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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花

小妹新居落成， 我们欣然前往祝
贺。刚到村口，大家就被惊艳到了，盈盈
绿野之中， 一栋精致的三层小洋楼，用
典雅的镂空花墙围着，安静地立在虎形
山脚下，藏风聚气，宁静奢华。

小妹在院落的树阴下摆好了桌椅、
茶具、糖果，我们悠然地或坐或躺，逗猫
唤狗，摘花戏鱼，喝茶闲谈，做一回富贵
闲人。

小妹高考落榜那年，父亲身体越来
越差了，小妹只好去乡中学做了一名英
语代课教师，她初中时的陈同学中师毕
业后也分回乡村，两颗年轻的心不久就
走到了一起。 妹夫家兄妹六人，根本腾
不出住房，成家后小妹一家一直住在学
校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走
廊里煮饭炒菜。后来学生教师人数不断
增加，学校不再允许教师在教学楼办公
室住家，小妹的孩子也天天长大，住房
还成了一个问题，只得在学校周围的农
民家里租房住。

“寄居篱下十多年，真是不胜其扰，
做梦都想有自己的房子。 ”小妹说，“我
和孩子是农村户口， 家里有一份田地，

可以申请宅基地。 孩子考上大学后，我
们开始做关于房子的梦， 这一梦五年，
有点长， 有点苦， 但现在想来也有点
美。 ”

走进小妹的美丽城堡，迎面挂着一
幅宽大的牡丹油画，典雅富贵，客厅大
气亮堂， 洁白的墙壁挂着三幅丝带绣，
淡雅清新。二楼一个如大公司董事长办
公室般的书房。一整面墙的落地窗让室
内光线充足空气清新，一整面墙的书橱
整齐地摆放着书籍；中间大大的书桌上
摆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和文房四宝，字帖
翻开着，一叠毛边纸用淡绿色的镇纸压
着， 笔架上的毛笔还润泽着。“你妹夫
说，辛苦了这么多年，就想有间像样的
书房。”嗅着满室墨香，想象他们夫妻劳
作之余伏案学习，心里很是欣赏。 30年
的乡村教学生活并没有使他们变得平
庸， 他们还在坚持一些值得坚持的东
西。

再往上走，敞亮的健身房内摆着墨
绿色的乒乓球桌，红色的拍子边静卧着
雪白的小圆球。 小妹打开窗子，风吹进
来，小球滚落在地板上，叮叮咚咚，甚是
好听。 我捡起乒乓球，仿佛拾起了一个
遗落了很久的梦。

来到阳台上， 凉风习习， 远山如
黛， 田野盎然。 摸着晾衣架上干爽挺
括的被子， 我说：“好久没闻过这种阳
光味了。 你这房子这么精致， 建了多
久？”

“主体只用了暑假两个月，但全部
完工却用了三年，用了住房公积金。 房
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围墙、水泥坪是
他们兄弟做的；屋顶上的琉璃瓦是我们
夫妻一片一片盖上去的；家中窗帘是我
自己买布裁制的；房子的水电是你妹夫
安装的。 三年下来，我们像燕子衔泥一
样垒成了这个窝。现在你妹夫成了我们
这一带房屋义务设计师和水电安装顾
问。 ”

回家路上，大家称赞小妹两口子会
过日子，两个乡村教师竟然积下了这么
大一份家产。 而我更佩服他们有梦想，
能专注，有干劲。三年来，他们放下书本
粉笔，拿起砖刀、锄头，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筑成这个爱巢，这是一件多么幸福
的事。

我从不同角度拍下了小妹的乡村
别墅，配上我的诗发了朋友圈，告诉大
家也告诉自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
实现了呢？

吴成队

我今年62岁， 已来长沙6年啦，颐
养天年， 每天接送外孙， 享受天伦之
乐。

我生在沂蒙山区农村，家境贫困，
参加工作时15岁，父母早逝，我担起了
照顾兄弟姐妹六个人的生活责任。 贤
惠的爱妻与我结婚，37年来一路风霜，
为我生儿育女，为我遮风挡雨，每天起
早贪黑，吃苦最多。 说来惭愧，我不会
钓鱼，也不会打麻将，多年来就喜爱读
书和写作， 乐此不疲 ，35年里发表
3000多篇稿件，出版《风雨榴乡情》一
书，多次获奖。退休后我仍然热爱读书
写作，家中藏书5800多册，看书学习
不仅培养了个人兴趣， 提高了写作水
平， 对儿女的教育与成长也起了潜移
默化的作用， 儿女工作之余也喜爱读
书，不断更新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良知”加“勤俭”，脾气好，是我的传家
宝， 平时乐于助人， 被评为“山东好
人”。 在我们影响和教育下，一双儿女
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先后考取博士研
究生，成为人民教师，被评为副教授。
2016年我们家被评为了山东枣庄“十
佳书香人家”。

孝敬父母有遗传，我岳母跟我们生
活20多年，90岁病逝。 女儿吴敬静时常
说：“爸妈现在孝敬俺姥姥，将来我一定
孝敬你们。 ”去年父亲节，女儿花一万多
元钱为我购买了一整套健康医疗器械。
女儿说父母培养俺姐弟俩上学不容易，
为使爸妈少生病，要未病先防，注重养
生，健康医疗器械扶正固本，使爸妈远
离疾病，健康长寿。 儿子也常为父母买
衣物，样样想得周全。 小区邻居都称赞
两个孩子孝顺，我倍感有这样一双孝顺
子女，是我一生的福气，我很知足。

儿子吴敬波研究生毕业后， 到华

为工程师研究所工作， 年薪10万元还
有股金， 但一年后他放弃工作考上了
南京大学博士生， 毕业后又于2011年
去英国留学。 儿子出国留学父母自然
高兴， 但我们不想儿子在国外工作一
辈子。 我给他约法三章， 学成必须回
国，在国外不得与外国人谈对象，他脱
口答应了。我还常给他讲陈景润、华罗
庚等科学家的故事， 给他讲作为一个
中国人，不能办绿卡，不能忘记祖国的
培养……

去年8月29日，儿子终于不辜负父
亲的期望， 放弃英国剑桥大学40万元
的年薪，回国入职南京大学报效祖国，
从事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研究。 他一回
国，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有梦想，有奋斗，任何美好的东
西都可以制造出来。 ”过去的五年，我
们拥有丰富、充实、有趣的生活，我们
赶上了好时代。

尹红芳

金秋十月， 凉爽的秋风吹拂着三湘大
地； 星城长沙繁华的岳麓大道上， 长沙市政
府东侧， 一群兼具古典与现代气息的建筑，
经新一轮提质改造， 更显诗韵风味。

10月23日， 在喜迎十九大的欢腾氛围
中， 在这所湖南文学“黄埔军校” 20周年华
诞来临之际， 湖南省第十六期青年作家研讨
班和第六期新疆作家班开学典礼在这里隆重
举行， 又一批来自三湘四水和天山南北的中
青年作家聚集在这里， 扬起文学的风帆。

23年前， 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山野岭； 20
年前， 在那红枫似火的季节， 她拔地而起；
20年后的今天， 她历经沧桑， 不断发展， 更
显典雅宏伟气质。

她， 便是享誉全国的毛泽东文学院。
20年来， 她历经风雨洗礼， 兼具培训、

展览、 典藏、 交流等多种功能， 已成为在全
国有影响的湖南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

20年来， 她一次次提质创新， 飞跃发
展， 谱写了一个个新的篇章。

典雅、 宏伟的文学殿堂
1995年2月14日， 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室，

参会者就湖南文学奖的名称进行着如火如荼
的讨论。 当一位作家提议叫毛泽东文学奖
时， 时任省委主要领导连声叫好， 对大家
说： “我们省的文学奖， 就叫毛泽东文学
奖。 这次， 中国作家协会打算在少数几个省
创建青年作家培训基地， 你们积极去申请，
去争取， 筹建青年作家培训基地。 这个基
地， 就叫毛泽东文学院。”

1995年12月25日， 毛泽东同志诞生102
周年前夕， 奠基典礼如期举行。 高耸的工地
牌楼两侧书写着一副对联： 惟楚有材春秋千
载先贤迭出， 于今为盛四水三湘后俊沓来。
1997年12月， 毛泽东文学院盛大落成。 昔日
的荒山之野， 耸立起一座典雅、 宏伟的文学
殿堂。

随即， 毛泽东文学院向全国征集凸显文
学院特色的院徽和雕塑设计， 最终， 院徽为

“三本书” 图案， 组成一个“毛” 字， “毛”
字圆心为一轮红太阳； 而毛泽东文学院大
厅中央， 矗立起一组醒目的群雕， 内容为
毛泽东与萧三、 田汉、 周扬、 丁玲、 周立波
五位湘籍著名作家在一起……

20年来， 这座文学的殿堂不断蓬勃发
展，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2011年12
月， 湖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毛泽东文学院提
质改造的请求， 毛泽东文学院提质改造工程
写入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 随
后， 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大力支持提质改
造项目的立项和资金落实。 2017年4月，
提质改造完成， 全面对外开放。 提质改造后
的毛泽东文学院， 硬件设施得到全面升级，
并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人们的视野。

湖南文学的“黄埔军校”
20年来， 毛泽东文学院在发展中探索，

在探索中发展， 始终坚持出人才与出精品并
重， 走出了一条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

中青年作家研讨班， 是毛泽东文学院最
常规也最重要的文学人才培养方式。 20年来，
毛泽东文学院已举办15期全省范围的中青年
作家研讨班，共培训学员1000余名，为湖南文
学生力军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被
誉为“文学湘军的摇篮”“湖南文学的‘黄埔军
校’”。

毛泽东文学院的作家研讨班学员学费
及其他费用全免 ， 完全由财政扶持 。 来
院学习深造的学员由各市、 州文联作协推
荐， 毛泽东文学院、 省作协审查批准， 经过
层层审查， 保证学员的质量。 学院坚持名师
授课， 每期均设置12—15堂讲座， 邀请省内
国内知名作家学者授课。 迄今为止， 已有上
百位文学大家前来授课。 根据学员实际情
况、 组织与各文学刊社、 网站举行座谈交
流， 在学员中组织专题讨论。 学员创作水平
得到显著提高。 学院还分门别类地举办湖南
新锐作家班、 改稿班， 及长篇小说班、 儿童
文学班、 诗歌班等各类短期培训班， 针对不

同的文学创作体裁， 培养不同的文学人才。
20年来， 从毛泽东文学院走出的作家已成为
湖南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 很多人
还担任了省作协和市州文联、 作协及文学刊
物的领导工作， 为文学湘军的崛起， 作出了
巨大贡献。

文学的资料、 展示、 推介中心
20年来， 毛泽东文学院作为湖南文学展

览中心、 湖南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 尤为注
重资料的征集和丰富馆藏。 2012年， 经湖南
省编办批准， 学院加挂“湖南现当代文学
馆” 的牌子， 搜集、 收藏、 整理、 研究、 展
示现当代湖南作家的作品、 手稿、 照片、 音
像、 字画、 期刊、 实物等各种文物文献资料
和湖南现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史料， 自觉担
当起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传承下去的责任。 目
前已为149位知名文学艺术家设立了资料专
柜， 收集各类珍贵资料4000余件， 并即将筹
建省作协会员作家版本图书馆和手稿珍品
馆， 尽量齐全地收藏我省现当代每一位作家
的文学作品、 研究著作的版本和手稿。

毛泽东文学院常设的 《毛泽东与文艺》
专题展览， 作为学院的基本陈列， 第一次全
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成
果， 参观人数已达8万余人次， 广受社会各
界赞许， 曾由中宣部确定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展出。 学院还建立了毛泽东文艺研究资料中
心，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文学院还承办湖南省作协的官方
网站湖南作家网， 全面推介文学湘军， 目
前， 已开设湖湘文讯、 文学奖项、 作品扶
持、 文学湘军、 作家访谈、 精品力作、 文学
馆藏、 市州巡礼、 湖湘文汇、 湘军文萃、 文
艺论坛等栏目20大板块， 成为高端、 高效，
在业界具有影响力、 号召力和权威性的综合
性门户网站、 信息发布平台、 作家交流平
台。

“文学名家讲堂” 也是毛泽东文学院的
一张名片。 从2011年10月开始， 学院举办

“文学名家讲堂”， 邀请全国知名作家， 面向
广大文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免费开讲， 成为
代表湖南作协形象的品牌窗口、 具有广泛社
会影响和品牌价值的著名文学讲堂， 迄今已
有王蒙、 张炜、 刘醒龙、 韩少功、 李敬泽、
阎晶明、 阿来、 蒋子龙、 何建明、 陈建功、
施战军、 毕飞宇、 洪治纲、 曹文轩等众多名
家前来讲学， 每场讲座都座无虚席， 甚至教
室门口和走道， 都挤满了热忱执着的文学青
年。 湖南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在此可见一
斑。

文学交流与创新发展的基地
20年来， 毛泽东文学院始终以包容开放

的姿态， 承办文学活动， 广纳文学贤才。 湖
南文学和新疆文学的合作交流， 堪称学院对
外交流的一大盛事。

自2012年以来， 毛泽东文学院已举办五
期新疆作家班。 新疆作家班汇集了来自天山
南北、 在文学事业上已取得不俗成绩的汉
族、 各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 2014年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作协与湖南省作协结对子，
意味着两地的文学交流更加全面而深入。
学员们文化背景不同， 生活习惯各异， 为此
学院认真研究和分析他们的特点， 有的放矢
地延请全国名家名师讲学， 组织研讨、 对话
交流和社会实践， 管理上强调服务意识， 让
各族学员充分感受到文学院是作家之家。 新
疆学员们纷纷表示， 学习期间既聆听了名家
的精彩讲座， 亦感受了湖湘文化的博大精
深。

20年来， 学院还先后承办了全国性的
“走向大自然”征文比赛、“三名楼”笔会、“桔
洲杯”全国书画大赛、“韶峰杯”全国诗词大
赛等一系列的大型文学艺术活动，为作家和
艺术家们举办作品研讨会、画展、书法展等
数百场次，接待了数以千计的作家、艺术家，
如各省市作家代表团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
的作家访问团。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作家、艺术家
先后前来学院访问交流。友好的文学交流和
思想碰撞，使学院赢得了外国友人的高度认
可和诚挚赞美。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我家这五年”征文

———毛泽东文学院20年发展回眸
燕子衔泥垒香巢

屋后的圭塘河

儿子终于回国工作了

伍水清

从我家出大门左拐穿过西街小学，
不远就是圭塘河堤岸。 这里是长沙城
东。 圭塘河如一条天然的边界， 将城
市与郊区分割开来。

五年前， 我家从马王堆搬来， 那
时人民东路圭塘河大桥才建成通车不
久， 人民东路沿线几乎还没有红绿灯，
更别说有浏阳河至圭塘河的沿河大道
了。 十年前“辛追回家定居” 的传言，
让我起意寻找一个新家， 当时我和妻
子经多次寻访， 最后锁定了圭塘河北
侧的西街花园小区。

当时人民东路一带还正在建设之
中， 小区前的古曲路还没有完全拉通，
朝晖路还是一个断头路。 圭塘河更是
一条臭水沟， 不但狭窄而且污浊。 搬
来住后有次我爬到堤岸上放眼眺望，
只见水面被两岸疯长的杂草侵吞， 河
面漂浮着一层密密的黑藻， 沿河两岸
垃圾散落， 杂草逶迤， 散发出刺鼻熏
人的秽气。 我当时想， 这哪里是一条
河呀， 纯属一条臭水沟， 好在它在小
区的后面， 不然我真会后悔当初的选
择呢。

从2011年开始， 长沙市政府对这
里进行提质改造， 相继拉通了古曲路
和圭塘河路沿河大道， 同时拉通了人
民东路至黄花机场的快速通道， 还开
通了途经人民东路的二号地铁线。 圭
塘河不再是城郊分割的天然边界， 而
是穿越城市中心的一条内陆河。 浏阳
河至圭塘河相继修建了湖湘风情区、

民族音乐区、 名人名河区、 楚汉文化
区和健身游憩区。 从北至南， 圭塘河
生态示范区、 运动休闲区、 文化艺术
区和城市河流体验区等亮点纷呈； 去
年又加强对河道的整治和东岸河堤的
建设， 对整个圭塘河进行清淤， 拓宽
了河面， 一千多米长的圭塘河堤岸成
为绿化大道， 深灰色硅胶路面宛如彩
带延伸到远方。 大道两旁的垂柳、 银
杏、 桂花、 柑柚、 木兰等各展风姿。
如诗如画的风光带， 将沿河的东西区
域， 血脉相通地融合在了一起。

随着圭塘河环境和水质的改变，
清晨， 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白鹭早早地
在这里捕鱼觅食； 傍晚， 垂柳树上成
群的知了扯开嗓子尽情歌唱； 河中鱼

儿成群结队地游荡， 太阳落山时鱼儿
不时浮上水面， 荡起一层一层的涟漪，
一圈一圈的金波……

如今， 圭塘河沿岸已成为人们休
闲锻炼的最佳去处。 清晨， 这里是跑
步健身的专用跑道。 白天， 这里游人
如织， 听鸟鸣、 闻花香， 看清波荡漾，
看蓝天白云， 看五彩景观。 傍晚， 男
女老幼来这里放飞心情， 或走或跑，
或动或静， 或牵手或独行， 任月亮星
光漫过头顶， 淡黄色的廊灯或暗或明。
对岸飘来一阵一阵悦耳的声音， 那是
大叔大妈们正在堤上跳广场舞， 唱京
剧、 花鼓戏呢。

圭塘河沿岸的好风景， 就在我的
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