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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明，土家族，著名作家、学者、
批评家，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职于中国
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主要作品有《我
的湘西 》、《一个人的湘西辞典 》、《娘 》
等散文集。 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
教材。

2012年， 一位湘西籍作家红遍了
大江南北，一位苦难深重的 “娘 ”赢得
了众多读者的眼泪与尊敬。 这就是彭
学明与他的《娘》。

这是一曲母爱的悲歌与颂歌 ，这
是一次儿子的剖心忏悔与找娘之旅 ，
这也是一场全民关于母爱亲情的大反
思大追寻。

5月13日 ，正逢母亲节 ，由省委宣
传部主办的彭学明长篇散文《娘》作品
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记者得以与从北
京远道赶来的彭学明面对面， 近距离
地谈《娘》及《娘》背后的故事。

感动文坛的娘
感动中国的娘

“在这里只有一位母亲平凡而又
顽强的爱，在她面前，所有的伟大与永
恒都黯然失色。 这位从历史和现实中
悄然走来的‘娘 ’，是所有中国母亲的
代表。 不但会感动文坛， 也会感动中
国。 ”这是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今年初出
版的《娘》中，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陈忠实写的推荐语。

与陈忠实一道写推荐语的， 还有
贾平凹、阿来、张炜、刘震云4人 ，均为
茅盾文学奖得主。 5大茅盾文学奖得主
共同为《娘》写下情真意切的推荐语 ，
足见《娘》的分量与影响。

其实， 被感动的又岂止是这几位
大作家。 自去年《黄河文学》首次登载
《娘》后，《美文》、《散文选刊》、《新华文
摘》等纷纷转载，社会反响一直极为强
烈。

从军营到学校，从老人到孩子，从
公务员到农民工，许许多多不同职业、
不同岗位 、 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被
《娘》所打动，都感到有话要说。

很多读者在彭学明的博客上留
言。 有网友说：“罗中立的《父亲》，如果
是‘油画父亲’的里程碑，那么，彭学明
的《娘》，就是‘文字娘’的里程碑！ ”“这
是有娘的人不得不读的《娘》。 ”

彭学明说， 世界上有很多有钱有
势的母亲， 我只要我娘这样的贫穷卑
微就够了，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高尚的
母亲， 我只要我娘这样的弱小平凡就

够了。
确实，这是一个贫穷卑微、弱小平

凡的娘， 这也是一个集苦难之大成的
娘 ：4次婚姻 ，5个儿女 ， 受尽屈辱 、磨
难。 为了孩子能活下去，她改过嫁，缮

过粮 （指拾获秋收时田地里掉落的粮
食）；为了孩子不受人欺负 ，她被人打
晕过，也自杀过；为了多挣点工分 ，她
曾被当作流窜犯关起来， 更曾因劳累
受冻过度瘫痪了两年……

但她同时又是善良 、宽容 、真诚 、
坚韧的。 她不仅用青春与生命为孩子
谋取生存权、尊严权与发展权，也用大
爱真情原谅了那些当初欺负她们孤儿
寡母的人。 她是湘西广袤原野里的一

根野草，历经雨雪风霜，却不改生命本
色。

这样的一个娘 ， “超越了彭学明
‘娘’本人的个体生命 ，显示了人类的
共同价值。 ”

我把娘弄丢了，
我得把娘找回来

“我把娘弄丢了， 我得把娘找回
来。我把心弄坏了，我得把心补完整。 ”
这是彭学明的心声与创作动机。

在书中，与 “娘 ”无怨无悔的付出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并不理解、体
恤娘，而是一味地嫌厌、伤害娘。

“我”叛逆，与娘对立，不时用冷漠
的话语伤害娘。 尽管在外人眼里，“我”
从小是个“三好标兵 ”，长大后还当上
了作家，全国人大代表。 但童年的经历
所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让 “我 ”在娘
面前，始终是一个“问题少年 ”、“问题
青年”。 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这是
生命的真实。

如果说“娘 ”的经历让我们心酸 、
感动，那么“我”犀利的忏悔则让人震
撼、反思。

在娘去世11年后， 彭学明以笔代
刀，剖心而谈，字里行间充满着彻骨的
悔痛与思念。 对娘的忏悔，对生活的忏
悔，对自己的忏悔。 这也是《娘》能引起
广泛共鸣的另一个原因。 正如阿来所
评价的：“一种久违的悲伤与敬畏———
人性中最无私的那一部分和人性中最
隐秘的那一部分， 都在作品中裸露出
来，悲怆难忘。 ”

在文中， 彭学明将娘喻为那只传
说中拼其一生， 寻找美好的天堂和光
明的太阳的无脚鸟 （又名天堂鸟 ）：
“娘， 就是那只飞了一辈子都没有停
歇、无处停歇，也不肯停歇的无脚鸟 。
娘心中的天堂和太阳就是儿女们的幸
福和安康。 ”

每个人都有娘， 每个娘都像一只
无脚鸟。 无论是乡下娘还是城里娘，有
文化的娘还是没文化的娘， 她们心中
的天堂和太阳都是儿女们的幸福和安
康。 但身为儿女，我们可曾犯下过和彭
学明一样的错误？

不少读者表示，读《娘》以后，开始
反省并纠正自己对父母的行为。 “这最
让我欣慰！ ”彭学明说。

《娘》是纪实的散文 ，也是一面镜
子。 彭学明以自己血淋淋的剖析唤醒
了其他人对父母沉睡着的爱。 因此，这
不仅是他一个人在找娘， 也是我们每
个人都在找娘。

据彭学明介绍，5月10日， 知识产

权出版社又推出了最新版的 《娘 （全
本）》。 在这个版本里，彭学明做了大量
的增删。 文字由文艺社的8万多字增加
到14.5万字，并且图文并茂。 由于增加
了许多细节，人物形象更丰满，叙事更
完整。 而增加的重点就是在娘去世后，
自己找寻娘和修补心的历程。

如果有来生，
下辈子还做娘的儿子

其实， 彭学明不但为自己和读者
找回了“娘”，把“娘”永远留在了身边，
留在了文学的殿堂里， 也为自己和读
者找回了渐被人们遗忘的文学艺术的
本质，那就是真实、真诚与真情。

《娘》的巨大反响 ，给彭学明注入
了绵绵不绝的创作动力。 彭学明说，他
没想到这么一篇大量采用湘西方言 、
原汁原味、 个人化的纪实散文能得到
如此多的好评，这出乎他的意料。 他在
备受感动的同时，也深受鼓舞，正在准
备创作《娘》的续篇。

“下一步我将写《爹》，目前已写了
1万多字。 ”不同的是，《娘》是一部完全
纪实的长篇散文，《爹》 则是一部长篇
纪实小说。 这是因为，在彭学明未出生
时，娘与爹就离了婚，加上3岁时爹因
病去世，爹在他的记忆中几近空白。 唯
一与爹的交集是两岁那年， 娘背着他
到爹所住的寨子要伙食费 （即 《娘 》一
文开头所叙）。 所以，爹的形象基本上
就得由别人口述而完成， 并且运用文
学的手段，加上一些湘西男人的共性。
彭学明说，他笔下的爹，将不再是他个
人的爹，而是湘西男人的一个符号。

《爹》 以后， 他还将写 《姐》，写
《妹》。 他想通过这一系列的作品，通过
家国命运的变迁， 形成一幅完整的时
代画卷。 其中，我国几十年来的文化生
态、人情生态、政治生态都会在其中有
所展现。

“今天是母亲节，最想对娘说的一
句话是什么？ ”

面对记者的提问， 彭学明动情地
说：“如果有来生， 下辈子还做娘的儿
子。 ”

同时， 他还借本报对全天下的儿
女们说：“不要像我一样， 拥有时不珍
惜，失去时再忏悔。 一定要及时行孝。
多想想父母为我们做了什么？ 多想想
我们亏欠了父母什么？ 多想想我们该
为父母做些什么？ ”

这是彭学明的肺腑之言， 是彭学
明在娘去世后日夜忏悔、 追寻得出的
答案， 值得天下所有的儿女们思索与
珍藏。

俄钢琴家将来长
举行独奏音乐会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
5月20日，荣获2006年苏黎世Geza An鄄
da比赛金奖和莫扎特奖的俄国著名钢
琴家谢尔盖·库德里亚科夫，将在湖南
大剧院举行独奏音乐会。

音乐会以 《舒曼与勃拉姆斯———
朋友间的对话》为演出主题，主要演奏
勃拉姆斯和舒曼的代表作， 包括勃拉
姆斯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 》、舒曼
的《童年情景》等，再现世界古典音乐
史上两位音乐大师亦师亦友、 爱恨交
织的友谊和人生。

据了解 ， 谢尔盖·库德里亚科夫
出生于1978年， 在莫斯科接受钢琴教
育。 他是一个对作品涉猎广泛、 技巧
娴熟的钢琴家， 其演出风格和形式丰
富多样， 尤为擅长德国和俄罗斯浪漫
派音乐 。 他的访华巡演于5月18日启
动 ， 以广州为首站 ， 途经深圳和长
沙。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何红玲）
备受关注的“湘乡市首届新农村新家
庭” 书画大赛评选结果今日揭晓，经
过省市专家严格评选，《快乐的留守
儿童》、《收获季节》、《计划生育好》等
55幅作品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

这是我省首次由地方政府部门
搭台， 民间艺术爱好者参与的一次

大型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动。 来自
山村田野的数百名草根书画爱好者
踊跃参与 ， 共收到了书法 、 美术 、
剪纸等各类艺术作品500余件。 从参
赛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百余件反映新
农村建设和计划生育婚育新风的艺
术作品， 将在 “5·29” 计划生育协
会活动日来临之际在湘乡市博物馆
展出。

投稿邮箱： 308622766@qq.com 联系电话： 0731-84329540 主持人： 李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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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文化大观园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70周年，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特别
推出了一个千里湘江书法艺术工程，
结合弘扬忠孝文化的主题，将词作家
许国胜创作的经典歌词，由百名书法
家书写， 然后在安仁县建成书法碑
廊，以激励世人。 5月12日，书法碑廊
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众多书法家现

场挥毫泼墨。
许国胜出生于湖南安仁，现任省

机关事务局巡视员。他一直热心公益
事业，去年以来提倡忠孝文化，并为
此创作了反映忠孝文化和老百姓实
用型的歌词近百首。其中由著名歌唱
家刘一祯演唱的《感恩》，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中国民歌排行榜》第434期
位列第二。

湘乡新农村新家庭书画大赛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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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彭学明近照。 通讯员 摄

安仁将建许国胜歌词书法碑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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