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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湘子

我的多数散文写得很短。 我把这些篇幅短小的散文
叫作“很短很短的散文”。

我的写作学步是从学写散文开始的。 那时候， 我刚
刚从大学校园踏上中学讲台， 在家乡的一所学校里教语
文课。 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极不自信， 希望通过和学生
一起写作文， 来提高写作能力。 对于年轻的语文老师来
说， 这确实是一种有益的训练。

我最初的写作， 是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命经验里
获取材料。 我写童年和少年刻骨铭心的体验与记忆， 写
山村里的人和故事， 写我认识的动物和植物。

有的文章其实是写得比较长的， 写完了放一放， 自
己重新来看， 觉得太多的文字过于平淡， 于是就把它们
删去， 留下那些比较有意思的片断。 就这样， 有些长长
的篇幅就变成了一篇篇短小的散文。

现在看来， 我很高兴那时候所做的尝试。 我写下了
童年生活里许多的美好细节， 记下了我和成长伙伴的一
些有趣的故事， 描绘了一些让我难忘的山野风景， 记录
了与时令季节有关的一些观察与感觉。

这些片断式的短文， 短得像火柴棍， 短得像一粒种
子， 短得像山间的一声鸟叫， 短得像萤火虫的光芒， 短
得像童年的一个脚印……

因为写作这些短文， 我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
向。 这是自我训练的过程， 是寻找和发现的过程。 它训
练了我从生活中发现素材的能力， 训练了我用文学语言
进行表达的能力， 训练了我的审美能力。

许多年以后， 我借助自己的写作感悟与经验， 去观
察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 提出了“发现作文” 的观念：
我提倡孩子们用发现的眼光写作文。

我体会到，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外在的世界和内心
的世界构成的， 每个人都是不断地在生活中、 在学习中
获得感悟、 思考和发现。 我提倡孩子们学会表达自己对
生活的发现、 对大自然的发现和对心灵的发现。 我把这
样的表达成长体验、 具有发现思维特征的作文， 称为
“发现作文”。

我用“发现作文” 观念去审视自己的写作实践， 无
论是我的“很短很短的散文”， 还是我创作的长篇报告
文学 《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 或是我的长篇少
年小说 《像风一样奔跑》 《蓼花鼎罐》 《牛说话》 等，
都体现了我提倡的“用发现的眼光写作文” 的主张。

选编这本书时， 发觉收入其中的稿件创作的时间跨
度达30年之久， 感叹时光流逝如斯。 选稿过程中， 其中

一些文章的写作情景浮现眼前， 一些与文章有关的人与
事也记忆犹新。 这些与作品有关的故事， 也非常美好。

比如， 《春日的怀念》 一文最初发表在金振林老师
主编的 《小溪流》 杂志上， 迅即被上海的 《儿童文学选
刊》 转载， 后来又选入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儿童文学
卷》。 2015年夏天， 我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少儿
读物节”， 见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老师， 想到
她当时是 《儿童文学选刊》 主编， 我当面向她表达谢
意， 感谢她多年前选载过我的儿童小说和散文。 秦文君
老师记忆力非常好， 她说： “你的一篇写外婆的散文，
还被选进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 也是我选的。”

另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故事， 来自江苏 《少年文
艺》 主编沈飚先生。 大概在2000年前后， 我写了散文
《纸风车》， 寄给曾给我发表多篇儿童小说的沈飚兄。 不
久后收到沈飚兄的信， 说他已经调离了 《少年文艺》 杂
志， 到图书编辑室上班了， 因此 《纸风车》 不能发表
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五六年， 有一天我忽然收到江苏
《少年文艺》 的样刊， 打开一看， 《纸风车》 发表出来
了。 原来， 沈飚兄又调回到 《少年文艺》 杂志社了。

我把书名定为“打赤脚的童年”， 绝不是要美化那
种童年生活。 “打赤脚” 是与吃不饱肚子、 穿不暖衣服
紧密连在一起的， 那是贫困、 闭塞、 落后的年代。 但
是， 艰苦的童年生活所给予我的那份特别的体验和感
悟， 值得珍视和表达。 比如， 打赤脚的我穿上母亲给我
做的布鞋， 穿着姐姐给我打的草鞋， 那种温暖的感觉从
脚下直到心头。 记得上五年级的那个夏天， 父亲给我买
了一双用废旧的车胎割出来的“皮草鞋”， 那是我在童
年时代所得到过的最棒的礼物。

我写很短很短的散文， 表达我得到的一点一滴的感
受、 体验和发现。

我要提醒我的小读者们， 你们今天穿的鞋子舒适而
又漂亮， 但你们是否想到， 你们的童年是不是被保护过
度了呢？ 或许， 你可以进行一种尝试， 比如脱下鞋子，
赤脚行走， 去亲近大地， 亲近大自然。 我要说的是， 你
们要重视从生活和行动中得到新鲜的感受、 体验和发
现。

我希望我的小读者们也尝试写一写短小而有自己体
验和发现的文章。

短得像火柴棍， 希望它能擦出一朵火苗；
短得像一粒种子， 希望它能绽吐出一点绿芽；
短得像山间的一声鸟叫， 希望它能触发对一片山林

的向往；
短得像萤火虫的光芒， 希望它能照亮夏天美妙的星

空；
短得像童年的一个脚印， 希望那是起点， 能走出漫

长人生美好又精彩的故事……

（《打赤脚的童年》 邓湘子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

刘舰平

大约七年前， 我
收到作家陈愉庆转给
我的一封短函， 竟是
我与著名诗人、 翻译
家屠岸先生结下忘年
诗缘的开始。 此信原
文如下：

愉庆你好！
今见 《文艺报 》

上谢冕的文章 《高山
流水有诗心 》 ， 知道
刘舰平先生的 《高山
流水———半瞧己丑诗
编 》 是 你 向 他 推 荐
的 。 读了他的文章 ，
引起我的兴趣， 很想
读读刘先生的诗集 。
你能为我弄一本吗 ？
在此预谢！

屠岸
2010.11.24.

看得出， 这封短
信是屠岸先生放下当
日报纸， 立马提笔写

就的。 我由于眼疾日重， 无法读写而
搁笔多年， 又因为语音手机的问世让
我用它尝试写点小诗， 纯粹是自娱自
乐， 以对抗漫无尽头的昏暗日子。 也
是在好友陈愉庆的再三鼓励下， 将这
些由短信发表的小诗选编成集， 没想
到又通过她的热情推荐， 受到文坛前
辈的高度关注。 次日， 我怀着几分感
动和忐忑， 用快递将这本诗集寄给屠
岸先生，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舰平先生：
由我的表妹陈愉庆的推荐和联系，

我收到了您寄赠的尊著诗集 《高山流
水》， 非常感谢！

您的诗介于旧体诗和新诗之间 ，
又不同于当今有些人 （如台湾范光陵
先生） 所作的 “新古诗”。 您的诗可以
说是一种新创或者尝试， 对中国诗歌
发展也是一种探索。

您的诗歌语言清新 ， 内容充实 ，
韵律优美。

尊著我正在拜读。
祝健康愉快！

屠岸
2010.12.8.

这以后， 屠岸先生每有新著出版，
一般都会寄赠我。 我也会把读书所得
和写诗的体会打电话请教于他。 先生
虽是耄耋之年， 依然声音洪亮， 语调
亲切。 我们的话题也很轻松， 记得有
一次先生竟然向我打听自费出书的事，
并表示他也在考虑自费出一本书。 我
不禁愕然： 先生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
社总编辑多年， 是一位呕心沥血、 贡
献卓著的出版家， 怎么也会为出一本
书而自掏腰包呢？ 先生只是淡然一笑，
虽觉无奈却没有丝毫抱怨， 让我真切
理解了“德高望重” 这四个字的含义
和分量。 感谢湖南作协， 帮我解除了
近年出版诗集的后顾之虞。 在我赠书
的名单里， 最先恭列的当然是屠岸先
生。 不久前， 我又收到一份寄自北京
的邮件， 小心翼翼拆开来， 是屠岸先
生的新诗集 《晚歌如水》， 还有一封体
温犹在的亲笔手札：

刘舰平先生：
您好！ 我收到了您赠我的您的著

作 《我和影子》 和 《归去来》， 非常感
谢！

您的这两本书， 我正在拜读中。
您受眼疾之累， 这对您的诗歌创

作， 造成很大障碍。 然而您竟能以盲
写手机短信的方式， 从闪烁无定的生
命感悟中截取诗意， 燃放母语， 重新
掀起诗词创作的高潮， 令人惊异， 令
人钦敬！

您的新诗 （白话诗 ） 语言流畅 ，
诗意清馨， 得 “温柔敦厚” 之旨。 您
的旧体诗词， 深谙平仄规范， 掌控颈
联与颔联之相对律和相粘律， 中规中
矩， 成为高手。 更重要的是内涵深厚。

我也有眼疾， 两目白内障 ， 左眼
已动过手术， 部分目力恢复， 右眼未
动。 现在能勉强阅读书报， 看大字标
题而已。 仍觉乃雾里看花， 水中窥月。

我今年 95岁 ， “此身行作嵇山
土”， 但死神还未来握手， 我且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吧 （不是消极的）。

祝健康长寿， 全家幸福！
鸡年吉祥！

屠岸
2017.6.12.

读罢， 我将信纸照原样叠好放回
信封， 在书案上轻轻抚平， 久坐无语。
忽觉一阵清风吹过， 眼前的信笺随同
往昔的书简乘风飘去， 在静水流深的
江面上， 宛如一页页永不消逝的帆影。

风口浪尖的
纠结与选择

郑润良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风口浪尖》， 是杨少
衡最新力作， 讲述了一场台风和洪水灾害所带来
的官员命运的变化。

作者围绕抗洪抢险， 刻画了几位敢于担当不
怕牺牲的人民公仆。 比如水利局局长童健， 他业
务熟悉、 工作认真， 甘受委屈， 无私奉献， 不怕
牺牲， 每次洪水来临都亲临一线和堤口， 甚至在
决堤之时与武警部队、 干部民工一起跳入洪水之
中。 副市长唐亚泰， 平时脾气暴躁， 认真严肃，
对下属要求十分严格， 但面对洪灾， 哪里最危险
就往哪里扑， 几天几夜不休息， 在洪峰滚滚而下
决堤之际， 和党员干部们成为支撑堤坝的木桩；
决堤后命令所有人员撤离， 自身最后一个撤离，
并在下属被洪水卷走之时， 舍身救人， 用自身生
命挽救同志， 令人动容 。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
的， 则是台风洪水来临之际， 县级市市长陈竞明
想着借“台风” 搞政绩工程， 乘风而上， 大修
“镇风塔”， 名之为廉政塔， 最后被纪委革职、 依
法查办。

在常人眼里， 在位官员都是春风得意的， 但
杨少衡首先关注的却是他们内心的纠结与选择。
《风口浪尖》 刻画的三位男主人公， 也体现了杨少
衡一直以来写官场真实人性的特点， 生动展现了
他们在一些重要关头的内心纠结与选择。

张子清出身高干家庭， 走上政坛顺风顺水。
他才能出众， 但或许与出身有关， 他身上有几分
傲气， 不屑于花精力去打理各种“业余” 的上下
级关系， 致使他在与热心政绩工程、 左右逢源的
李龙章竞争市长一职时败下阵来。 在丝丽台风
中， 他被李龙章临时抽调负责关键性的梅溪三座
水库。 在违抗上级命令泄洪保全市人民生命安全
和听从上级安排拦洪保证市区不内涝的重大选择
关头， 他认为李龙章等人的命令有私人意图在
内， 其决定是错误的， 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
以人民利益为重， 最终做出了自己的艰难选择。
在官场规则、 个人利益和道义良心之间， 他选择
了后者。 从人格境界、 才干等方面而言， 张子清
是无可指摘的， 他和李龙章的对比反映了一些现
实存在的问题。

陈竞明善于“攀爬”， 胆子极大， 领导才能相
当出众， 他渴望有更高的位置施展才华， 他的攀
爬从其出身、 现实境遇而言其实也有几分无奈之
处。 他苦心经营自己与刘副书记的关系以获得后
者的支持， 包括将受贿得来的“宝马” 车送给刘
副书记的情人， 内心其实也相当纠结。 由于刘副
书记的落马， 他最终选择了仓惶外逃之路。

这部作品中最富意味的是唐亚泰的内心纠
结。 唐亚泰向以干练有为著称， 但在面对背景深
厚的“林公子” 承包的市防洪工程中出现的种种
质量问题时， 既不敢得罪林公子， 又担心豆腐渣
工程出问题， 只好加大政府资金投入， 暂缓另一
险要处防洪堤七姑堤的修建工程， 导致七姑堤在
暴风雨中溃堤。 对于唐亚泰而言， 他面对的是几
乎无解的难题： 得罪林公子意味着自己在仕途上
走入困境； 满足林公子的利益则不可避免地要伤
害到国家利益， 意味着渎职妄为。 在人生的最后
阶段， 他留给下属童健的一句话是， “童健你去
给我找这个办法”。 因为， “未来几年几十年， 她
可能会走进市政府办公室， 可能就坐在今天唐副
市长坐的那个位子上。 到时候她要知道自己应当
怎么办。” 唐亚泰的这个疑问是当代文学所发出
的一个时代之问。 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已超出了
作品中人物的能力， 需要现实层面的持久用力与
改善。

（《风口浪尖》 杨少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太生

一年之中， 人有两闲： 冬闲与夏闲。 冬闲是取暖，
柴草生烟； 夏闲是乘凉， 中庸平和。 虽然万物生长， 植
物们没有闲着， 可是午后天气闷热， 人又不能在烈日下
到处瞎走， 于是便睡， 以静制动， 消夏生凉。

“长夏少人事， 官闲帘户深。” 进入伏天， 折腾的事
少了， 宜伏不宜动。

夏闲， 文人怎样过？ 《晋书》 中说陶渊明， “夏月
虚闲， 高卧北窗之下； 清风飒至， 自谓羲皇上人。”

白居易诗中说， “时暑不出门， 亦无宾客至。 静室
深下帘， 小庭新扫地。 褰裳复岸帻， 闲傲得自恣。 朝景
枕簟清， 乘凉一觉睡。 午餐何所有， 鱼肉一两味。 夏服
亦无多， 蕉纱三五事。 资身既给足， 长物徒烦费。 若比
箪瓢人， 吾今太富贵。” 在夏闲中， 诗人粗茶淡饭， 内心
满足安静。 换到现代， 午睡醒了， 或许还要翻翻手机。

吴琴木 《夏日闲坐图》， 有一人坐山谷凉亭之中， 神
色是闲、 眉眼是闲、 坐姿亦闲、 山闲、 水闲、 云闲、 石
闲、 亭子也闲， 满纸是闲。

闲了， 才能听得见山风、 流泉、 蝉鸣， 闻得到花香，
空气中有药草气息。

朱自清到燕京郊外的松堂小住了几日， “难得这三
日的闲， 我们约好了什么事不管， 只玩儿， 也带了两本
书， 却只是预备闲得真没办法时消消遣的。” 看来， 书是
消夏的最好礼物。

夏闲， 嘴也闲。 汪曾祺吃西瓜， “将西瓜以绳络悬
之井中， 下午剖食， 一刀下去， 咔嚓有声， 凉气四溢，
连眼睛都是凉的。”

除了西瓜， 古人 《千金月令》 中提到， “是月可食
乌梅酱止渴。 方用乌梅捣烂， 加蜜适中， 调汤微煮饮之。
水泻渴者， 以梅加砂糖、 姜米饮之， 不渴。” 我小时候没
有吃过乌梅酱， 却喝过酸梅汤。

夏闲的日子， 《浮生六记》 的作者沈复， “泛舟，
以荷叶为伞,沉睡不知光阴之须臾。” 沈三白还说， “乡居
院旷， 夏日逼人， 劳教其家， 作活花屏法甚妙。 每屏一
扇， 用木梢二枝约长四五寸作矮条凳式， 虚其中， 横四
挡， 宽一尺许， 四角凿圆眼， 插竹编方眼， 屏约高六七
尺， 用砂盆种扁豆置屏中， 盘延屏上， 两人可移动。 多
编数屏， 随意遮拦， 恍如绿阴满窗， 透风蔽日， 迂回曲
折， 随时可更， 故曰活花屏， 有此一法， 即一切藤本香
草随地可用。 此真乡居之良法也。” 夏闲中， 找些适宜的
事情来做， 也算是没有白白浪费光阴。

夏闲， 有人晒衣， 也有人晒肚皮。 晒衣可亮出压箱
底的多寡、 殷实、 贫富， 晒肚皮的人， 是在晒学问， 自
己笑笑自己。

我倒是喜欢沈复， 擎一枝荷叶当伞， 在碧碧的叶下
沉睡。

《中国人的日常》
梁晓声 著 现代出版社

作者以平民化的视角，
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 ，
以细腻而率性的文字 ， 绘
制出中国人的日常百态和
精神图谱 。 全书通过作家
对现实生活的认真审视 ，
通过对普通百姓所思所想
的深刻剖析 ， 将国人的世
道人心全景式的披露开来，
并以一种别样的温情始终
萦绕其间， 感动着你我。

我写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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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闲情

夏 闲

走马观书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祝勇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祝勇在书中描述了苏
东坡一生的生命经历 ， 在
文字间穿插故宫收藏的宋
元明的一些艺术藏品 ， 由
书 、 画 、 物及人 ， 构写出
了苏东坡的人生脉络与生
命际遇 ， 继而由苏东坡个
体的人生去反观他所处的
时代 ， 从而更深度地展现
出整个宋代的文化精神的
要点。

《看不见的岛屿》
[德] 朱迪斯·莎兰斯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是德国知
名艺术家 ， 以精湛
的绘图工艺和引人
入胜的文字 ， 描述
50多座你未曾到访
也永不能游历的遥
远孤岛 ， 完美呈现
地理 、 文学与艺术
之 美 。 本 书 荣 获
2009年 “世界最美
的书” 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