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珠山

江 周刊
XIANGJIANG� WEEKLY

◎第70期

11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龚旭东 版式编辑 周鑫

曹辉 曾明辉 王宁

3月11日， 湘潭黎氏文化(艺术)研究
会成立。 “黎氏八骏” 中黎锦曜孙女黎
明、 黎锦纾孙子黎丹夫妇以及孙媳杨来英
出席成立仪式。 与会的知名作家、 湘潭市
委副秘书长赵志超特赋诗一首： “长塘潋
滟卷微醺， 八骏才名海内闻。 源溯朱苍绵
百代， 枝开衡岳荫千村。 诵芬楼上书声
朗， 罗网山中腊酒浑。 云起龙骧争折桂，
晓霞蒸蔚满乾坤。”

作为湖湘望族、 书香世家， 湘潭黎氏
家族演绎了中国科学、 文化、 艺术传奇，
是近现代湖南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近代以
来， 这个家族英才济济， 代有贤人， 涌现
了清代监察御史、 著名诗人黎光曙， 贵州
巡抚、 河道总督、 著名学者黎培敬， 台湾
知府、 著名抗倭将领黎景嵩， 现代著名诗
人、 书法家、 篆刻家黎培銮、 黎承礼、 黎
承福、 黎丹， 现代著名作家、 报人黎烈
文， 美籍华裔科学家黎念之， 著名记者、
诗人黎涤尘， 著名护士、 南丁格尔奖获得
者黎秀芳等。 特别是以黎锦熙、 黎锦晖为
代表的黎氏八兄弟卓立于世， 个个有故
事， 人人有成就， 像八匹奔驰的骏马， 驰
骋在现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 被誉为“黎
氏八骏”， 他们分别是： 著名语言学家黎
锦熙、 著名音乐家黎锦晖、 地质矿产专家
黎锦曜、 平民教育家黎锦纾、 铁道桥梁专
家黎锦炯、 著名文学家黎锦明、 著名音乐
家黎锦光、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黎锦扬。 这
“八骏” 因为在各自所在领域的建树而驰
名中外， 其名字分别被载入 《辞海》 等各
种辞典。 “黎氏八骏” 亦多有逸闻趣事佳
话。

黎锦熙：
毛泽东写给老师的六封亲笔信

“从最初的倡导、 组织到规定标准
音、 标准语， 制定符号、 音标， 从注音
字母、 注音符号到国语罗马字、 拼音字
母， 从南北协议定音、 而京音、 京语到
普通话 ， 从拼音方法上的‘三拼’ 到

‘双拼’”， “中国注音字母之父” 黎锦熙
为此贡献了他的一生。 如今我们使用的
字典、 辞典， 所说的普通话， 所写的字，
无不与他息息相关。

而毛主席与老师黎锦熙的故事， 则
是尊师重教的典范。

1915年， 黎锦熙到北京， 毛泽东曾
写给黎锦熙六封亲笔信。 其中1915年11
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生平不见良师
友， 得吾兄恨晚， 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
1917年8月23日， 毛泽东从长沙寄给北京
黎锦熙的一封信中， 畅谈了对人生的信
念和立志。 信中写道： “近日以来， 颇
多杂思， 四无亲人， 莫可与语……当其
求涂不得， 歧路彷徨， 其苦有不可胜言
者， 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乘暇作此
信 ， 将胸中所见 ， 陈求指答 ， 幸垂察
焉。” 由此可知毛泽东求知若渴， 将历史
老师黎锦熙引为知己。

毛泽东创刊出书， 会寄给黎锦熙。
“在白色恐怖下， 黎锦熙保存了毛主席的
书信， 以及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 《湘江
评论》 和 《新民会会员通信集》 等珍贵
文献。 《湘江评论》 第五号寄给在北京
师范大学任教的黎锦熙后， 湖南军阀派
兵查抄了全部刊物并销毁。” 作家陈金亮
称， 后来， 《湘江评论》 第五号， 全国
仅留下黎锦熙手中的唯一一本。

1949年6月17日下午3时许， 毛泽东
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宿舍， 一见黎先生高
兴地喊： “黎老师， 好想念啊!” 毛泽东
还在酒店订了一桌湘菜， 邀请汤藻贞、
黄国璋作陪， 几位湖南老乡高兴地吃着
湖南菜， 说着湖南土话， 抒发浓浓乡情
和师生情谊。

黎锦晖与黎锦光：
中国流行音乐开拓者

1919年， 从小喜爱民间民俗音乐的
黎锦晖参加了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音
乐研究会， 并主编 《平民周报》。

“他除致力于推广国语和改革儿童
教育等外， 在音乐艺术方面有着一系列
的创新与建树。 他开创近现代儿童歌舞
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崭新题材， 创办
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 编写
流行通俗歌曲等， 这些无一不是20世纪
我国音乐史上的创举。” 李岚清在 《中国
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开创者———黎锦晖》
中这样论述。

1930年初， 黎锦晖组建了明月歌舞
团。 作为专业演出团体， 明月歌舞团对
普及推广歌舞音乐等起过重要的作用。
人民音乐家聂耳及周璇、 王人美、 黎莉
莉等一大批艺坛名人， 都曾在这里学习
和演出过。

黎锦晖积极推广平民音乐的尝试，
在民间儿歌中扩散开来。 他的儿童歌舞
表演曲中，《可怜的秋香》是他谱写的第一
首歌 ， 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歌曲 。
《老虎叫门》（《小兔子乖乖》）如今仍广为
传播， 成为儿歌中家喻户晓的经典。

黎锦晖将他所开创的“黎派音乐”
大旗， 交给了他的七弟黎锦光。

1939年初， 黎锦光进入百代唱片公
司做音乐编辑， 长达十年之久。 这期间，
他创作了一批十分流行的电影插曲。 他
的音乐中， 既有西方音乐创作的痕迹，
也有中国民间音乐的气息。 黎锦光乐于
融入新鲜元素， 他早年学习西洋音乐，
率先成功地将爵士音乐融入创作过程中，
作品优美通俗、 脍炙人口。 他采用湖南
花鼓戏的“双川调” 改编了歌曲 《采槟
榔》， 由周璇灌制唱片后极受欢迎。

如一首经典的《夜来香》， 成为国际
著名歌星保留曲目，他被国际流行音乐界
誉为“中国流行音乐创始人之一”。 上个世
纪50年代后期，黎锦光编配的轻音乐《送
我一支玫瑰花》《青春圆舞曲》等流行海内
外，他也写过电影《西厢记》插曲《拷红》、
《红楼梦》插曲《葬花吟》等。

作家兄弟：
黎锦明与黎锦扬

在长塘， 乡人习惯称黎锦明为“六
老爷”。 “六老爷可有意思了。 他出门做
客 ， 迷了路 ， 便折回原地 ， 再重新出
发。” 这是关于“六老爷走路重来” 的趣
事。 经过口口相传， 黎锦明的形象早已
广为流传。

曾担任菱角村村支书的张恩奇讲，
有一次， 附近村民在豆子地里忙着扎稻
草人， 以便赶走前来偷食的鸟儿。 黎锦
明见了， 忙说： “不要这样扎稻草人呢。
我告诉你， 这里附近的鸟儿， 嘴巴都只
有那么长。 你只要把豆子往地里头种深
一点， 鸟儿就啄不到了。” 张恩奇一边
说， 一边哈哈大笑： “他不懂得自然生
长规律， 不晓得豆子在地里种得太深，
就长不出来了。”

鲁迅称黎锦明为“湘中作家”， 评价

他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与热情”。
中篇小说 《尘影》 被称作是黎锦明最有影
响的作品， 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
写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

比黎锦明小10岁的黎锦扬， 也成为
了一名作家， 并从文学写作的领域， 涉猎
至舞台剧、 电影等影视领域。 这位华裔美
籍现代作家， 今年102岁， 是目前“黎氏
八骏” 唯一一位在世者。

1944年， 黎锦扬从耶鲁大学毕业后，
一时找不到工作。 某天早晨， 他被华文
《世界日报》 的一则征文启事吸引： “本
报欲开设英文专栏， 征稿一经采用， 每篇
5美元。” 每天靠吃25美分一碗的面度日
的黎锦扬大喜过望， 回家即写英文文章。
后来他的一篇短篇小说 《禁币》 获得 《作
家文摘》 短篇小说一等奖， 奖金750美
元。

《花鼓歌》 是黎锦扬的第一本小说，
出版后登上了 《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 后
来被改编为歌剧， 1958年10月在波士顿
首演， 随后到百老汇连续演出了600场。
再后来由环球公司改编为电影， 获得奥斯
卡五项提名， 得了三个金像奖。 2005年，
《花鼓歌》 被剧作家黄哲伦改编， 重上百
老汇。

传奇三兄弟：
黎锦曜、黎锦纾、黎锦炯

黎锦曜排行第三， 是一名矿产专家。
早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冶金
科， 先后在云南、 宣化、 开滦等地开矿。
他还在黎锦晖所组织的歌舞团工作过， 抗
日战争开始， 他在南京中华矿学社任主事
兼任 《中华矿学杂志》 的主编。 抗战期间
回湘潭， 为发展家乡的采矿工业， 曾花掉
大量家产在故乡开采盐矿、 煤矿。

1949年后， 黎锦曜任省工业厅高级
工程师。 1953年， 他年近六旬， 不顾家
人劝阻， 自告奋勇接受中央有关部门交给
的任务， 带领一班人去海南岛探矿。 第二
年， 因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而身染重病，
在海南考察工地病故。

“黎氏八骏” 老四黎锦纾， 1922年
去德国留学， 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成为长塘黎家第一个博士。 1925年他在
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塘黎氏第一个共
产党员。 1931年到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
进会工作， 任学校教育部主任， 平民教育
成为他一生致力的方向。

为了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有一套得心
应手的教学艺术， 黎锦纾根据国内外教育
专家的教学经验和切身实践， 编写了 《教
学艺术》 一书。 “书中举出300多个教学
例子， 包括教学语言提问， 哪些问题应怎
样提出， 和不该怎样提出等。” 他的学生
朱先涛说， 这是真正启发式的教学法。

黎锦炯则走了另一条道路。 当年， 黎
锦炯带着一块大洋， 穿着草鞋离开湘潭，
走到长沙去读书， 后考取唐山交通大学。
1927年毕业后， 在京奉铁路 （北宁铁路）
当工程师。 让黎锦炯名扬中外的， 是滦河
大桥， 这是中国北方第一座大型铁路桥。
1929年， 黎锦炯还只是天津铁路局的一
个见习工程师， 他见外国人用很高的报价
承建滦河大桥， 很不服气， 便挺身而出，
以低于外国人很多的报价要求由他承建。
得到批准后， 他加班加点， 三个月拿出修
建设计。 施工时， 他日夜守在工地上， 终
于建成了滦河大桥。

新中国成立后， 黎锦炯在铁道部负责
设计领导工作， 宝成、 成渝、 鹰夏等新建
铁路， 武汉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等，
都凝聚了他的心血。 1981年， 黎锦炯病
重住院， 临终前对家人说， “没有修成西
藏铁路， 真是死不瞑目呀！”

荣光的原因：
文化、家教、平行影响

通常认为， “黎氏八骏” 的出现， 黎
氏父母的良好教育与优良家风的传承， 是
这个优秀人才群体涌现的主要原因。

“黎氏八骏” 荣光背后的原因， 一是
湖湘学派的文化基因熏染， 二是家风家训
的直接传承， 三是兄弟姐妹间的平行影
响。

湘潭黎氏几百年以来， 注重学有所
用， 在实践中展示自己平生所学， 反对书
生空谈误国老学究似的读书现象。 黎氏后
人黎舜童认为， 湘潭黎氏在“经世致用”
上， 抓住了与时俱进这个特点。 这种经世
致用的特征一旦具体化， 便铸造了一个

“笔墨当随时代” 的经典家族。 黎松庵用
“新学” 来教育子女， 培养了他们独立思
考的进取精神。

黎石城认为， 湘潭黎氏之所以成为名
门望族， 全凭重视家风的培育与传承， 后
辈人才的培养， 将好学的精神、 善为的慈
悲融入到家族成员的血液中。

新10师指挥所遗址、 58军指挥所遗址、
腰子坡战场遗址、 抗日阵亡将士墓……山
上， 一个个沉甸甸的地名标牌， 无不透露
着这里曾上演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影珠山陡峭怪峻、 形势险要， 控长、
汨两地咽喉要冲，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发生四次“长沙会
战”， 从某种程度上说， 谁控制了影珠山，
谁就掌握了长沙会战的主动权， 因此四次
会战均在影珠山进行过战斗。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 十余万侵略者
兵分三路朝长沙扑来， 火力超过国军数倍。
国民政府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官兵们顽强坚
守阵地， 硬是用汉阳造老式步枪打退了敌
人的疯狂进攻， 击破了大日本帝国不可战
胜的神话， 大大提升了中国军民抗日必胜
的信心。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 从长沙全线
败退的日军在影珠山腰子坡遭到中国军队

围堵。 当时正值严冬， 山中寒风冷冽， 我
军官兵单衣草鞋坚持战斗。 上士班长徐达
先在二次会战中5处负伤， 却从医院带伤赶
来参战； 排长陈孔勇猛无比， 一刀削掉敌
指挥官谷川次郎的脑袋； 连长赵国发不幸
中弹腹破肠流， 把肠子塞入腹内继续指挥
战斗……此战全歼日本山崎大队2000余
人， 书写了“倭寇不曾留片甲， 英雄驻此
障长沙” 的英雄篇章。

青山埋忠骨。 后人将烈士们的遗体集
中掩埋在一片青松翠柏之中， 建造烈士陵
园， 使英灵得到安息。 如今， 山巅上又立
起了新的墓碑， 以更好地寄托后人对英烈
的深深缅怀。

已近黄昏， 暮霭沉沉， 游人散去， 整
座山头变得静谧， 一阵晚风吹来， 松涛阵
阵， 仿佛当年在此保家卫国的将士们， 又
在激昂呐喊。

与“仙人”同行，
和英雄比肩

影珠山：

谢璐

进入长沙县， 沿107国道向北行驶， 临
近长沙、 汨罗交接地界， 在一片青山绿水
间， 便可闻得这样一首民谣： “影珠山，
离天三尺三， 人要低头过， 马要卸脚鞍。”

这歌谣唱的便是影珠山。虽然山的高度

被夸张了（实际高度约500米），但气势是相
符的。远远望去，70多座山峰连绵起伏，雄踞
福临镇，南接青山铺，北连开慧镇，东、西山
脉相守相望，共同历经岁月洪荒。千百年来，
这奇山秀水间，蕴藏了太多仙侣传说、志士
佳话、英雄往事，纵是煮上一大壶好茶，从白
日当空说至星辰满天，也只能道其万一。

但凡一处古老的地方， 其地名背后大
多有神秘的传说， 影珠山也不例外。 其名
来由有几种说法， 最出名的一种， 是南朝
的陶真人曾隐居于此， 原名“隐居山”， 主
峰北麓有依次递进的九个天然石岩溶洞，
当地人称“九间房”， 在第二个洞里， 依稀
可见石桌、 石床、 石炉等物， 据说当年陶
真人就是在此修仙炼丹、 颐养天年。

行走在山间， 松、 柏、 竹等古木郁郁
葱葱， 满目的苍翠像是给大山披上了一袭
华美的袍。 越往上走， 越是安静， 除了树
叶窸窣、 鸟语虫鸣以及寺庙中悠扬的晚钟，
再听不见其他杂音。 山中有不少奇峰怪石，
九马奔槽、 八仙弈棋、 罗汉晒肚、 狮子坨、
天鹅抱蛋……每一处都流传下一个故事，
令人捧腹、 动容或深思。 行至山顶， 一潭
碧水清明见底， 宛若一双善睐的眸， 温柔
地记下这山里的春去秋来。 登高眺望， 视
野极为开阔， 让世俗的一切烦忧如水银泻
地， 风声里， 好似还有遗老的喟叹， 云雾
间， 仿佛又见真人的仙魂。

山巅一座古寺，名养静寺，这是曾红极

一时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和电影《火烧
红莲寺》中红莲寺的原型。 寺庙前坪立着一
截炭黑的古木残桩， 据寺里的老僧人介绍，
这是一棵古银杏，历经元、明、清、民国700余
年仍枝繁叶茂，可惜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雷
电击毁。 巧的是，与东影珠山有“夫妻山”之
说的西影珠山顶主峰也生长着一株千年银
杏，两树一雌一雄，这棵树被毁后不久，西影
珠山上那棵也神秘地枯死了，这难道是一曲
古木相伴相依、同生共死的千年恋曲？

明朝建文四年 （1402年）， 在燕王朱棣
发动的“靖难之役” 中， “宫中火起， 帝
不知所终”， 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成为中国
历史上七大悬案之一。 当地上了岁数的老
人都盛传影珠山上有一落难天子墓， 《江
湖奇侠传》 中也曾提到“很有几个明朝遗
老隐居在里面”， 影珠山原名“隐居山”
“隐王朱山”， 山上的龙坡庙、 龙坡里、 九
龙庵、 万寿宫、 凤凰台等耐人寻味的地名，
仿佛都在隐隐暗示此山与帝王的某种关系，
种种蛛丝马迹， 让人不禁猜想， 落难的建
文帝当年是否就隐居、 长眠于此？

影珠山氤氲着神仙气

影珠山回荡着英雄气
第58军指挥所遗址。

﹃
黎
氏
八
骏
﹄
传
佳
话

以黎锦熙、 黎锦
晖为代表的黎氏八兄
弟卓立于世， 个个有
故事， 人人有成就，
像八匹奔驰的骏马，
驰骋在现代中国社会
各个领域， 被誉为
“黎氏八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