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月皎皎夜深沉
———民俗文化之朴实淳厚

乡土浸染着民俗，民俗氤氲着乡土。刘
克邦的《德夯小溪》 为德夯古朴典雅的民
居、 神奇秀丽的景色和勤劳善良的苗胞而
惊叹不已，流连忘返，睹物兴情，为读者贡
献了一份想象中的视觉盛宴。九妹的《黑凤
凰》 通过摄影艺术将纸墨黑白的凤凰呈现
出来，使历史、风景、文学、人生熔于一炉，
平实中见华彩， 既接地气又散发着艺术气
息，文章以《边城》的结尾“那个人或许明天
就回来，或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作结，仿
佛摄影的镜头远推， 给凤凰注入了空灵悠
远的淡淡的希望和哀愁。谢德才的《一个人
的凤凰》以凤凰的特色景点为小标题，逐一
展现其风光和历史。申瑞瑾的《云端的溆浦
花瑶》揭秘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溆浦花瑶。
邓宏顺的《山背梯田》则写了溆浦花瑶迤逦
的梯田风光， 生动描绘了梯田四季不同的
美感，感情浓烈，引人入胜。

有人说， 乡土中国是被城市文化发现
的。卢年初《城市暗号》是从城市到乡村的
溯流而上， 使读者在奔忙的城市脚步中回
忆起韵味无穷的村落。张家和《阳雀坡，太
多的记忆》情感丰沛、言辞优美地一层一层
拨开阳雀坡的古老面纱， 使这个古村落在
现代城市的灯红酒绿中翩然起舞。 熊幽的
《千年乾州》以乾州的“味道”为轴心，从乾
州人的口音、大街小巷遍布的小吃、乾州的
日常生活等方面，纵贯历史，将古城的纯朴
与古雅串成文字的音符， 谱成了弥漫着深
厚文化意蕴的歌。 张天明《生命的低回吟
唱》聆听柔弱低回、委婉细腻、朴素深情的
湖南民歌，蓦地潸然泪下。邓朝晖《雾失戏
台》写小时梦想成为一名荆河戏演员，云鬓
轻绾，水袖长扬，即便后来雾失楼台，远走
他乡， 她的心也因这样的文化滋养而丰盈
灵巧。魏佳敏《唤醒土布》赋予沉寂的民间
土布以“永恒的精神之膜”，唤醒生命最底
层的原初本色。

成就乡土文化和乡土文学的， 除了悠
悠历史中劳动人民的智慧、习性、传统，还
有故事———那些湮没在时间里的惊涛骇浪
和儿女情长。 唐友冰看到了柳子庙里的柳
宗元， 诗家不幸， 却成就了潇水畔边的小
城。唐友冰《走过风雨沧桑的小巷》文字古
朴安详，不紧不慢的将永州还原给了历史。
凌鹰《怀想风雅》对江西进贤的文化渊源进
行了感性而细致的脉络梳理，并进入遐想，
表达自己洒脱自适的雅士情怀。 曾国荃第
七代玄孙女曾珊迟的《迟归》 寻根曾氏故
里，将近两百年的历史拉近，落入真实琐碎
的现实中。邓跃东的《归去来辞》对张自忠
和孙二勇将士之间舍命相护的情感和军令
如山的铁血军纪流露出由衷的钦佩和敬
仰。何红玲《永远的骄杨》中湖湘女子“生死
都不做俗人之举”，让人唏嘘慨叹。黄冰《钱
钟书与桥头河的萝卜》 中钱钟书先生在蓝
田镇任教时对桥头河萝卜的赞誉， 和小时
候在桥头河拔萝卜的记忆，穿插相溶，从平
凡的萝卜咂摸出了生活的味道。聂元松《无
愁河上忘忧歌》写黄永玉捐建的“肥”“爱”

“花”“醉”四桥，此桥看彼桥，须臾之间，仿
佛在与古老的吉首做一场倾情的对话。

城市中的湖南缩影也颇具生活气息，
奉荣梅的《在长沙跑江湖》以倒叙手法忆起
初到长沙的情形， 将长沙浓烈生动的生活
气息写得趣味盎然。 纪红建《团山湖的温
度》既有回溯也有展望，对雷锋故里团山湖
展开了深情描写。许艳文《关于一棵树的遐
想》以独到的眼光和笔触，述说了乔迁新居
后栽下的一棵“幸福树”从枯萎、凋零到重
新勃发生机的过程，探究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真谛。

《乡土呢喃》是一部讴歌湖南乡土的优
秀作品集，是故乡之子的囔囔倾诉，其文字
之美、情感之真、文化之淳，为广大读者尤
其是湖湘儿女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
的故乡。故乡在心里，在梦里，在这质朴的
文字里，笛音起，便蹁跹而至。

（刘知英，中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
研究生；晏杰雄 ，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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氤氲故乡
书写的质朴之美
———从散文集《乡土呢喃》看湖南散文创作

6月13日开始，《湖南日报》推出《寻访新
乡贤》系列报道，已陆续刊发《韩少功：寻文学
之根、 守乡土之魂》《黄祖示： 将军解甲不下
鞍》《陈黎明：老马识归上雪峰》《周衡光：守望
周家大院》等篇章。该系列报道引发了社会各
界对新乡贤文化的关注与热议。 专家们梳理
乡贤文化的历史， 探讨新乡贤文化的特点与
意义，对《湖南日报》“寻访新乡贤”系列报道
提出了热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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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
涵育文明乡风

每个时代，总有一群人，立足于乡间，从事于教
育、慈善、赈灾、治安等活动，荣光乡梓，是谓乡贤。

中国人素来崇拜贤者， 历朝历代均有对先贤的
祭祀，以教化黎民。通过先贤祭祀典礼，士人们感受
着先贤们的风骨气节，激励自己效法。

在重视祭祀的古代中国， 能列入先贤祠享受祭
祀，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肯定，是无上的荣耀。到了明
代，官方规定离职官员必须返回原籍，成化年间，苏州
府学率先将先贤祠分为乡贤与名宦两个祠堂，前者祭
祀出生在苏州的乡贤， 后者祭祀曾在苏州任职的官
员。此后各地纷纷效法。嘉靖十三年（1534）官方将乡
贤界定为：“生于其地，而有徳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
乡贤。”

各地乡贤择取的标准，主要是立功、立德、立言，
造福于一方者。 立功， 地方上的士人出仕后政绩卓
著，或致仕后效力本乡者。立德，从品德上考察，凡为
官清廉，孝行感人，不依附权贵，清高隐遁等，都可以
视为立德。立言，则是以文章传世，影响士风，教化地
方者。诸多乡贤，立足于地方，设义仓、建义田、设义
学、建桥修路、救灾、助婚丧、开渠、学医救人等。乡贤
都是本地之人，地缘上的亲近，使乡贤更具有榜样作
用，更容易激励人们效法。

乡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 他们代表了中国
古代士绅中的杰出人物。 乡贤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
中的忠孝、仁义、自强、勤奋、爱国等诸多价值观。而
在当代， 一批具备新时代色彩的新乡贤涌现来，《湖
南日报》进行新乡贤系列调查报道，展示了新乡贤的
风姿。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贤以守卫文化、 传承文化
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乡贤们挚爱地方之心，传承文化
之意，可谓古今一律，精诚感人，他们在自己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出资出力，帮助乡亲。今日的新乡贤周衡
光老人，守望周家大院，整理传播永州传统文化；新
乡贤陈黎明扎根于雪峰山，修建山路，整理文化，以
新的面貌将曾经闭塞的瑶寨展示给全世界， 吸引无
数游客。他们的努力，使地方文化得以传承，带动了
一个地区的发展。与往昔的乡贤相比，今日的乡贤所
发挥的社会功效更广大深远。

传统乡贤，无不热衷于教育。新乡贤韩少功，隐
居于八景村中，扛着锄头去写作，热心教育，他为地
方上无力读书的孩童交学费，为八景学校题写校名，
为孩子们辅导功课，为学校捐助奖学金，乡间飞出了
诸多金凤凰。在教育领域，新乡贤不让于传统社会的
乡贤们。

在当下，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让他们的
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同时以乡情、乡
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
专长、 创业经验反哺桑梓， 建设美丽社会。《湖南日
报》新乡贤的报道，展示了新乡贤们的风采，期待能
有更多的新乡贤被发掘， 激励一批批新乡贤效力乡
里。

(袁灿兴 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著有《中国乡
贤》、《军机处》等。《中国乡贤》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乡
贤文化历史的著作）

乡贤如同一面旗帜
对乡贤的寻访是对传统的重拾，对美德的追寻，

对乡村人文理想的重构。乡村是很多人的根脉，是人
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需要秀美的
自然风光，更需要优良的道德、淳朴的风俗、和谐的
人际关系。乡贤就如同一面旗帜，引领一方乡土的道
德取向和精神走向。“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希
望有更多乡贤出现， 给日渐褪色的乡村增添更多的
温情、诗意和人文光辉。

（刘学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发挥新乡贤的引领作用
《湖南日报》推出的这组新乡贤系列报

道，立意深远，传播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正能量。报道涉及的人物有老将军、著名
作家、艺术家等时代精英，他们以自己的专
长、经验、学识以及财富造福乡梓，参与乡
村建设和治理， 彰显了社会主义新乡贤的
精神追求和乡村情怀。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
新乡贤及新乡贤文化， 有利于重构乡村共
同体，重塑乡村文化与价值体系。发挥新乡
贤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孕育
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氛围， 搭建新乡贤
有效投身乡村建设的机制和平台， 可以有
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国家正式制度和乡村非正式制度的有
机结合， 推进新乡贤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有
机融合， 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的
形成， 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现代乡
村治理模式。

（黄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知英 晏杰雄

由湖南散文学会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乡土呢喃》共收录作品105篇，基
本由湖南本土作家所写，可说是乡土湖南在散文体裁中的集中展示。湖南散文作家们从这
片土地的众多隙屑入手，以浸润着写作主体生命意识的乡土为书写客体，以祖辈传承下来
的本土民俗风情为叙事背景，平实中见真情，质朴中有深意，勾勒出一个原汁原味的“大湖
南”，展现出一幅宏大、精美、散发出浓浓乡土人文气息的画卷。

对于湖南省散文学会而言，这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几乎省内所有骨干散文作
家都有作品入选，可谓近年湖南散文优秀之作的集束式展现，可以代表近年湖南散文的一
线水平，为湖南散文创作打造了一个纯文学的新起点，从此出发，湖南散文可能走向一个纯
正之途和兴盛愿景，在当代湖南散文发展史上颇具独特意义。《乡土呢喃》更是湖湘文人在
散文世界里一次集体性的返璞归真，体现了一种质朴之美。

流水潺潺花摇曳
———文采之灵动

散文之美莫过于其飞扬的文采、流畅婉
转的基调， 以及由文字所流露出的拳拳真
情，就像一个女子，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低
眉回首嫣然一笑，让人神魂颠倒，深陷其中
而不可自拔。

《乡土呢喃》开篇《汪静宜的梨花》文字
缠绵悱恻，细腻如水的叙说，透出作者方雪
梅女性之深情。对于寂寞坚守，秦小珊《我在
无色花开的日子里》 也有温柔又倔强的解
读，爱情的本质是孤独，她为“爱情天梯”而
感动，她的文字淡淡的，像女子心湖微微泛
起的涟漪。杨跃清《炊烟起，我在黄昏里等
你》以粗布罗裙的农妇内心的情感波澜为落
脚点，引领读者对“紫鹊界”这个带着历史烟
尘的所在展开想象，美好得像一场梦。梁艳
飞《懂得春光》对春光花事作细致观察和书
写，语言微妙，如“最初的春天，像远房亲戚
的到来，含蓄腼腆，谨言慎行，不敢贸然满世
界窜来窜去”，像极了一个小腹微隆的少妇，
羞怯和喜悦欲说又止，恰到好处的拿捏了春
天的步伐。

除了女性般的柔美，散文也是传递力量
的重要载体， 就像阳刚男子黝黑的皮肤、坚
毅的面庞、强健的骨骼和肌肉，给人以无畏
风雨的力量和勇气。《乡土呢喃》中的此类文
章，当首推谢宗玉《一棵奇怪的树》，笔力老
道，意蕴无穷。张天夫《壶瓶独卧》颇有侠客
风骨，文字简练，形象生动，对山的描述、对
宇宙人生的思考，充盈着慷慨豪情。刘晓平
《淌过大地的生命河》把大地比作母亲，而河
流是大地的儿子，作者的生命之河从他出生
的大山开始流淌，直奔大海，篇幅虽短却显
示出海纳百川的宏大壮阔。范如虹《湘酒写
意》文字如酒，挥洒自如，以“意”为主，醇香
的酒气沁人心脾。

也有柔中带刚，刚柔相济，怡情励志两
相宜的美文，如杨汉立《爷爷的金色田野》是
一首洋溢着希望的田园诗，爷爷的卷烟芬芳
四溢，漫过田野，漫过整个四季，漫过农人的
一生，热烈的收割承载着农人的喜悦。林涛
《乡村的味道》捕捉乡村碎片加以诗性描摹，
纤毫毕现的呈现出村庄之美。伍益中《流淌
的生命》语言如诗，如“溪流钻进远方，秋天
的脸色很白，分娩出丰收后的虚脱”，文章形
散神聚， 飘忽的朦胧呈现了散文言语之美。
赵宇的《像天使一样》、胡晓江的《青砖黑瓦》
以及萧通湖的《月光井水》、彭晓玲的《再遇
多脉青冈》等文章也优美地显露出作家们不
凡的文字功底。

炊烟袅袅云上梢
———情意之真切

立足乡土，乡情当然是绕不过去的情感丰
碑。周伟的《望乡曲》说“只有乡村才证明了我
真正的存在”，通过对挂青扫墓、搪瓷缸、腊肉
血肠等乡村特有事物的描写，吟哦出一首望乡
曲。张建安《童年的草籽花》承载了作者蓬勃生
长的故园深情，草籽花成为一个符号，盛开在
作者记忆的伊甸园里。 杨旭昉《故乡雷鸣塘》
中，写常年在外漂泊，但故乡“总是在梦里穿过
思维的栅栏走近我的视野，在我的心宇烙下深
深的印痕”。沈念《通往岛上的路》中，写跟着父
亲到洞庭湖割芦苇最后陷入泥沼的少年，小小
年纪远走他乡，失却了湘西大山里的故乡。

亲情是故乡的根，所谓故乡，是因为那里
有家有爱，有人们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和亲人一
起咀嚼过的苦辣酸甜。王芳《比水静，比草低》
思念逝世的母亲，从个人情感升华到人类普遍
的情感故乡的失落，哀而不伤。姚进军《中秋情
殇》在月圆之夜忆作古的亲人，文章最后的追
问深入人心。肖定舟《民以食为天》忆父亲，文
章最后为父亲而作的挽联仿佛作者滚滚而下
的两行热泪。刘定安的《奶奶》回忆奶奶去世前
最后一段时光，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
惊心动魄的事件， 却因其真实而让人感动。安
敏《我那乡间的儿子》 带给读者另一种感动，

“乡间的儿子” 是作者一家结对领养的贫苦孤
儿，但他们之间的情感朴实而伟大。袁道一《被
雨水淋湿的屋檐》、谢枚琼《柴米夫妻》、胡建文
《教母亲写字》等文情感充沛，家长里短、柴米
油盐间道尽人世悲欢哀乐。

湖湘多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日常
生活中也颇多情趣，如肖念涛《头等舱》写自己
阴错阳差坐上头等舱的奇妙心理，王涘海《不
老姜贻武》写深恋酒文的姜爹，晏来《乡村学
校》 写自己在乡村学校里度过的童年和少年，
谢子元《脚鱼、甲鱼、水鱼、团鱼及其他》写由吃
鱼引起的所思所想，都显示出湖湘儿女的生活
和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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