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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老先生·老档案

戥子桥二号的大木门，
迎来了一位老先生

在老一辈湖南省文史专家魏方
的记忆中， 当年位于戥子桥二号的
文史馆， 有一张独具特色的厚重的
大木门。戥子桥二号，即今天的衡清
里五号。1953年1月湖南省文史研究
馆成立后，第一任馆长、著名语言学
家杨树达， 多次从河西岳麓山下出
发坐船过江，一路施施然而行，进入
此门……

湖南和平解放不久， 新政府拟
通过成立湖南省文史研究馆这个具
有荣誉性、统战性的机构，团结湖湘
文史界的元老们， 并照顾一批生活
有困难的“老夫子”。68岁的杨树达
学术造诣精深，在文史界地位高、分
量重，当年曾给毛泽东讲过课，由他
出任第一任馆长可谓不二人选。

杨老先生本只想当个挂名馆
长， 没想到副馆长方叔章上任不到
一个月就去世了， 诸多事务只好亲
力亲为，如推荐馆员、商讨困难馆员
年末补助办法等。待到副馆长、著名
教育家曹典球上任，他才轻松一点。
老先生著述频出、建言新政、社会活
动频繁，他坚持每晨四五时即起，在
微弱的煤油灯下开始一天的工作。
1956年2月14日，他因常年带病工作
突发脑溢血去世， 临终前仍微弱地
说：我还有事情要做呢……

数百份人事老档案，掀
动历史深处的烟云

2016年11月22日。 正逢小雪节
气，长沙气温骤降。但从小院历史深
处透过来的一道光亮， 却留下了春
的温暖。 记者来到红色小楼三层的
档案室，推开沉重的铁门，上百份老
档案资料排列齐整，一目了然。

“姓名：柳午亭，名大谧，性别：
男，年龄：74”……已经发黄的表格
里，繁体的小楷毛笔字端正工整。照
片上，柳午亭戴着眼镜，一派斯文。
可以想见，这位毛泽东的体育老师、
烈士柳直荀的父亲， 在填写这份人
事表格时的肃穆与严谨。

细微的书页清香， 掀动历史深
处的烟云。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
解放。一个月后，程潜和陈明仁赴京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议
期间，毛泽东告诉两位将军，政府考
虑在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军政
委员会设参事室、参议室，妥善安排
湖南和平起义将士以及长期合作共
事的老朋友，使其各得其所，各尽所
能。

1950年8月21日，长沙中山路宝
南街1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正
式成立。首批60名参事，第一任参事
室主任，是曾有“白马将军”称誉的
方鼎英。 这位从新化走出来的国民
党元老，北伐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代理校长，与周恩来交谊深厚，多次
掩护共产党人。1955年4月，参议室
与参事室合并， 参议改为参事，参
事室人才济济， 名人汇聚：16岁即
随父亲出生入死的黄兴长子黄一
欧，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
长张干， 作为蒋经国的左膀右臂开
辟过所谓“新赣南”、1981年曾去信
劝蒋经国“高瞻远瞩， 完成统一大
业”的徐君虎……

为了保护这批档案 ，
47军一个班在院子里驻守

当年， 这些名人们填写的表格
和个人自传都是真实的人生记录，
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收藏于湖南
省统战部干部处。

在上世纪60年代的动荡混乱
中， 工作人员将所有档案藏入20多
个樟木箱子， 转移到当时统战部办
公楼下的秘密小隔层里， 两年后又
趁着夜色， 将所有档案偷偷转移到
参事室的宿舍楼上， 那里楼下有大
铁门，楼顶上有一层阁楼，需要搭楼
梯才能上去。 全部档案藏在最上层
的一间小屋里。85岁的原参事室工
作人员罗功海回忆当年情景：“那时
我才30多岁， 几个单身汉就住在藏
档案的小屋前面几间房守着。 社会
上最乱的时候， 我们担心光靠几个
人守不住，向领导报告，不久，47军
一个班的士兵专门在院子里驻守，
一驻几个月。”

1977年，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正式恢复， 与省文史研究馆合署
办公， 这批珍贵的人事档案得见天

日。为纪念抗战胜利，相关部门向湘籍
国民党抗战将领发放纪念勋章， 这批
几成孤本的档案成为关键依据。2009
年11月，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组织
编撰三卷本《湖南省参事传略》，即以
这批参事档案为基本素材。

“肖扬、黄绍文、石家城、李春华、
张尚政”，罗功海在记者的采访本上一
一写下当年一起保护档案的同事名
字。往事并不如烟。从迸发生命最后光
华的杨树达， 到默默守护档案的罗功
海等人， 小庭院里走过了许许多多老
先生，发生了许许多多老故事，见证了
一个时代的沧桑历程。

今颜‖新谋士·新使命

参事不是当吹鼓手唱赞
歌，要敢质疑，敢讲真话

进入新世纪后， 参政咨询成为湖
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核心工作，一
大批在各领域学识渊博、阅历丰富、业
绩显著、 身份超脱的党外人士被聘任
为参事，他们被称为“湖南谋士”，柳思
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1年，我被聘任为湖南省人民
政府参事，连续当了三届参事。参事不
是去当吹鼓手，唱赞歌，而是要能比别
人更早地发现问题，要敢质疑，敢讲真
话实话，哪怕领导一时不能接受。”

11月23日， 在湖南商学院的一间
办公室里， 柳思维说起他的15年参事
心得，爽快干脆。

2009年， 湖南省GDP总产值首次
超过湖北省，大家都颇为高兴，2010年
3月，柳思维在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一次
座谈会上提出了：“不要过于陶醉，自
娱自乐，要冷静思考”，并提出省里的

“一化三基”发展思路要调整，要把城
镇化、 农业现代化等考虑进去。“书记
听得很认真， 我的观点也引起了大家
的热烈讨论。 那天的会从下午3点开
始， 吃过晚饭接着开， 开到晚上9点
半。”

讲实话、 讲真话要建立在扎实的
一线调研与深入思考上。 柳思维常年
来非常关注农村商品流通问题。他说：

“今年，我的重点就是调研农村电子商
务，在江永松柏乡，一位返乡的淘宝店
店主覃红梅告诉我，农村网络不好，她
只好拿着手机在村里四处走， 哪里上
网信息强就把店址定在哪里。 今年夏
天最热的时候我还去了桃江、 南县调
研。”

“没有问题，就没有建议”
陈先枢人称“长沙人文历史活辞

典”。几十年来，他常带着一个本子一
部相机， 寻访长沙的老街老巷和众多

历史人文古迹。2010年，陈先枢被
聘任为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正值
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文史馆员新
增调查研究、 参政咨询的任务，陈
先枢等一批文史馆员成为中坚力
量。

“没有问题，就没有建议。”和
柳思维一样，陈先枢也最看重问题
意识。 问题在哪， 建议就在哪。例
如，为什么每次城市建设与历史文
化保护两者冲突时，历史文化的保
护总是处在被动、 弱势的地位？
2014年， 陈先枢和王沛清等馆员
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我省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建议》， 毫不
客气地指出， 在历史文化保护上，
违法成本和守法成本严重失衡，直
指当地政府的利益驱动是历史文
化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长官意志
往往取代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这
份《建议》引起了省领导的高度重
视，责成相关部门强化措施，加大
工作力度， 在保护名城历史风貌、
传承历史文脉上尽职尽责。

说起文史馆所在地、当年的戥
子桥， 陈先枢有一份特别的亲切。
他是清代史志学家陈运溶之后，陈
家祖上的宗族祠堂就在这里，上世
纪30年代陈氏宗祠建为至善小学，
他的父亲陈继征曾担任校长。陈运
溶专心十载，五易其稿，编著了《湘
城访古录》； 也许命运冥冥之中自
有安排，陈先枢接过了先祖的接力
棒，从1982年至2016年34年间，他
编著和参与编著与长沙历史文化
有关的图书达136部， 包括长沙的
老建筑、老照片、老报刊、老字号
等。他找到的一张德国建筑师柏石
曼拍摄的戥子桥陈家祠堂的老照
片，就收录于这些书中。

一条老街、一处小院，一个家
族、一座城市……跨越百年的彼此
守护与精神绵延，标点的正是生生
不息的湖湘精神与人文血脉。

“知识分子有说话的
空间与机会，这就叫报国
有门”

“经纶满腹全倾吐，只为人间
献锦囊。”据不完全统计，最近5年
来，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
省文史研究馆向省政府提交建议
200多份。当人们发现门前那条古
朴的老街保留下来了，不远处湘江
的水越来越清了， 也许并不会想
到， 这些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背
后，连接着政府参事、文史馆员这
些知识精英的时代使命。

2006年6月29日，柳思维根据

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决策，撰
写了《关于加快中部地区崛起的政
策建议》。7月7日， 建议上报的第二
天， 时任省长周伯华即指示省政府
办公厅将此件上报国务院。 柳思维
提出的相关建议得到采纳。 回想当
年，柳思维颇为动容：“报国也要有平
台和机会。 参事的建议能直接到达
省领导甚至国家领导的案头， 如果
被采纳， 影响的就是国计民生的大
事。 知识分子有说话的空间与机会，
这就叫报国有门。”

2016年8月22日，时任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向谭晓风、石军南等
10位省政府参事和凌宇、 王宏等11
位省文史馆员颁发了聘书。 他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指示精神，充
分发挥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和存史
资政作用， 努力把参事室和文史馆
打造成省委、省政府“信得过、用得
上、离不开的新型智库”。

历史悠久， 文脉深厚的长沙衡
清里5号，已敞开新时代新智库的大
门，迎接它的未来。

长沙市开福区，衡清里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两块牌匾庄
重典雅。梧桐树下的小庭院，绕开芙蓉路上喧闹的市声，颇有几分清幽自在。但半个多世纪以
来，这处藏在街巷深处的安静之所，所传承、所凝聚、所影响的，既牵动远去的湖湘历史烟云，
亦与当下湖南的战略顶层设计、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书生报国有何计？这庭院之门，穿越半个世纪的时空，联结的正是一代接一代湖湘士子
的报国志、为民心。现代“翰林院”、湖湘大智库……一座不起眼的小庭院，藏的是报国为民的
大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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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滚滚
洪流。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
变革中，有成功的喜悦，有低谷

的彷徨，有幸福的回忆，也有扼
腕的叹息……伴随着潮起潮落，
这一桩桩、一件件，犹如一片片
五颜六色的贝壳，静静地停留在
海滩之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如火如荼的
“学习运动”

小院春秋文脉深

■链接

一份参事建议
一项国家战略
这些年，这些参事

·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
设立湖南湘江新区。 这是中部地区
首个国家级新区。 湘江新区概念的
提出 ， 始于2013年省人民政府参
事、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朱翔的一份
建议。 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规划的
朱翔参事， 参与了长株潭两型社会
建设规划制订的全过程。 他敏锐意
识到， 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等园区
的高层次职能不够突出 。2013年6
月份 ，他向省委 、省政府提出 《关于
争取设置国家级长沙湘江新区的建
议 》，很快得到省委 、省政府领导的
高度重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
获得国家批准。

·2008年， 崀山申报世界自然
遗产工作停滞不前，向世林等7位参
事共同署名，向省政府提交了《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 确保崀山申报世
界自然遗产获得成功》的参事建议。
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参事室和20
多家省直部门参加， 参事们提的各
项工作措施基本被采纳 。2012年 ，
新宁县崀山风景区终于捧回了 “世
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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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档案里的老故事， 令人回味。 田超 摄

� � � �一提起运动，生于上世纪50年
代左右的这一代人， 都会不自觉地
联想到解放后的历次阶级斗争。尤
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

“红卫兵” 运动、“上山下乡” 运动、
“批林批孔” 运动、“反击右倾翻案
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带来了
无数灾难。也许,人们对这段岁月的记
忆已经模糊。而在我看来，发生在上世
纪80年代前后的“全民学习”运动，则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兆”。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
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就是一部学习
史。圣人孔子所著《论语》开宗明义

“学而第一”，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以后，“学而优则仕”亦成
为历朝历代不变的法理。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们党的历史方位正面临着由
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重大转换，各项事
业百废待兴。之所以能较快地实现经
济及时复苏和全面好转，其中最重要
的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上
下重新学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

然而， 随着文革十年动乱的到
来，学校停课、大学停招，知识分子变
成了“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甚嚣尘
上。物极必反，1977年，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到来， 特别是高考制度的恢复，
饱尝了十年失学之痛的一代，在神州
大地上兴起了波涛汹涌般的学习大
潮， 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激流中。
除了通过高考进行全日制教育外，电
大、夜大、业余、函授、自考等成人教
育也纷纷爆满。一时间，全国各大城
市的图书馆座无虚席， 各个层级、各
种类型的补习班风靡学校。成千上万
来自农村、工厂、矿山、部队、机关、事
业单位的年轻人， 重新走进了校门。
甚至不少已两鬓白发的人也在追逐
着人生学习的“末班车”。

我当年生活的地区， 大学云集。
每当夜幕降临，许多求学者从四面八
方涌入学校， 每间教室灯火通明。下
课铃一响，一批又一批学员在欢声笑
语中迈出校门，融入大街小巷，校园
逐渐恢复了平静。不仅是大学，在各
中学、中专、技校亦是如此。每次目睹
如此“壮观”的场景，我都抑制不住心
中的激动与羡慕。

正如电影《高考1977》中所描写
的，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也是一名
农场知青。当农场的老领导看着一批
又一批知青离开农场、 走进考场，内
心五味杂陈。“我们把一片片荒野开
垦成了粮田，你们要是都走了，今后
谁来接班啊！” 一位尊敬的老领导反
复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作为知青中的
代表人物带头扎根农场。看着一手培
养我、教育我的老同志那饱经沧桑的
面容，回想起他们艰苦奋斗的创业热
情、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我服从了

“稳定知青”的组织决定，放弃了高考
的选择，走上了自学的道路。

自学并非易事。 从高中到本科，
再到研究生， 虽然每次都以高分录
取，但个中艰辛，唯有自知。与大部分
先读书、 后工作的人所不同的是，此
时我的肩上同时压着三副担子。在单
位，我已是一名领导；在家里，我已成
为父亲；在学校，我还被选为班长。工
作与学习、家庭与学习的矛盾时常困
扰着我， 不得不艰难地进行选择。每

天下班，待孩子安然入睡后，我才有
时间捧起书本，学习知识；一有机会，
则一头栽进图书馆， 泡上一整天。我
的学习过程始终伴随着工作经历，这
已成为我生活的常态。

几年前， 母校得知我赴任新职，
特意找到了我的学籍登记表和各科
目考试成绩单， 编印后送给我作纪
念。捧着这份历史的记录，我的眼泪
不禁夺眶而出，当年那一幕幕生动的
往事仿佛就在昨天。记得那年，我查
阅了所有业余大学的招生简章，只有
这所学校的两个专业既是本科学历，
又授予学位。尽管门槛很高，但我还
是瞒着单位同事和家人，毅然决然地
填报了这所名校的夜大学。 考试当
天，我来到学校，清澈的河流、如茵的
草坪、浪漫的法国梧桐，都缓解不了
我那颗紧张的心。 上午两门考试结
束，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我坐在河
边的树荫下独自发呆， 虽到午饭时
刻，但却丝毫没有食欲。下午又是两
门考试，结束后，我浑浑噩噩地走了
两站路， 才想起挤上公共汽车回家。
一整天我都沉默不语，家人只知道我
心情不好，殊不知背后我对这场考试
看得有多么重要。

一个月后， 本不抱希望的我，突
然收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此时那激
动、兴奋的心情就如同许多高考学子
一样，溢于言表。因为我知道，当时这
所学校的录取率只有5%。

5年的本科学习生活不算漫长，
但饱含着酸甜苦辣。孩子在我入学后
不久出生， 我常常抱着他学英语、背
单词。记得有一次，我正紧张地复习
第二天的考试科目，怀里的儿子吵闹
不已、不肯入睡。一时火起，我把他狠
狠地扔到了床角上。 孩子顿时吓呆
了，一双眼睛直直看着我，想哭却没
有哭出来。每当想起这一幕，我的心
就隐隐作痛。

毕业后，我又接着报考了研究生
专业。读完研究生，我又选择了EM-
BA硕士课程。若不是因为工作变动，
我不会中断在某大学研修的哲学博
士课程。

世上的事，凡循着规律办，就会
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若是突如其来
的“刮风”式运动，也难免“泥沙俱
下”。不可否认，在这场“全民学习”运
动中，鱼目混珠现象也有不少。以开
班为名、赚钱为实的学校有之；以钱
换文凭的虽属个别，但也有之；把考
题事先泄露而滥竽充数、“蒙混过关”
的也不少。再后来，甚至还出现了涂
改档案、伪造学历的，等等。我想，这
就是如今“在职学历”不被肯定的重
要原因。

我时常看到一些全日制毕业的
同事对在职学历不屑一顾，甚至有些
偏见。我还是想说一句，正是当年那
股“全民学习”的热潮，一扫文革“读
书无用论”的阴霾。许多有着丰富人
生阅历和艰苦生活磨炼、而又善于学
习的人，肩负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使命，在各自岗位上推动着改
革开放和时代进步。对此，我们不能
以偏概全。也许，这种历史现象以后
不再有，但那个群体在特定历史阶段
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则不可否定。
此话是否公道，留待历史判之。

� � � �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全民学习”运动，一扫文革中“读
书无用论”的阴霾，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兆”。 尽管也存在
鱼目混珠现象，但那个群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
则不可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