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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浩

2012年伊始， 《咬文嚼字》 杂志
社发动广大读者 “围观名家博客”。

2月 被 围 观 的 博 主 是 郭 敬 明 。
“围观” 的专家介绍说 ， 从郭敬明的
博客看， 他运用语言文字的态度很随
意， 几乎毫无规范意识， 低级差错触
目可见。 比如把“令你们自豪”误成“另
你们自豪”，把“自我了结了”误成 “自
我了解了”，把“顶着大雨”误成 “定着
大雨”等等；一些常见的易混字词 ，比
如 “戴 ”与 “带 ”、“副 ”与 “幅 ”、“碳 ”与
“炭”、“反映”与“反应”等等，郭敬明基
本不能准确辨析； 甚至错把 “蚍蜉撼
树”的“蚍蜉”当做是“蜉蝣”。 《咬文嚼
字》主编在微博中谈及这一现象时说，
这犹如 “遍地荆棘 ， 叫樵父如何下
手？ ” 围观的专家和读者普遍认为，
郭敬明博客中充斥如此多的语言错
误， 反映了他对我们的语言文字缺乏
敬畏之心。

著名作家王蒙曾赞扬郭敬明 “他
用的语言有一些诗意， 给人一种不一

样的感觉 ”。 的确 ， 郭敬明是当今文
坛的畅销书作家， 青少年读者、 粉丝
和拥趸众多， 可是他们如果看到他的
这些语言文字运用， 错误迭出， 如此
糟糕， 该如何感想？ 他们会不会对郭
敬明的作品质量、 写作精神和文学态
度， 产生更多的质疑？ 郭敬明本人在
他们心目中的作家形象会不会因此受
损？

其实， 一些名作家读错字、 写错
字的现象， 也时有发生。 而且， 这些
都曾经成为文化问题， 引起一些批评
争议。 可见， 一位作家特别是一位在
文坛、 在读者中有一些影响的当红作
家， 书写中经常出现错字连篇、 谬误
不断的现象 ， 却是不能当做小事看
待。 我们知道， 作家写出作品是为了
与读者进行心灵沟通、 情感交流、 产
生精神和思想的共鸣， 而他们所使用
的手段和工具， 就是通过语言文字这
种媒介形式； 并且， 他们还要追求语
言文字的诗意、 灵动和韵味。 如果作
家使用语言文字时， 不能保持最基本
的正确、 无误， 怎么能到达这个写作

目的和文学效果？ 记得作家刘震云在
评价80后作家的文学写作时， 就曾专
门谈到语言文字写作要求对于一个作
家的重要意义：“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做
到的， 就是不要写错别字， 一页纸如
果有3个错别字的话是不可原谅的 。
就好像杨百顺学杀猪 ， 把肠子捅烂
了， 弄得满腔都是烂肠子和大粪， 这
就不对了， 我觉得是不是从学好汉字
开始？”

这不禁又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文
化中的语言文字运用问题。 现在有人
提出 “当下中国存在汉语危机吗 ” ，
“网络时代， 我们怎样书写汉字 ” 的
疑问。 的确， 看看如今我们的汉字 ，
却正在遭受各种图像的进攻， 正在受
到网络 “雷词” 语言的进攻， 正在经
历技术力量的进攻 ， 对汉字缺乏尊
重、 爱惜和保护的态度， 致使汉字被
肆意错改、 错用， 汉字正在解放的狂
欢中耗尽能量走向衰竭……汉字的这
种窘境 、 网络时代的汉字书写的命
运， 的确让人关切和忧虑！

对于我们的汉字 、 汉语运用危

机， 我们的作家该怎么办？
我们知道， 作家的写作是一种通

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精神活动， 作家
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往往被看做是作
家的生命和精神的外化形式， 无论是
表达自己的心智、 情感、 精神和创造
力， 还是向读者展示自我的心灵和生
命世界， 或者表现他对这个世界的理
解和认识， 语言文字是作家最基本的
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渠道和工具。 这正
像著名诗人余光中所说的， 中文乃一
切中国人心灵之所托 ， 只要中文长
在， 必然汉魂不朽。

汉语才是我们的根， 我们文学创
作的根！ 所以说， 汉语作为我们的母
语， 是我们的作家的文学生命和精神
生命的依托和根本， 没有汉语的这一
切价值，作家将失去一切。 所以，对作
家来说，他们的文化职责，不仅是我们
的母语的使用者， 更应该是我们的母
语的守护者、 保护者。 对待我们的母
语，不仅需要一种严谨的态度，更需要
具有一种敬畏之心。 这是任何作家不
能缺失的写作自觉和文化自觉。

曹隽平

尽管他大学毕业已经30年 ，
尽管他在省城也工作了26年， 尽
管他已是一个在书法界、 楹联界
颇有影响的人物 ， 但他总是说 ，
他是 “城市里的文化农民工 ” 。
读书的同时 ， 他兼做耕地 、 牧
牛、 编竹篮子、 理发等活儿。 他
是谁？ 他就是我省书法家兼楹联
家的孙太平。

让世人首先记住孙太平的 ，
是因为他的字写得好。 当年一封
请求调动的毛笔自荐信， 便得到
时任湖南教育学院院长陈钧教授
的赏识， 得以从新邵县一中调到
该学院 。 孙太平于书法用功甚
勤， 也富有才情。 走碑帖结合之
路的他， 勤于思辨， 善于从不同
碑帖吸取长处为己所用 。 他临
《石门铭》、 《郑文公碑》 等， 不
刻意追求魏碑的细枝末叶、 棱角
分明， 而是 “透过刀锋看笔锋”，
以写意的方式吸收其线条的厚实
和结体的开张； 他学隶书， 摈弃
时人战战兢兢故意抖动的行笔方
式， 取法 《泰山金刚经》 和 《西
狭颂 》， 得宽博与严整 。 其行书
以魏碑强骨， 以隶书铸魂， 豪放
朴拙而不失精微。

2002年任 《对联学刊 》 编委
会主任 ， 2003年任湖南省楹联
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 孙太
平又一脚迈进楹联的领域 。 于
楹联 ， 孙太平真有点玩命的味

道 。 一 个 人 的 编 辑 部 ， 他 把
《对联学刊 》 办成了月刊 。 2004
年10月15日， 他致信省长 ， 提出
《关于加强我省风景名胜区公园
楹联文化建设的建议 》， 省长隔
日即作出批示 ， 成为当年湖南
文化界一件富有深远影响的事 。
他提出建立 “中国传统文化楹
联教育基地 ”、 把楹联教育推向
大中小学课堂的倡议 ， 和同道
一起在全国建立近 40个楹联教
育基地。

孙太平觉得， 文化的使命是
为民众服务的， 而农村最需要文
化服务。 于是， 他把目光投向农
村， 投向农村的文化人。

一方面是为农村的文化人服
务。 他策划召开的系列 “中国当
代楹联家楹联艺术研讨会”， 首选
的3个楹联家中就有两个是农民：
一个是益阳的李曲江， 一个是邵
阳的赵健之。

另一方面是为农村服务， 为
“农村书屋” 建设服务。 他应湖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而写的 《新
农村实用对联通》 已经出版， 全
书由对联欣赏， 对联常识， 对联
写作 ， 对联书写 、 钤印与张贴 ，
新农村实用对联集萃共5章组成，
计28万余字 。 关于此书 ， 他说 ：
“这本书与其说是为农民兄弟写
的， 不如说是为自己这个曾经的
农民写的。 做自己的事一定要用
心加用心， 也就是说， 这本书我
是用心来写的。”

本报记者 陈薇

去年的电影情人节档 ，一
部《将爱情进行到底》以单周过
亿元的成绩夺得票房冠军，仅2
月14日一天，《将爱》 就取得了
3000万的好成绩。 如此“佳绩”
让今年的情人节成为了众多片
商蜂拥争抢的“香饽饽”。

此前有资料显示， 今年将
有14部新片争抢在2月6日至14
日的情人节档期上映，仅2月14
日“情人节”当天，就有5部新片
同时上映， 竞争激烈程度可以
预见。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担忧：
10多部影片在一周左右的时间
扎堆上映，面临“粥多僧少”的
困境。 很多没有特色的小片将
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无情淘汰。

记者2月7日从长沙中影今
典放电影院国际影城、 长沙横
店潇湘王府井影城等多家影院
获悉， 原计划在情人节档上映
的近半数影片已悄然退出，今
年的情人节将剩下 《高海拔之
恋Ⅱ》、《我愿意》、《爱》、《豪门
生死恋》4部电影角逐 “情人节

档”。
《高海拔之恋Ⅱ》由香港导

演杜琪峰执导，古天乐、郑秀文
主演， 讲述的是一对失意男女
在风景如画的香格里拉邂逅并
上演了一段唯美、 浪漫的爱情
故事。 《我愿意》 由大陆导演
孙周执导， 李冰冰、 孙红雷和
段奕宏主演， 上演了 “钻石王
老五” 和 “隐形富翁” 抢夺都
市 “ 大 龄 剩 女 ” 的 故 事 。
《爱》 由台湾导演钮承泽执导，
赵薇、 舒淇、 阮经天、 赵又廷
等出演， 影片涉及的都是爱情
中背叛、 分手 、 邂逅等元素 ，
涵盖了爱情的多种可能。 《豪
门生死恋》 则是由法国电影人
打造的一部好莱坞式爱情动作
片， 讲述了富二代与贫穷女相
恋的坎坷爱情经历。

需要换口味的观众也可以
欣赏到 《地心历险记2： 神秘
岛》、《快乐的大脚2》、《战马》等
即将上映的重量级外来大片 。
电影市场群雄逐鹿， 胜败皆由
观众决定，而观众的标准就是，
好看才是王道。

本报2月7日讯 （通讯员 隋笑
飞） 自2009年1月出版发行以来 ，
党史著作 《苦难辉煌》 一书受到
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目前， 该
书已连续印刷30次， 累计印数突
破百万册， 成为一部 “叫好又叫
座” 的书籍。

50多万字的 《苦难辉煌 》 由
华艺出版社出版， 国防大学金一
南教授历时15年创作完成。 该书
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主线， 以独
特的视角、 鲜明的语言、 饱满的
激情和透辟的分析， 展现了一幅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革命
历经磨难挫折走向辉煌胜利的历
史全景画。

许多专家学者对 《苦难辉煌》
一书给予了较高评价。 中央文献
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认为该书有4个
突出特点： 用晓畅传神的情节和
话语吸引人、 用炽热真挚的情感
感染人、 用深刻精辟的分析启发
人以及研究和创作方法上的创新。

读者普遍反映， 《苦难辉煌》
具有大视野、 新思路， 生动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程 ，
深刻揭示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读完让人升腾起英雄主义的激情。
青年读者李玮晨说： “这本书我
拿起来就放不下， 读起来津津有
味， 也让我了解了很多我不知道
的史实。”

本报2月7日讯（记者 陈薇）近
日，曾宪年所著的《〈尚书〉：行政之
魅力》 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

该书抓住我国古代国家管理
中政治、经济、法制3条主线，从行
政学的角度对《尚书》所蕴含的中
华民族有价值的行政思想和行政
文化进行梳理和诠释， 全面揭示
《尚书》 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和社会
历史意义，为促进我国优秀传统行
政文化“古为今用”作出了积极、有
益的探索。

《尚书》是我国一本最古老的、
反映夏商周时期政事的历史文献

典籍，夏商周时期隶属于我国远古
时期， 因其年代的久远，《尚书》文
字生僻 ，语音变异 ，素有 “周皓殷
盘，佶屈聱牙”的特点。 自古至今，
我国对《尚书》的研究一直停留于
校勘、训诂、义疏、注疏、辨伪等方
面，对于《尚书》所蕴含的思想内容
和社会历史意义的研究是一块曾
未开垦的处女地。

《〈尚书〉：行政之魅力》系曾宪
年承担的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课题，2010年获得湖南省第15届
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立项，2011年获得学校出版基金资
助。

作家，应该成为母语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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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坛 文化人物

文化的使命
是为民众服务

———记《新农村实用对联通》作者孙太平

文化大观园

《苦难辉煌》发行突破百万册

《〈尚书〉：行政之魅力》出版

刘赛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 美丽。
刘尚文 杨宗源 摄

本报记者 沙兆华 李国斌

央视星光大道被誉为百姓的舞台 。
这是一个充满梦想的舞台。

2012年2月5日晚， 一位年仅25岁的
张家界土家族盲人姑娘， 登上这个舞台
2011年度总决赛的最高领奖台， 她的名
字叫刘赛。 在3个多月的星光之路上， 这
个女孩完美地演绎并呈现了自己追逐梦
想， 不屈服命运的精彩人生。

2月7日， 夺冠后回到家乡湖南， 刘
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平静， 结束
了3个多月超负荷的压力后， 只想好好休
息 。” 刘赛美丽的笑容依旧 。 从这笑容
里， 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阳光、 灿烂的
女孩， 一个自信而充满追求的女孩。

虽然没有了清澈闪亮的双眼， 但刘
赛知道如何走自己的路。 2009年， 在中
国残疾人艺术团呆了一年半之后， 刘赛
选择了与健全人同台竞技的 《星光大
道》。 她说： “那时， 我并没有抱着夺冠
的目标， 只是像赶考一样， 想检验自己
的演唱水平。”

2011年9月， 刘赛从星光大道周赛脱
颖而出， 以她镇定的台风、 迷人的微笑、
圆润清亮的嗓音获得了好评。 特别是在
周赛中一段名为 《鼓舞》 的舞蹈， 对于
一个盲人来说 ， 在直径2.5米鼓面上跳 ，
不容易。 然而， 刘赛最终出色完成了这

个舞蹈， 赢得了满场掌声。
刘赛没有经过专业的舞蹈训练 ， 也

没有舞蹈功底， 但是在星光大道3次舞蹈
表现中， 却展现了优美的意境和舞蹈内
涵， 浸透了她辛劳的付出 。 舞蹈 《藤缠
树》 讲述了藤对树的依恋， 表现了爱情
的美好， 短短5分钟的舞蹈， 刘赛却十几
天不停进行训练 ， 有时练到晚上11时 。
舞蹈老师给她指导， 刘赛用心去体会舞
蹈的意境。 虽然， 她失去了明亮的双眼，
但她窈窕的身姿和精彩的表现令观众惊
讶。

在年度总决赛中 ， 虽然直播呈现的
是4个小时的节目， 而在比赛录制现场 ，
却长达8个多小时。 刘赛说： “超长时间
的比赛， 我很疲惫。 但是 ， 我告诉自己
闯到哪一关， 就是哪一关， 尽力去完成
就行。”

在星光大道上 ， 她如同春天里的百
灵鸟， 自由地歌唱； 她如亭亭玉立的夏
荷， 静静地绽放。 刘赛以自己的实力赢
得了在场评委的青睐和褒奖。 在年度分
赛后， 刘赛特别意外地收到了著名歌唱
家蒋大为的电话。 蒋大为对刘赛给予了
很高评价， 勉励她不放弃， 继续发展自
己歌唱的潜力。 刘赛高兴极了 ， 并用试
探的口吻拜蒋大为为师， 没料想被蒋大
为高兴地应承下来。 刘赛第二天就开始
登门学艺。

刘赛的星光之路 ， 离不开父母和曾
经授艺的恩师们。 她说： “在我的记忆
中， 父亲就是一只宽大而有力的手。”

在桑植县澧源镇第一小学上小学三
年级时， 父母就让年仅8岁的小刘赛独自
上学。 每当刘赛在上学路上摸索独行时，
她不知道， 父母都默默跟着她 。 正是在
父母从未远离的视线中， 刘赛学会了坚
强， 一步步迈出了自己的人生路 。 15岁
时， 刘赛考取了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 只
身来到长沙， 师承音乐系德高望重的教
授黄新平。 那时， 刘赛学习很刻苦 ， 除
了课堂外， 她几乎泡在琴房里 。 在黄教
授的悉心传授下， 刘赛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

2007年 ， 毕业后的刘赛被中国残疾
人艺术团录取， 曾经过各项重大文艺演
出的历练。

湘妹子的星光之路
———记央视星光大道2011年度总决赛冠军刘赛

近日， 永顺县举行第四届庆新春溜子汇打比赛， 来自全县的28
支溜子队伍各展风采。 土家族打溜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 被誉为土家族的交响乐。 向水生 摄

电影“爱情档”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