难的意志力、生命力和凝聚
力，而且还借助民族资本家在西安、宝鸡等地通
过战争和灾荒大发国难财，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在
中国东北榨取劳动力，以嫦娥为代表的中国农民
由破产而沦为工人的悲惨境遇等情节，对中国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予以全景式观
照和扫描，使小说在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
还具有了社会学价值。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小说中智取驴价、大闹盐行、水上婚礼、劝婚退嫁
等情节和海长松、海春义、海老清等人物在作品
中表现出来的浓厚乡土情结和怀旧意识，不仅表
现出他们农民式的智慧与幽默，还体现出中原文
化因循守旧、封闭保守、固执落后和封建宗法思
想的局限性，而李麦、陈柱子、凤英等人物因时而
异和因势而变的人生轨迹，则体现出中原文化善
于变通的现代意识。很显然，只要把上述人物所具
有的文化意蕴与李凖其他作品人物性格进行简单
对比，就会发现《黄河东流去》无论是在人物性格

的多义性、独特性、真实性还是深刻性等方面都有
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作品对灾民在洪灾迁徙
途中不同地域方言习语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不仅
为人物形象的生成提供了真实的社会生态语境，
而且还为《黄河东流去》的内容增加了丰赡性。

正是由于《黄河东流去》中诸多“这一个”人
物形象的多元立体性格特征和深厚文化意蕴，取
代了李凖以往小说中那些较为概念化和平面化
的人物形象，从而使《黄河东流去》典型人物的丰
满度、情感的真实度、审美的丰盈度都有了较大
的提升，这不仅突破了李凖过去文学创作中不同
程度存在着的政治窠臼和局限，而且“洗尽了李
凖前期文学创作为配合政治而涂抹的铅华，这种
迥异于政治视角的大文化视角使文学的反映从
广度和深度都更接近历史和生活本身”。而这才
真正是《黄河东流去》超越其他作品，能够打动、
感染与激励读者的重要原因之所在。而《黄河东
流去》之于李凖小说的价值与地位，也诚如李凖
自己所讲：“这部书，是借助别人的琵琶曲子，运
用低调（与从前的流行高调比起来是低调），真挚
地唱出我们民族的信心，送给人们一个信息，告
诉人们：我们的民族不仅有土地，有物产，不仅人
口众多，而且有最宝贵的东西：高尚的民族精神。
任何性质和任何强度的劫难都不能使它一蹶不
振，它永远可以凭借自己内在的活力战胜一切困
难而生存下去，繁衍下去，强盛下去。”

李凖创作《黄河东流去》是要把我们这个民
族在伦理、道德、品质、思想、情感以至整个精神
领域中的特点揭示出来，从而测量一下我们这个
古老的民族蕴藏着多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进而
找到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精神
支柱。”（孙荪语）小说不仅以生动的人物形象、鲜
明的人物性格、丰富的文化意蕴实现了他小说创
作模式与风格的转变，而且更以其深邃思想和高
超艺术价值，实现了《黄河东流去》“在时代的天
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
续的生命力”的创作主旨，并最终完成了作家对
自我和文学创作的双重突破与超越。

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旅
□逯 艳

《黄河东流去》作为李凖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饱含了作
者巨大的心血。作品分为上下两集，其中上集完成于1978年，
下集完成于1984年，最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李凖凭
借《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作品以1938
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中原，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
园口大堤，淹没河南、江苏、安徽三省44县，一千多万人遭灾的
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泛区人民从1938年到1948年经历
的深重灾难及期间展开的悲壮斗争。

然而，距离作品获奖30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部弥漫着
浓郁农村气息和农民情结的作品时，我认为李凖寄予在《黄河
东流去》中的深广农民情怀已经不再是评判这部作品的惟一
价值尺度和参照标准。正如李凖在《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中解释这部作品为何会历时5年时所言：“当我开掘到中国农
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
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
有铀。”由此，从这一层面上讲，李凖之所以“把创作的进程放
慢”，其潜在因素是他已经意识到农民这个群体合力呈现出的
品质不再只是“农民”的专属，即这种集体品质背后所蕴藏的意
义指向已超越了“农民”这一单一场域。同时，李凖说，他写《黄
河东流去》的时候“仍在思考”，他思考的到底又是什么？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核
的探寻与吁求

在《黄河东流去》的后记部分，李凖指出：“在这部长篇小
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
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
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
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与李凖一贯的农村题材小
说不同，他将“难民”作为《黄河东流去》的主题，从国民党“以
水代兵”事件写起，展现李麦、海老清、海长松、王跑、海春义、
陈柱子、蓝五等七户农民被黄河淹没家园后，背离故土“在死
亡线上挣扎下的伦理和生活”。因为李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
列的农民形象，所以学界往往据此把研究重心放置在《黄河东
流去》中“农民”或“农村”的论域内。然而，事实上，李凖在《黄
河东流去》的尾声部分却给出这样的暗示：“在这些故事中，作
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
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既然作
者意在“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那么，这里的“信心”又是
什么呢？

（一）仁爱侠义
仁爱，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中国传统文化

体系不可或缺的精神根基。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四
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
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儒家的仁德思想成为中
华民族文化的筋骨脊梁。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凖有意寻找仁
爱思想的踪迹。然而，出于“难民”主题宏大叙事的需要，作品
对仁爱思想的召唤集中在特定的角色身上。

徐秋斋，作为《黄河东流去》中最年长的老者，不仅性格豁
达而且具有很浓的“恕道”思想，同时也是李凖寄予传统文化
质素最多的角色。作为年纪最长的农民，徐秋斋身上留存了中
华民族最底层最悠久的秉性特质——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
之心”的主张，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己及人”，“人有不及，可
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苟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当听
说王跑的驴子被汉奸队抢走后，他先是“气得两眼发红，手脚
发凉”，随后给王跑出了一个好主意——让王跑把蛐蛐放到褚
元海枣红大马的耳朵里，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救治“走马猴”
的戏，最后把从护兵手里赚回的35块钱给王跑，并安慰他说：

“给吧，你的驴钱！”
如果说徐秋斋热心帮助王跑是念在赤杨岗同乡的情分

上，那他帮助素昧平生的梁晴却真真是侠义之举。梁晴随着其
他背盐妇女入住“福兴盐行”，发现盐被偷后，哭着跑到徐秋斋
卦摊前算能否把盐找回来时，徐秋斋不但没有收她的钱，反而

带着她义正辞严地找盐行掌柜理论，掌柜最终因他的声色俱
厉不得不赔偿被偷妇女的盐钱。如果说，徐秋斋为王跑讨回驴
钱时以妙计取胜，那么他帮陌生的背盐妇女们讨回盐钱时的
个人英雄主义便带有英武硬朗的侠士风范。

（二）牺牲精神
假若说李凖在徐秋斋这位老者身上寄托的是传统文化中

的仁爱侠义，那么他赋予嫦娥、爱爱、秀兰和玉兰等年轻女子
的便是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

嫦娥是作品中最先高扬牺牲旗帜的女性。她在葫芦湾和
母亲李麦、哥哥天亮走散之后，随徐秋斋和梁晴挤火车到了西
安。这个本该作为被保护对象的13岁姑娘，不仅要照顾毫无血
缘关系的徐秋斋，而且还要每天出去捡拾菜叶替梁晴分担生
活压力。当她得知徐秋斋因心疼自己被看煤人绑在火车上抽
打而拖着病体外出要饭时，便主动向梁晴要求卖身到人市，当
这个提议被梁晴拒绝后，嫦娥又毅然决定谎报年纪去宝鸡的
工业合作社上班。为了安慰梁晴，她在坐上火车后说：“晴姐，
这里边跟个小房子一样！还有长板凳能坐。”在叙述这一情节
时，李凖采用了“零度情感介入”的叙述策略，其艺术效果便是
愈加激发读者对嫦娥的深度同情和怜悯，而由此反衬出嫦娥
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

与嫦娥相比，玉兰是作品中命运最悲惨的姑娘。作为长松
家众多子女中的一个，玉兰深知自己和姐姐秀兰在家庭中的
位置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是最下层
的”。在饥饿肆虐的日子里，“少女们的饥饿是更为可怜的”。所
以，当玉兰看到姐姐秀兰为给家人换得80斤口粮而自愿被卖
给人贩子后，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而独自悄然离开家找人
贩子，将自己卖给洛宁县石涧村的老地主张汉臣做妾，最终在
张汉臣老婆的折磨下小产身亡。

具有牺牲精神的还有爱爱、梁晴、宋敏等，因为李凖着力
表现“难民”主题，所以这种牺牲精神不再是宏大壮烈地为革
命抛头颅洒热血，而是黄泛区的普通民众为了家人乡邻而舍
身忘我的平凡事。这也正是李凖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
部分透露的本意——“在这部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

‘英雄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人。”而恰恰因为是“真实的人”，
他们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和牺牲品格便显得格外“真实”。

（三）自强不息
“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背负着两肩石磨

生活，他们可以不用任何麻醉药品‘刮骨疗毒’。”为了表现中
国人这种惊人的忍耐力，李凖将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浇灌到李麦和凤英这两个角色身上。

李麦，作为《黄河东流去》的核心人物，“是个生活能力极
强的人”。她秉承了中国农村妇女身上的“坚忍”品质。从她四
岁丧母跟随失明老父流浪要饭时起，就注定要面对坎坷命运
的考验。然而，她又不同于长松的媳妇杨杏和海老清的媳妇老
清婶，她遇事从不悲观消极，甚至坐以待毙，是一个“不信神的
女人”。当她爹李甲子死在地主海福元的磨坊里时，她用“哭”
的方式逼海福元掏钱买薄木棺材装殓李甲子；当她被海福元
赶出磨坊后，勇敢地向邻居海青牛诉苦并获得生活的依靠；在
海青牛出狱冤死后，她带着儿子天亮和女儿嫦娥艰辛过活；当
黄河水冲垮了自己家园后，她及时引领乡亲去沙岗避难；当落
难寻母口时，她积极配合宋敏等新四军抓汉奸、抢军粮；当因抢
粮工作和儿女走散后，她毅然决定和宋敏相依为命；当找到散
落在西安等地的乡亲后，她劝说并带领大家返回故乡重建家
园……即便李凖因为“提炼‘酒精’”的缘故，致使李麦这个角色
没法像《李双双小传》中妇女典范李双双一样生动，但是作为作
品中最接地气的农村妇女，她身上承载着李凖苦心探寻的传统
文化自强不息的坚韧精神。

如果说李麦是年长妇女的榜样，那么凤英便是年轻妇女
的标杆。凤英在黄河淹没赤杨岗后，随父亲划船到赤杨岗乡民
避难的沙岗，在浩劫中与春义简单完婚。随后跟春义挤火车到
西安偶遇乡亲陈柱子并说服春义留在陈柱子的牛肉面馆打工，
最终决定自立门户经营饺子店。在与春义的逃难中，凤英逐渐

褪换掉传统妇女腼腆、内向、保守的精神外衣，在苦难的历练中
展现乐观进取、敢想敢拼的新面貌，努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争
取生存的主动权。李凖之所以着力塑造凤英这个新女性角色，
其深层用意是想借助凤英这种农村年轻女性说明，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优良品质不仅不会后继无人，反而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对国民性的冷静审视和理性反思

李凖自叙道：“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
农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在《黄
河东流去》出版之前，从1953年11月20日在《河南日报》发表
的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起，到1960年代的《李双双小
传》，李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热衷于表现农村问题和农民问
题。然而，“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
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
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
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黄河
东流去》中，李凖不仅开掘“难民”主题下农民群体身上沉积的
民族文化优良品质，同时更注重用鲁迅式的批判眼光来审视
他们因袭的负担。根据李凖审视农民因袭负担的角度不同，他
在《黄河东流去》中集中展现了三种国民劣根：

第一类，以海老清为代表的逆来顺受。“坚忍主义”是中国
人民千百年来面对苦难和灾难时形成的生存哲学，然而一旦

“忍”超出正常限度，其后果就是无条件屈从。海老清这个最地
道的老农民，从一出场到最后饿死，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忍让顺
从态度：当地主海螺子强迫他拉差车时，他“一口气没叹出来，
一滴泪没掉出来，像泥胎一样呆呆地蹲在地上”；当自己心爱的
牛因拉差车累死后，他只能“瞪着红血丝的眼睛，浑身颤抖着”
对国民党的崔副官说：“我心里不服你！我永远不服你！”当狠
心花掉给女儿雁雁买布衫的钱换回三升荞麦种子后，没日没
夜用血汗浇灌荞麦直到收获时，却被东家周青臣的“童子军”
抢走了七袋粮，对此他只能“重重地叹了口气”，劝雁雁说：“想
开点儿，人家是东家，地是人家
的”；当他忍痛用最后一点钱买了
两斗谷子和雁雁碾米时，周青臣又
派人抢了10斤谷子，他“看着他们
的背影，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说不
出一句话，狠狠地用拳头捶着自己
的胸膛”……这个和土地打了一辈
子交道的庄稼汉最终伴着一句“我
想吃点什么”气绝身亡。

第二类，以海长松为代表的封
建狭隘。长松，作为海老清的翻版，
不仅是一个顺从命运的农民，更是
一个因袭守旧的农民。在作品中，
他作为赤杨岗惟一一个子女众多
的农民，最大的负担来自家人的吃
饭问题。当黄河以排山倒海之势冲
进赤杨岗时，他因懊悔自己刚倾尽
家产买到的斜坡地被水湮没了，便
绝望地等着黄河来淹死自己和全
家；当听说隔壁老清婶的大女儿爱
爱因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戏班说书
时，他和很多农民一样认为“说书
唱戏这些行业，是‘下九流’的行
当，不是正经人家干的事情”；当他
大病垂死之际，他媳妇杨杏拿着爱
爱给的镯子去当铺换钱请医生救
治他，而他在病好后不但没有感激
爱爱曾援手相助的好心，反而因爱
爱被当官的包养而大为鄙夷地说：

“享这样的福，我还嫌……”
第三类，以任彦生为代表的卑

微怯懦。李凖在《黄河东流去》的后
记中说：“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
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作品描写
了许多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中
惟爱爱和彦生的爱情最苦情。和爱
情中有情有义的梁晴、凤英、雪梅
一样，爱爱对彦生的爱是纯粹而热
烈的，但当彦生得知爱爱的心意后

却因自己只是中华照相馆的小徒弟说：“我不敢想，我也不配
去想，我情愿给你跑跑腿，办点事”；当在爱爱家巧遇关相云并
被问及自己的身份时，彦生“只是点着头，垂头站在一边”，他

“感到惭愧和内疚”，想要的只是“剥掉关相云的一身衣服，穿
在自己身上，而且还能系上一条牛皮做的武装带”。当爱爱明
确表示要做他的妻子时，他“忽然变得坚强起来”，而当爱爱怀
有身孕去找他时，他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自己远走高飞”了。

总之，不论是海老清，还是海长松抑或任彦生，他们看似
只是作品中的单一人物，但是他们都具有“类型化”的同质性。
由此，通过这些个体便能映射出相同类型的群体的共性特点，
即国民性的负面品质。然而“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
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综上所述，尽管李凖的《黄河东流去》还存在诸如人物类
型雷同化、中间人物描写力度弱、作者主观情绪介入过多等瑕
疵，但是从民族文化寻根的角度看，这部作品又具有不可替代
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深度解读，
不难理解李凖花费5年时间写《黄河东流去》的潜在原因，而这
一原因也是他“仍在思考”的初衷——农民作为中华民族最古
老的群体形式，他们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质
素，同时也因袭了国民劣根的负面品质，而作者真正想去探寻
和挖掘的，是蛰居在“农民”这一群体精神底层的中华民族的
原生力和创造力。从这一层面上说，李凖试图借助《黄河东流
去》重返历史，有意识找寻中华民族的“根”，探索中华民族的
精神内核，以激活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并为现代人类
提供精神的栖息之地。

最后，还是回到李凖自己的话上：“一个具有深厚道德精
神的民族，不会在历史上消失，强烈的同情心、团聚力，和传统
的道德力量铸成了这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坚强精神支柱。”而

“这本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但她不是为了逝去的岁月唱
挽歌，他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
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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