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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

无论你把它们叫甜橘、红橙，
泸溪人都会帮你纠正过来： 它叫
椪柑，是不用说甜而更甜，不用说
红而更亮的蜜果。 泸溪人唱了十
年的歌里是这么唱的：“神山神水
出神果，泸溪椪柑美名扬。 ”

椪柑红了的时节， 湖南省

“武陵追梦” 泸溪采风团20多位
艺术家来到这里。 巍峨群山， 成
万亩果园， 艺术家们山间一站，
铺天盖地的橙色笑脸， 闪闪亮亮
像无数橘色灯笼， 蜂拥扑面。 这
些带着笑、 吐着蜜、 闪着光的亿
万橙色精灵， 像集合来的庞大合
唱团， 仿佛与天地万物的大合唱
就要开场。

刘起林

近几年来，“文学湘军”创作阵
势浩大，佳作迭出。王跃文 、阎真 、
何顿三个全国性 “作家品牌 ”风头
正劲，《大清相国》《爱历元年 》《活
着之上》《来生再见》《黄埔四期》都
广受关注。官场小说、都市小说、红
色题材纪实作品和影视剧三大创
作热点接受效应良好。湘西题材长
篇小说异军突起 ，李怀荪的 《湘西
秘史》、刘萧的《筸军之城》、邓宏顺
的《铁血湘西 》、蔡测海的 《家园万
岁》、于怀岸的《巫师简史》、黄青松
的《毕兹卡族谱 》、张景龙的 《湘西
土司王》、罗长江的诗体小说《大地
苍黄》等，共同开掘着大湘西历史
与文化的独特性 ，很有分量 。乡土
文学写作再放光彩 ，彭见明的 《天
眼 》和 《平江 》、王青伟的 《村庄秘
史》和《度戒》、姜贻斌的《火鲤鱼》、
薛媛媛的《湘绣女》等，各擅胜场而
韵味悠长。

创作形势良好，使很多湖南作
家对获大奖念念不忘。每当有分量
的作品出现， 很多人首先估量的，
就是能否获奖、 特别是获得茅奖。
连续几届评茅奖功败垂成，更使一
些人汲汲于此， 为获奖而期待、焦
虑 、遗憾和纠结，似乎“重振文学湘
军”成功与否，全系于这“天堂之门”。我
称之为获奖焦虑症。

在笔者看来，太看重获奖不必
要，思虑愈多，反而得之愈难，欲速
则不达。《曾国藩》等许多湖南长篇
小说作品， 与茅奖不过一步之遥，
也不逊色于那些获奖作品。不少获
奖者反而很快就失掉信誉度，他们
的平庸之作已不再为人们提起；即
使同一作家，也不乏更好的作品没
成功 、 较差的作品反获了奖的现
象。 茅奖评奖本身充满了偶然性，

改革后的评奖制度规则重于标准，
追求的并不是鉴赏、判断的能力与
水平。参与则可，笃信大可不必。在
新世纪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创
作已呈现出一种立体交叉、相互映
衬和对照的评价格局。中国作协的
“茅盾文学奖” 与中国小说学会的
“年度小说排行榜”、《南方都市报》
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等都值得
重视 ，《长篇小说选刊 》 的转载和
《当代》《收获》的发表，亦是重要参
考指标。一部文学作品的质量和影
响，需要置于这些奖项和杂志共同
构成的评价体系中，才能够得到较
为全面的呈现。从这样的范围来考
察，一部作品的分量和影响才会充
分显示出来 ， 不必仅仅只盯住茅
奖。

只盯住茅奖，对创作和评论都
会形成不利影响，是身处多元化时
代， 却用一元化的思维想问题。作
家太想得奖， 目标直接而狭窄，就
往往会思前想后 、患得患失 ，局促
创作思维的辽阔性和审美的自由
度 ； 文学评论和相关部门太想得
奖，则往往容易只关注几个有可能
得奖的作家，可能会忽略或漠视那
些追求新思路新空间、同样颇具活
力的创作，有可能无形中遗弃一个
更好的状态、更大的局面。

“文学湘军”有必要摈弃获奖焦
虑症，看得开阔一点、宽广一点、深远
一点，以更雄健的气魄和更辽阔的胸
襟， 聚焦更具根本意义的文学目标，
在地域性写作上增强精神感觉的全
局性，在乡土性写作中强化问题意识
的新鲜感，在生活实感类写作中增强
价值内蕴的丰厚性。这才是湖南文学
全面发展的正道和大道。

（作者系湘籍文学评论家、著
名长篇小说研究者， 河北大学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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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见

重返乡村，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
活，换一种方式来体验人生，是作家
韩少功“蓄谋”已久的行动，也是他和
妻子守候多年的秘密。

韩少功夫妇晴耕雨读的这个梦
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们选择了汨罗
的八景乡。这是一个水库区，有山有
水，民风淳朴，交往起来没有语言障
碍。他曾下放到这一带生活了7年，对
此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当地
政府对这位老知青再次前来“插队”
十分欢迎。2000年5月， 他和妻子迁
入了汨罗市八景乡，成为这里的一个
兼职新农户。

当地的农民和学校里的老师，对
这位从大城市里迁来的邻居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听说他还是一
个著名作家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一
些人走进院子里来参观，他们很快就
发现里面的情况与他们的想象并不
相符。这家人穿的是他们早已遗弃的
布鞋，甚至旧式的军用胶鞋；菜地里
施的不是化肥， 而是猪粪和人粪；揭
开锅盖， 里面竟然是稀粥和咸菜，生
活水平相当一般。最让他们想象不到
的，是客厅里的木头沙发和饭厅里的
桌椅，全是用当地最寻常的梓木做成
的，除了需要对接的部位，其他连树
皮都没有刨去，人坐在沙发上就跟猴
子蹲在树丫上一样。他们觉得这家人
许多地方甚至比农民还要农民一些。

早上6点钟，韩家人就在鸡啼鸟
鸣的交响中醒来。 地里的活不太紧，
上午就可以解决，下午的时间看书写

作。如果天气允许，5点钟他们就跳进
水库，在荡漾着炫目晚霞的水中舒展
四肢尽情划动，发出动物一样咿咿啊
啊地叫声。 韩少功是个泅水的好手，
游泳是他毕生最喜爱的运动，不管心
里有什么事情，只要跳到水里就成了
《庄子》寓言中快乐的鱼。晚上10点
半，准时入睡。

接待来访者是韩家日常生活的一
项内容。不时有人来串门拉家常，蹲在
梓木沙发上，喝一口绿茶，点一根烟，便
烟雾缭绕信马由缰地聊开了。聊这地方
过去发生的事情， 聊田间地头的农活，
聊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扯不清的事情，
还有国内外的形势变化。 聊得熟了，大
家来往也就随便起来， 不分彼此了。左
邻右舍家里没有冰箱，可又有鲜肉确需

存储，以备客人光临，就一碗碗端到韩
家来，塞入韩家的冰箱寄存。有一次，韩
少功忘记了这里头情况复杂， 打开冰
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
给做掉了。后来，韩家菜园的产权也不
再明晰，有时一个后生推门进来，见瓜
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起来，说味
道真不错，好甜，好脆啊。

如此来来往往，互助互动，韩少
功很快就融入了八景社会，成为其中
有机的分子。乡里村里开会，商议乡
村管理事务， 通常都会请韩作家参
加，让他给出出主意，谋划谋划。给特
困户盖房子、 让失学少年重返课堂，
乃至邻里失和父子吵架、子女报名考
大学和进城找工作这一类麻烦也会
找上门来。当然，韩少功不是对所有
人都能有求必应，对无理要求还得设
法招架。实际上，拒绝并不一定结怨。
求助者一旦理屈词穷，倒会对主人的
原则性感到佩服和敬畏，即便遭一顿
训骂， 也能感受到直爽中的某种亲
切。

当地政府和一些机构有时候会邀
韩作家去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当“坐
台先生”。一年端午节，他应邀参加祭
祀屈原大典。 到了才知道主宾必须身
着西装， 临时派人从照相馆借来一套
给他换上。 这套小号西服把他捆成了
一个端午节的粽子，憋得他大汗淋漓，
令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和湖南作家

谭谈深感同情。 他只好以苦笑解嘲：
“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
穿西装来见他？”

韩少功在八景的所作所为，给他
赢得了一个特殊的称谓：韩爹。一次，
我们前往八景峒，车过八景水库大坝
的时候， 正好逢上一帮人在卸石头，
他们对我们的到来视而不见。就在我
们为天黑前能否到达韩家犯愁的时
候，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他神情
肃穆地问我们要去哪里。得知我们的
意图之后，他胳膊往天上一甩，把那
帮人训斥一通：还不赶快让路，你们
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是来看
韩爹的！没有两三分钟，一条路就腾
了出来。

韩少功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
表。回湖南乡村“隐居”，他说，是希望
多接触一些文人圈外的朋友，希望有
更多的时间接近自然和底层社会，希
望有一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
的健康生活方式， 要走出文人圈，使
文学创作重新找回活力。“如果我不
走出文人圈，不摆脱那种应酬加会议
再加点小玩乐、小贫嘴的生活，恐怕
什么作品也写不出。” 正因为寻到了
文学之根，他才在写出大批寻根文学
作品后不断自我超越，写出了《马桥
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那样的力
作。

（作者系海南省作协主席）

“韩爹”再“插队”
重寻文学根

“我曾疑惑多年：是整天追求《又唱浏阳河》的大影响，还是扎扎实实
走进人民的需要？像《沅水神韵》不走唱红全国的路子，却给泸溪这片土
地带来实在的推力。艺术家在人民的需要中实现自身价值，在推动发展
中付出有效劳动，这个方向可能———更对。”

一首歌唱红椪柑县
———记一位作曲家的采风与感悟

湘江话题

文学湘军发展的正道：
更开阔 更宽广 更深远

当天晚上， 回到驻地的谭仲
池一进门就喊：“哎———肖老师，你
的‘新韵’咋样了？我的《沅水古韵》
初稿完成了，回去再打磨。不行再
下来。” 原来，《沅水神韵》 唱响以
后， 文艺家们想为泸溪打造配套
三部曲。《沅水古韵》 谭仲池领了，
《沅水新韵》肖正民包下。肖正民
说：“还差一点点。 末尾两句卡壳
了， 昨晚想到半夜， 都不满意。”
“好，要的就是精。回头再下去，会
有新灵感……这些年，我体会，脚
踩泥土、身接地气最重要。感情贴
上去了，脚就跑得勤，带体温、带真
情，歌词元素就冒得出，还都是好
东西、真家伙。”谭仲池兴奋地说。

“泸溪人对文化的觉醒正是
创作精品艺术的肥沃土壤。”邓东源
像在始终琢磨一个问题，不停地思索。
“我突然发现，艺术在这里，已转化成
政通人和、百姓安康的祥和之基。”

邓东源的话很快得到印证。
县政府门前的市政广场，一

大片大姐大妈在投入地跳广场
舞，曲目居然又是《沅水神韵》。旁
边，一个男同志嘴也跟着动，他叫
石泽华，做服装生意，经常带着孙
子来玩。“您也会唱？” 他有些羞涩
地说：“会唱。好歌人人爱，高兴就

跟着唱，开心就跟着哼。这日子越
来越好，幸福生活唱着过嘛。”

在这里， 我知道了———十年
间，三届县委书记和全体干部职工
都能唱《沅水神韵》；十年间，无论
是全县赛歌还是州里选拔，《沅水
神韵》都能夺魁；十年间，每年泸溪
春晚，《沅水神韵》都把百姓情绪调
到最嗨。 一首歌就这样深入人心，
经久传唱。一唱，就十年。

县文广新局李玉梅局长说：
“老百姓每天都聚集在门前广场，
地方小调、广场舞、舞剑练功，一片
祥和……不能说，一首歌改变了县
里的经济和文明， 但一定能说，天
天唱着歌的老百姓是祥和安宁、快
乐幸福的。《沅水神韵》 催甜了椪
柑、唱红了泸溪、唱暖了百姓的心。
当然对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的发
展，起了推动作用。”

邓东源突然恍然大悟：“对，
‘人民需要’这概念好。我也曾疑惑
多年：我是整天追求《又唱浏阳河》
的大影响，还是扎扎实实走进人民
的需要？像《沅水神韵》不走唱红全
国的路子，却给泸溪这片土地带来
实在的推力。艺术家在人民的需要
中实现自身价值，在推动发展中付出
有效劳动，这个方向可能———更对。”

艺术在人民需要中实现价值

《沅水神韵》是十年前军旅作
曲家邓东源和时任长沙市市长谭
仲池合作，特为“2005首届中国泸
溪椪柑节”量身定做的主题歌。张
也温婉恬静的演唱， 把这歌唱活
了、唱响了。邓东源是个“扎实人”，
采风足迹踏遍全国， 对歌词讲究
到苛刻程度，一旦好词到手，不吃
饭、不睡觉都会一夜写就。当年拿
到《沅水神韵》歌词那天，邓东源就
没过夜。一气呵成后，词、曲的打
磨，两人磨破了新鞋、走疼了双腿，
一次次往泸溪走、往基层去……

此时， 邓东源来不及听两姐
妹的夸奖，把楼下的“地花鼓”请上
来仔细聆听琢磨。 曾获过中国音
乐“金钟奖”的词作家肖正民和邓
东源共同分析、一起破译：“辰河高
腔融进了湘剧高腔、花鼓戏元素。
现在是清唱，若配以唢呐、鼓、弦等
民间器乐，会更抑扬高亢，古朴悠
长。”曲调探讨、五线谱记录，两人
笔记本上记个不停。“十年前，我和

仲池老师也是这样走进民间、钻进
鲜活的文化土壤，反复从吸取民间
音乐来增减我们的词曲元素，才有
后来的《沅水神韵》……”

一旁的泸溪县委宣传部部长
向鸿雁感慨道：“十年前，您就挖走
一大坨宝，但很快成百倍地还给了
泸溪人民。从土地里刨出的好歌再
回到这片土地， 是极好的养料，让
更多作物生根开花结果……”

邓东源说：“《沅水神韵》能如此
接地气、受欢迎，甚至推动全县的各
行各业， 你知道谭主席的歌词改了
多少遍？11遍！‘阿公的酒碗里有神
曲’，这‘神曲’二字直到最后演出前
才改定。 而那句‘阿妹的背篓里装
……’‘装椪柑’还是‘装希望’？谭主
席第五次下泸溪， 在大街上看到一
女孩拉着拖箱在路上奔着，‘向往’
这词立马跳出来了———年轻人爱故
乡又向往外面的世界， 是他们的时
尚，更是家乡的希望，才有了‘阿妹
的背篓里装着向往’……”

走进民间、钻进鲜活的文化土壤

对泸溪这片土地， 邓东源念
念不忘，一次次来，他觉得有缘有
感觉，也有责任。十年前，他谱曲的
《沅水神韵》 就在这里写成。 写一
稿，不满意，就两次三次地来，尽量
贴近大地、触摸到泥土的暖意。

这位省音协主席， 最能体会
情绪的舒缓、旋律的起伏、节奏的
变换如何靠近老百姓的胃口，起
承转合、 谋篇布局也都来自生活
的深处， 体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这才可能有后来的传唱。他
把一双有形的翅膀插在音符上，
让百姓的喜好能够唱着飞翔———
《沅水神韵》就这样写出来了。

“武陵追梦”泸溪采风的头一
天， 邓东源忽然被一阵热闹的地
花鼓调吸引。 他和词作家肖正民

的音乐采风就临时改在了有曲儿
召唤的“青莲世第茶书院”。 一进
去，“地花鼓”5人小班正拉琴、伴
唱，活灵活现地扮旦角、演小丑；上
楼来， MTV在背投大电视里居然
正一遍遍回放《沅水神韵》，一批游
客在跟着学唱。“沅水湾湾悠悠地
淌，淌过泸溪我的家乡……”

“您就是写 《沅水神韵》 的
邓老师？ 这歌写得太美了， 写出
了我们泸溪的精彩和神韵。 它成
县歌了， 县里比赛全县唱； 州里
红歌它必唱； 百人合唱、 两百人
伴唱夺过州里唯一的特等奖。 我
们这里茶客书友都喜欢听、 乐意
学……” 茶馆的主人、 两个很有
情调的姐妹周明霞和周明明兴奋
不已。

您就是写《沅水神韵》的邓老师？

当故乡成为“远方”， 每一次回
家，家里的人、物、事，就像记忆的报
幕员，解锁我们长期蛰伏的乡愁。

乡愁是什么？ 巨变的时代，乡愁
或许无法依附恒定的环境，但它会爬
进写过的字条，喝过的水杯，坐过的
小竹椅……乡愁变得细节且私人。

故乡有什么？ 它们或许破损，微
小，丧失效用，但它构成的时光盒子，
可以在任何时刻，展开我们曾经身处
的时空，那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归依与

家园。
春节在望， 湖南日报《湘江》周

刊、新湖南《湘江》频道特发起《回家》
主题诗歌征文活动。征稿时间从即日
起至2016年2月6日。

参与者可围绕“回家”主题立意，
用诗歌表现春节回家之情结、 情愫、
情事。

我们将择其优者刊发于湖南日
报《湘江》周刊、新湖南《湘江》频道和
《湘江》微信公众号。

“湘江”《回家》主题诗歌征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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