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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点滴材料集纳
到长沙人文的画框中

我算长沙人,偶尔作文,对长沙人文,却
所知太少。 知道凌叔华,而不知她三三年到
八角亭买过九如斋的牛肉干,更不知那时那
里的牛肉干一天销售100多斤。 知道鲁彦
写过浏阳门外看杀人， 而不知杀人处识字
岭原称石子岭,更不知在浏阳门的街上办过
平民大学。 这些长沙的人文， 长沙的社会
史文化史， 却是看了彭国梁的 《民国名人
在长沙》 才知道的。 真佩服彭国梁， 他看
了这么多民国的书。 有的书我也看过， 看
过便过去了， 怎记得这么多。 更难得的
是， 他能将点滴有用的材料， 都集纳到长
沙人文的画框中,用自己的笔墨， 描绘成一
幅幅鲜活的画面， 给人们留下生动的印
象。 到底是诗人、 作家、 画家的眼光和手
段。

———钟叔河 （著名出版家）

文化需要淤积，
需要腐殖质

彭国梁20多年来都跟书打交道， 这种
生活方式是旧式的文人生活， 我们都向
往， 时间很慢， 像木心说的， 什么都慢，
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他一辈子爱书， 是个
一辈子和书谈恋爱的人， 慢慢地在书中寻
找资源， 慢慢地将有功德于社会的梳理成
图书。 长沙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历史文
化名城， 但现在长沙人却越来越不了解长
沙。 新长沙人对悠久的历史文化人物掌
故、 民俗民情等都缺少根本性的了解。 现
在很多长沙人是无根的长沙人。 我发现幼
儿园小朋友不会讲长沙话了。 语言是一个
地方文化的承载体， 如果一座城市的语言
消失了， 它的历史气息都会丧失， 在文化
上断根。 长沙的文化人有责任有义务去发
掘、 整理长沙的历史文化资源， 彭国梁在
这方面做了大量的事。 这本书讲了很多民
国名人与长沙的掌故， 还配了很多老长沙
的照片， 折射了民国年间长沙的文化生
态， 文化风景。 知我长沙才能爱我长沙，
就像你不会去爱一个你不了解的人一样。
没有过去没有现在，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
就不知到哪里去。 文化需要淤积， 需要腐
殖质， 需要时间， 就像一片一片叶子落在
地上， 化成土壤。

———何立伟 （著名作家， 长沙市文联
主席）

袁野

高考结束，怀着期待的心，我填报了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以医学生的身
份走进湘雅的那一天。

那是初秋的一个早晨， 我收拾好行囊，
准备离开生活了18年的家。尽管心中恋恋不
舍，但，翅膀长硬的小鹰会离巢高飞，牙齿长
硬的小狮会独自狩猎。总会有远离父母一个
人闯天下的时刻！ 我背上行囊，爸妈把我送
到楼下。 我对他们说：“就送到这儿，你们回
去吧。 ”

我怕看到他们哭， 更怕他们看到我哭；
我毅然转身， 迈步走向远在3000米外的未
来五年的大学生涯。老妈在背后喊我：“晚饭
红烧肉里面是放土豆还是放蘑菇？ ”我头也
不回：“土豆。 ”

等等！ 你是不是写错数字了？“3000米
外”？是“3000千米”吧？还有，你老妈做红烧
肉放土豆还是蘑菇， 干吗要请示你？ OK，
我坦白：湘雅医学院离我家就3000米，步行
半小时，单车一刻钟，的士五分钟。要老妈放

土豆是因为我会
回来吃晚饭，我
喜欢吃土豆。

有个哥们，
高考填志愿的时
候第一志愿填的
是黑龙江的学校，第二志愿填的是海南的学
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填，他咬牙切齿地说：
“离我爸妈越远越好！ ”也难怪他，高三的时
候，他老妈时不时会偷偷地溜进学校，站在
教室外隔着玻璃看他是不是在认真听课。后
来班主任都看不下去了，给他妈下达了“隔
离令”。 估计此君今后的遗嘱上会写着：“葬
我高山之巅， 深海之渊， 切勿埋于父母身
边。 ”

我和他是反的，第一志愿是湘雅，第二
志愿是湘雅，第三志愿，必须填个三本，我填
了长沙大学———总之，生是长沙人，死是长
沙鬼。

时间还早，坐公交吧。晃荡了几站路，下
车，到了。 背着不怎么沉重的行囊（报到证、
户口本、一个本子、一支笔、一瓶水），走入来
过无数次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的湘雅，根本

没有成为大学生的感觉。正在我感叹难道大
学生涯将会是电影续集《中学II》的时候，一
个提着行李看上去还挺清秀的女孩子走过
来问我：“请问第二寝室楼在哪里？ ”

我心中一喜，觉得这可能是大学的第一
次艳遇，滔滔不绝地用长沙话给她指了半分
钟路，她突然怯生生地打断我：“我……听不
懂你在说什么。 ”我这才第一次有了“大学
生”的感觉！大学的同学不是楼下的小胖，隔
壁的花花，住在800米远另外一栋楼的每天
上学路过他家楼下大喊一声“还没起床啊，
要迟到了”然后见他口中叼着个包子衣冠不
整匆匆出门一起去上学的大毛，而是来自伟
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各个角落的有志青年。

看那女孩的表情，恐怕是被我的长沙话
给吓了一跳。 湘方言素以生硬著称，加上湖
南人泼辣火爆的性格，小情人恋爱的甜言蜜
语听上去也像在吵架。 从前到北京旅游，在
天坛公园见到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拿着半
米长的大毛笔沾着清水在地上写字。我和同
学一边拍照，一边用长沙话赞赏。 老者突然
回头瞪眼。 我赶忙用普通话解释，说自己是
“长沙人”。 老者微笑点头：“长沙，革命的摇
篮啊。 ”

（《那些年华教我的事》 袁野 著 鹭江
出版社出版）

《杨绛传》
罗银胜 著 天地出版社 （追思纪念版）

这是唯一一部
由杨绛先生生前亲
自审阅的她的传记。
从矢志求学到我们
仨的围城岁月 ， 全
面展现杨绛105年中
最曼妙的人生风景。
她 的 淡 泊 与 坚 韧 ，
既充满力量 ， 也给
人温暖 。 作者在阅
览了大量杨绛先生

口述的一手资料后 ， 历经十余年的叙写 、
修订而成。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克劳斯·施瓦布 著 中信出版社

在社会和技术
指数级进步的推动
下， 人类已经开始
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进程。 这一轮工
业革命的核心是智
能化与信息化 ， 进
而形成一个高度灵
活、 人性化 、 数字
化的产品生产与服

务模式。 这本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
布教授撰写的新著， 是每个关心自己、 中
国乃至世界未来的人必须仔细阅读和深思
的书。

《中国文化老了吗？》
金克木 著 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 到底怎
样才能读懂。 金克
木有着惊人的披沙
拣金的能力， 拨开
重重迷雾， 呈现传
统文化内核。 这其
中有他寻找到的文
献 之 根 ， 有 他 对
“无文 ” 文化的探
隐， 有他对历史人
物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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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说

走马观书

新书选读

生是长沙人，死是长沙鬼

编者的话

10岁时，家住长沙县江背
镇的彭国梁， 帮父亲推板车，
拖了一车的稻草，一路走到了
长沙黄泥街。

6月3日，彭国梁在他的新
书 《民国名人在长沙》读书分
享会上回忆起这个场景，念叨
起黄泥街 ：“这是老长沙飘书
香的地方。我后来在长沙一辈
子写书出书，而且都是和长沙
历史文化有关的书，是不是也
和第一次来长沙就到了黄泥
街有关呢？ 我搞不清。 我只晓
得现在我的胡子里都有长沙
的味道。 ”

袁野没有胡子，还是青春
逼格的小鲜肉 ，自称 “生是长
沙人死是长沙鬼”。 他的新书
《那些年华教我的事》，以自我
为原型，写的是一位湘雅医学
院学生成为新东方英语老师
的逆袭史。 诸如“动物活体实
验”“从女尸体内取出胎儿”等
新奇甚至惊悚的医学院实习
经历，都透着越策越开心的长
沙味儿。

一个慢慢从故纸堆里为
长沙 “淘宝 ” “讲古 ”，有点旧
式文人派头 ；一个热爱美剧 、
网络游戏 ，推崇 “从物质中解
放自我 ， 回归本身 ， 追求快
乐 ”。 两人虽是殊途 ，却都在
长沙城里用文字韵到了味 。
他们和长沙的故事 ， 若干年
后 ，会不会也被人 “淘 ”出来
晒一晒呢？

我
写
我
书

彭国梁

6月3日晚，《民国名人在长沙》一书的分享会在长沙建湘路
的止间书店举行，作为该书的作者，我自然要对此书作些介绍，
我为什么会对长沙的地域文化这么感兴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
长沙这个城市，我得说出一点道道来。

确实，我爱长沙，爱得有些没有道理，不讲逻辑，甚至可以
说是固执地偏爱着。究其原因，可能还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
一个十足的乡里人，老家是距长沙城约五十公里的东边乡里江
背。我五六岁的时候，一直住在外婆家。我记得当时玩的小伙伴
里，有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是城里来的，我就特别喜欢和她
玩。 她穿什么都好看。 她还把我的头发梳成辫子，我至今还记
得，那是在外婆家屋后的竹山里。 从那时开始，城里，或者说长
沙，这两个词对我而言，就意味着神秘，我向往，我好奇。 我何时
能到长沙城里去看看呢？

我一直在盼望着，盼望着有一个机会能去长沙看看。 这一
盼便是好多年。 好像是十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和一个叫亮山
的叔叔说要拖稻草到长沙去。我一听，机会来了，便和亮山叔叔
的女儿顺英商量，说我们也要去，保证不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去
推板车。 开始没获批准，后来我们说尽了好话，总算成行。 长话
短说，反正那次我是跟在父亲的板车后面，从浏阳的九鸡洞，经
过跃龙、江背、株桥、永安、黄花、东屯渡、五里牌……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走到长沙的。我记得那稻草是送到长沙的一个远房
亲戚家，那亲戚住在长沙的黄泥街。 长沙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黄
泥街是神秘的，我兴奋莫名。 我一点都不知道累。 回家的时候，
父亲让我躺在板车上。 我的身上盖着草，草上盖着霜，霜上是梦
和月光……

第二次进城，估计是1972年或是1973年了，我在江背中学
读高中。我们的化学老师毕业于长沙师范，长沙来的，比我只大
几岁，名叫彭明凯。他是著名的词学家彭靖的公子。我和他关系
很好，经常躲在他的宿舍里抽烟。 有一次，他说带我到城里去，
城里就是长沙的代称。我一听，又是异常兴奋。我记得他家住在
北正街。他们姊妹有七八个，最小的妹妹叫八妹子。我记得他们
玩游戏，输了的要背化学元素周期表，什么一价氧钡镁，钙铔铁
硫酸铜，硝酸盐酸铀，还有什么氯酸氢氧根……也许记错了，反
正他们背得很顺溜，让我在一边羡慕得不得了。 我第一次看电
影也是彭老师带我去的，在银宫电影院。 在电影开映前，我和他
还偷偷地吸了几口烟。

第三次是我和一个叫汪建科的同学，骑着单车，从江背到
长沙，整整一天，在大街小巷中胡乱地穿梭。 我记得那天回家的
时候，差不多快半夜了。

这之后呢，我读大学、参加工作，然后从零陵冷水滩调到长
沙县文化馆，再调到长沙市广播电视局，再调到长沙市文联至
今。我是1986年进入长沙广电的，至今，我在长沙这个城市已整
整工作和生活了30年，似乎也可以称得是一个老长沙了。在此，
我不得不由衷地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恩师杨里昂老师。 也
许是机缘巧合吧，1976年， 我因一篇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天津
快板发表在杨老师主编的《长沙文艺》上，从而相识。 是杨老师，
写着纸条，告诉我如何去住旅社，我第一次住的旅社便是建湘
南路旁的湖南旅社，好大的房子里住着好多的陌生人；是杨老
师给我提供机会，让我在位于望麓园的《新创作》杂志实习；是
杨老师，让我第一次参加笔会，那次去的地方是望城县的黄金
乡；还是杨老师帮忙，让我从冷水滩调到长沙县文化馆，再调到
长沙广电，再调到长沙市文联……大恩不言谢。杨老师于我：亦
师亦父亦友也。

我喜欢长沙，我固执地偏爱着长沙，与我从小就对城市文
明的好奇与向往有关，与杨里昂老师对我的培养、关怀与照顾
有关，更与我想在这个城市生根、开花、结果有关。 我是一步一
步走到这个城市来的。 我是一条街一条街慢慢熟悉这个城市
的。 我习惯这个城市的民情风俗，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
与生活琐碎，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我一个放大了的家。 我曾经
单身着的时候写过这么几句话：大街上有我的厨房，宾馆里有
我的茅房，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地，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
的天堂。 我固执地偏爱着这个城市，自然也就想探秘她的过去。
于是，有了我的《长沙沙水水无沙》，有了我和杨里昂老师合著
的《消逝的长沙风景》，有了我和杨里昂、陈先枢二位老师合编
的《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民国报刊上的长沙》等等，当然，也
有了现在这本我颇为满意的著作《民国名人在长沙》。

我还会继续探秘下去的，因为长沙有着太多的宝藏。 为什
么我的胡子有着长沙的味道，因为我对长沙充满深情。

（作者系作家、画家。 《民国名人在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

长沙，我固执地偏爱着803路
长沙公交车
袁野

有朋友问我：写一本书需要什么。
我说：需要一趟有趣的公交车。
作为一个资深Changshanese， 在地铁尚未开

通， 优步还没诞生， 的士过于昂贵的年代， 公交
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9路， 11路，202路，立珊专
线……在老长沙们的耳朵里绝不是数字， 而意味
着上班，购物，回家，或者每周都会去拜访的一位老
友。随便拉着个长沙人问路，他会滔滔不绝地给你介
绍三种以上的公交路线， 旁边素不相识的老口子也
会唾沫星横飞地加入到底坐哪趟车更好的辩论。

我常坐803路。 48站，绕城一周，新开铺，浦沅，
黄土岭，侯家塘，白沙井，司门口，中山亭，烈士公
园……每站都有故事，许多被我写进了书中。

第16站 定王台
相传“汉景帝子定王发分藩长沙，筑台望母……”

如今的“定王台”和“马栏山”一样，乃长沙娱乐文化
之名片。 定王台出产两种商品，书和碟，它们滋养
了我的事业。 学医的改行教英语，导师不是韩梅梅，
而是好莱坞大片。 购碟亦有学问，土豪可选原版碟，
小资就买打口碟（国外正版CD，作为废旧塑料销至
中国。 碟片上打有一个小破口， 但不影响音质和画
面），我等屌丝更爱压缩碟。 课余，爱买书，看书，写
书。家中的五千余本藏书，是十几年一本本从定王台
给淘回来的。只可惜网购如同亚马逊的洪流，冲得实
体店七零八落。 几家大型书店，或是靠政府补贴，或
是跨界卖起了咖啡。我也再难体会每月发薪日，冲到
定王台挥霍掉一半工资的豪迈了。

第19站 贾谊故居
古香古色的文豪故里， 与灯红酒绿的KTV为

邻。 这种布置，或许正体现了长沙的特色。 极端的冷
也极端的热， 极端的朴实也极端的浮华———满街的
保时捷、香奈儿，也可能让人错把五一路当成Fifth�
Avenue； 极端的热闹亦极端的安静———乐和城，坡
子街，魅力四射……长沙人崇尚的是娱乐至上，但不
经意间，你也会偶遇这个城市的清幽和深沉。我家旁
边有个文化公园，面积不大，然而有着苏州园林的匠
心设计；形如缎带，几公里长，却只有几百米宽，且刚
好坐落在长沙中轴线上。 公园地处远郊，人迹罕至，
我便把她当作了我的私家花园。 清晨骑着黄色的小
单车，带上几本书，一支笔，一呆就是一整天。可以坐
在蔷薇花丛旁的木凳上，或是长满荷叶的池塘边，阳
光太刺眼就躲进原木小凉亭，看书，写书。 无聊了还
可以在草地上打个滚，爬爬树，看蚂蚁打架。反正，没
人见到。

第21站 长沙轮渡
这里，长沙引以为傲的“山、水、洲、城”，尽收眼

底。一边是如画的湘江和橘子洲，一边则有许多条歪
歪扭扭的小巷子，带着自己故事，汇入这摩登时代。
有一条巷子我走了12年， 每天上学放学要走4遍，我
却从不知道巷名。巷子极窄，感觉姚明伸开双臂就能
触碰两边。巷子里有许多有趣的老人。有位老娭毑无
论寒暑易节，整天都会坐在街口讷讷自语，说她痴，
她却认得所有街坊；说她不痴，她却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中，唠叨着儿时的故事。 另一位老嗲嗲，30平方米
的小破房被他塞满了各种捡来的废品， 有些还舍不
得卖掉。 嗲嗲穷，却很会享受人生。 傍晚从菜市场弄
点卖剩下的肉皮或是鱼虾， 放上许多辣椒， 许多猪
油，炒上一碗，配上三两散酒，坐在街边，一吃就是一
两个钟头。 如今，老人们大都作古，不知他们的在天
之灵知道自己在我的书中留下了一丝影像， 是否会
会心一笑？

或许，人的一生就像一趟公交之旅，只愿：有座
位，不堵车，沿途有风景，还能遇上几个聊得来的旅
伴，一路平安。 （作者系博凡教育创始人，毕业于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

袁野 彭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