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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写作家
投稿邮箱:539876330@qq.com

周伟

二月兰
“二月兰是开在黑墨油浸的泥土上的。”
写出成名作《二月兰》前，谢璞已是一个

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 但他仍坚持每年至少
有半年在家乡体验生活。

谢璞喜欢在生活的沃土里扎根。 他以多
情的眼光注视着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以多
情的笔墨关爱那些可亲可敬洒满阳光的人
物，满腔爱意表现新农村的诗情画意，反映一
代新人的赤诚和纯真。

他成功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喝彩，纷纷和
作者一起醉了，“湿湿的两眼看着这朵二月
兰， 心里却感到了我们乡下的土地是这么迷
人”！

在创作上谢璞永不满足。
他心中许许多多的“二月兰”，长久盛开

在黑墨油浸的泥土上，永久，永久地芬芳着。

五月之夜
五月是让我难忘之月， 也许与我诵读过

《五月之夜》有关吧！这是一首人情味浓郁的
散文诗。

“美妙的五月之夜，迷人的月亮，睨着熟

透的枇杷和酸甜的杨梅微笑。 才喷开的榴花
枝头，有痴心的杜鹃一声声啼叫，也许让饱含
菜油麦粒的香味和青草气息的清风灌醉了！”

这不单单是一处妙不可言的风景， 更是
一个作家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 追求那一方
至善至美的艺术园圃。

一个作家的美学追求， 就是一个作家的
艺术生命。

谢璞， 从不许人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任何
桂冠。他对待许多平民百姓，以及我这个小字
辈，也时常以朋友和文友相称。他始终保持朴
素的平常心态。

他是一个多情的歌手，讴歌新中国，讴歌阳
光，讴歌真善美。他如山村田野草地上一只会唱
歌的杜鹃，美妙的音符回荡在乡村田野上。

珍珠赋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渔民从舱里捧出一

握珍珠来， 只见那颗颗珍珠， 有大如羊奶子
的，有小如红豆的，光华夺目，荧光熠熠鲜艳
夺目。”

谢璞，这个文坛中的“老渔民”，一直默默
地打捞生活中的粒粒珍珠。 他又是一位出色
的能工巧匠， 打磨后又把一粒一粒珍珠串起
来，“这排排串串的珍珠使天上银河失色，叫
满湖碧水生辉”。从此，《珍珠赋》与八百里洞

庭湖有不解之缘。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无数的
青少年在课本上朗读过《珍珠赋》。

我们赞美珍珠， 我们更要赞美打捞珍珠
的“老渔民”和串起珍珠的能工巧匠。

草香
谢璞的长篇小说， 有一个乡土气息浓郁

的名字———《海哥和“狐狸精”》。其主角的名
字叫“草香”。这是他情有独钟的艺术追求和
审美观决定的。

是的，他一直喜广大人民群众之所喜，憎
广大人民群众之所憎。他光明磊落，凡是群众
喜闻乐见的，他总是热情地歌颂，捧出“新的
绿叶和鲜花”。他歌颂生活中的美，却从不宽
容危害人类本身的毒疮脓胞，他常以笔为剑，
深深刺痛了社会上的那些卑鄙无耻之徒。他
乐于以森林啄木鸟为师。

有人说，谢璞总是声若洪钟，话语中满是
人生哲理的激情，富于诗意，谢璞的脸上始终
春风满面。我说，他有颗水晶石般透明的心。

由草香的感人形象我又想到草。 草很平
凡，也很伟大。

而草的芳香，却是世上无与伦比的。惟有
她的芳香，透彻心脾，香得更纯净，更淡雅，更
久远。

我由衷地赞赏谢璞的诗意人生。

诗意人生

谢 璞

谢璞，1932年生，湖南洞口人。中
国作协会员。 曾任湖南省文联执行
主席 ，省作协副主席 、名誉主席 ，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长篇小说
《海哥和“狐狸精”》，散文集《谢璞散
文选·珍珠赋》，中短篇小说集《姊妹
情 》、《二月兰 》、《无边的眷恋 》、《忆
怪集》、《信誓旦旦》，长篇童话《小狗
狗要当大市长 》及 《谢璞自选集 》等
20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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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扎根”
成为新常态

胡光凡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们党一向
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提倡文艺家投身生
活的激流 ，和人民群众相结合 。时代发展
到今天，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已发生巨大
变化 ，当今信息社会 ，“秀才不出门 ，能知
天下事”，创作的素材遍地皆是，文艺创作
也日趋多元化。 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
还有没有必要强调文艺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 驱散了人们脑际的疑云。他
深刻地指出 ：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
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

徐守盛同志在主持全省文艺工作座谈
会暨调研成果汇报会的讲话中， 强调要切
实推动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细落小落
实。在谈到倡导文艺家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的问题时， 他强调要以老一辈艺术家为标
杆，向柳青、周立波、路遥学习。我省杰出的
小说家周立波在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
运动兴起时， 就毅然从北京市举家迁回益
阳市郊农村，扎根故乡，长达10年之久。他
亲身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和农村干部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建立了鱼水相依
的深厚感情。 他不但创作了传世之作———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还发表了20多篇脍
炙人口的短篇小说， 为社会主义文苑增添
了异彩。 徐守盛同志期盼文艺家更加积极
主动地走出书斋、沉下身子，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接好地气，保持定力，把创作的底
子攒厚实，推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时代和人
民的优秀作品。

我的领会是，文艺创作要出精品力作，要
攀登高峰，其必由之路只能是深深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除此别无捷径。我们要深入领悟、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髓， 在 “扎
根”二字上下真功夫、苦功夫、硬功夫。

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
题，说到底，根子都在于我们一些文艺家脱
离人民，脱离生活。地位变了，收入高了，养
尊处优， 长期生活在繁华的都市和文化人
的圈子里，不太关怀国运民瘼，不甚了解底
层人民的疾苦和内心世界。殊不知，社会的
丰富复杂，生活的精彩纷呈，层出不穷、动
人心魄的“中国故事”，是坐在家里、宾馆里
靠上网、聊天所想像不出来的，与人民群众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厚感情，更不
是呆在书斋中、 幽闭在象牙塔里所能培养
出来的。柳青、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的创作
实践告诉我们：一切精品力作、传世之作，
其根基都扎在人民和生活中间。 和老百姓
隔了几层皮，“闭门造车”， 创作不接地气，
也就没有了底气，缺少灵气，不为人民群众
所赏识。今天强调文艺家要扎根人民、扎根
生活，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让文艺家回
归人民，回到生活的海洋中去，真正成为人
民一分子， 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
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
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 更好地
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

上世纪30年代即追随鲁迅从事文学创作
的大学者、 散文家钟敬文曾语重心长地告诫
后辈：无论从事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都要
把根深深扎在人民之中。 他用南方的大榕树
作比喻：“榕树的树干有多高， 它的根须就有
多深。榕树可以独树成林，枝繁叶茂。它不容
易干枯，不容易被狂风吹折，因为它的根深深
扎在土壤里，从大地吸取养分。”

让我们的文艺家都像榕树一样， 深深
扎根人民和生活的沃土！

愿“扎根”成为文坛艺苑的新常态！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李珈名

眼睛睁开的时候， 透过车窗，刚
好与一个小男孩的眼神相遇。他的眼
里仿佛淌过一条清澈的水流，阳光在
水面上泼下道道金光。抵达湘西凤凰
这个叫吉乐的小村子，这是我始料未
及的一种相遇。

车刚停稳，我下车的第一反应就
是去寻找那个男孩。我迎着这一双双
眼睛，有些沮丧，因为那个男孩不见
了。

“米良乡吉乐小学”，黑瓦白墙，
深咖啡色木质门窗，是新建的希望小
学那般模样。龙俊刚，这个五十岁出
头的苗族男子， 土生土长的吉乐村
民，30多年来， 他一个人坚守在这海
拔800米的山村小学。

孩子们在坪地上玩得正欢。变色
灰旧的衣服看得出有时间没洗了，女
孩子蓬散着头发， 男孩子流着鼻涕，
龙老师说， 妈妈们都外出打工了。我
的内心顿时释然。

目光顺着校舍往西走，是一条崭
新的水泥路和新房子。 坡下是旧村
子， 没有拆毁的旧屋保留着原貌，狭
窄的石板路土泥路高低不平，鸡犬牛
羊的粪便随处堆弃，一个个颓废的院
落交错。

贫穷嵌在一连串让人惊讶的数
据里。高寒少地缺水缺资源 ，农事
相差一个节气，主产的玉米、花生产
量少得可怜， 人均纯收入不足一千
元……

在这个湘西最贫困的村寨，首当
其冲的行路难，吹响了吉乐扶贫的集
结号。在3年里当地拉通的237公里村
组公路、硬化的213公里道路里，吉乐
村有了连接外面世界的通畅之路。孩
子成了最大受益者，过去到乡
政府所在地学校读寄宿，步行
需要两个半小时，修成后的10
公里山路，车程只需20分钟。

从旧村宅走出来，抬头可
见坡上的39栋“别墅”新居，判

若两个世界的对照。政
府给吉乐村民每户出
资6万元， 盖起了标准
统一的庭院新屋。建筑
设计遵照民族传统习
俗和苗寨风格，具有浓
郁苗乡文化特色。

道路、房子，硬件
的改善让吉乐村民对
来自大山之外的援手
相助心怀感激，但“高
寒山区、 产业薄弱”的
瓶颈，依然让他们不得
不选择外出打工挣钱。
那些多数关门闭户的
房子，制造着村里的落
寞， 只有从教室传来的稚嫩童声，穿
破寒冷的天幕，缓缓吹来流动的温暖
生气。

这是典型的复式教学，年龄略大
一点的孩子在专心地抄写课文，而另
一间教室，黑板上写着一首题为《妈
妈》的诗———“妈妈是家里的星星/她
的眼睛是那么明亮……” 我默诵着，
目光扫过一个坐得格外端正的男孩。
我一眼认出他，正是与我第一眼相遇
的“眼神”。此刻他的思绪正往远处飘
离，瞻望的眼神，写着孤独，写着对父
母温暖拥抱的渴望。

龙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诵读着“星
星”的诗。这个坚毅执着的苗家汉子，
何尝不是一颗最明亮的“星星”。

我闭上眼睛，呼吸着大山里的寂
静和温馨。“星星” 和孩子们的眼神，
仿佛一起闪射出晶莹透亮的光芒，照
亮这片高寒山区的未来……

炎陵，过去叫酃县，
是个典型的山城。 它位
于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西
麓， 中华始祖炎帝就葬
于该县境内。

过去， 酃县县城很
小， 有人形容只要汽车
进入境内， 就要赶紧踩
刹车， 不然就会冲进江
西的宁冈。 这话听起来
有点夸大， 但事实上也
的确如此。

在我的记忆里，县
城的繁华区是菜市场、
电影院一带。 那个菜市
场，全长也就是50来米。
白天，附近的菜农会挑着时鲜蔬菜、土特产来
此交易。到了夜晚，这里就成了人们聚集的场
所。大家坐在菜市场的木头上，抽着烟，谈天说
地。

冰棒厂也是个热闹的场所。因为靠近电影
院，一天到晚生意都好。3分钱一根的冰棒，5分
钱一杯的冰水，可让人回味三天，至于1角钱一
碗的绿豆沙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再说说紧邻冰棒厂开的一家国营饭店，在
我眼里那就是现在的五星级酒店。为了能吃到
一碗2角钱的光头面，就要捡几天的牙膏皮。那
面的滋味，一想起来就腮帮子发酸，口水也不
知不觉地淌了出来。

生在酃县的人，孩时都是吃着野果子长大
的。按现在的话说都是原生态的好东西。那一
串串脱了皮的茶泡， 一片片透亮肥厚的茶耳，
一粒粒红得发紫的杨梅，无不成为我对酃县的
乡愁。

斗转星移，随着时代的变迁，酃县这座山
城也发生了巨变。 菜市场成了贸易大市场，弯
曲的斗笠河也拉得笔直，两端是漂亮的居民小
区，宽敞的街道旁高楼林立，现代化气息愈加
浓厚。特别是高速公路、铁路的开通，原汁原味
的酃县已渐行渐远。只有那保留下来的一些麻
石小道，土墙上的几幅红军标语，仿佛还在向
人们倾诉着酃县的过往……

作家看湘西扶贫开发
———中国梦·文学梦·湖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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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印记（外一章）
□文/图 周勇军

孩时天堂

每次回到炎陵，我都要到大草坪里走一走、看一看。
大草坪里已面目全非， 有点印记的就是洣泉书院了。

望着这栋历经风雨的民俗建筑， 我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思绪一下就回到了孩时。

上世纪60年代的大草坪，绿草成茵。它没有台湾青的
娇嫩，也没有进口草皮的富贵，然而生命力却非常顽强，它
耐得住炎热，经得起严寒，尤其是散发出的青草芳香，让人
回味一辈子。

大草坪，是酃县的政治文化中心，所有的隆重集会和
大型活动都在这里举办。 之所以这里是我孩时的天堂，是
因为，每次放学或礼拜天，我和胖子、乱弹琴、谭德生、刘秋
发、肖四毛等小伙伴都要来到此地尽情地玩耍。滚铁环、打
纸枪战、抗脚战、翻筋斗、抓特务，一个个玩得满头大汗，兴
趣十足。

大草坪里的灯光球场每当有赛事，全城就像过年一样
热闹。不等天黑，人们就带着板凳，守候在这里，准备一睹
为快。灯光一亮，哨声吹响，欢呼声响成一片。

现在的大草坪里，虽然一些印记消失了，但新建的一
座红军标语陈列馆里，更能把人们的思绪带进腥风血雨的
大革命时期。为了新中国的建立，酃县儿女抛头颅，洒热
血，才有了今天的幸福。因此，酃县不仅处处都有我儿时的
记忆，更重要的是这座英雄的山城，为我的成长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在昔日的大草坪，如今建起了红军标语陈列馆。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