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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建华

近日有幸获赠任东华教授的《衡岳作家
群研究》（上、下册），这是关于衡岳湘水本土
作家文学评论的开山之作，也是任东华的扛
鼎之作。

作为一个知名文学评论家，萦绕在任东
华头上的光环很多， 我最看重他的三点是：
雷达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衡阳本土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他当年以博士论文结题出版的
《茅盾文学奖研究》，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
的基础上，对这样一个填补空白选题的深入
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表现了一个
青年学人独立自由的探索精神。尤其是对茅
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比较研究，廓清
了许多人的学术视野，大胆预言了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是2010年之
前的事情。 2012年10月11日，著名作家莫
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任东华的
《茅盾文学奖研究》一书，也荣获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第17届优秀成果奖，这可能也是
衡阳高校专家学者获得文学研究类的最
高奖。

从茅盾文学奖这样一个中国文学的高
度，再来回望衡阳本土的作家群，对于任东
华来说，可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甚至可以
说是“牛刀小试”。 然而，这里面有他的治学
方向在，有他的美学追求在，更有他的家乡
情怀在。 湖湘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其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 便是互相提携，共
同提高。 我们必须承认，《衡岳作家群研究》
这部新著，其实提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
衡阳作家，我宁愿把它看作是任东华对我们
这些写作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因此，我更愿意对衡岳湘水的文脉做一
番简单的检索，借此向前贤先哲致敬，并明
了现今衡阳作家与古圣今贤（出衡阳者）的
距离。

公元105年， 东汉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

纸术， 蔡侯纸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公元4
世纪的东晋，耒阳罗含成为与陶渊明齐名的
文人，名载《晋书·文苑传》。 罗含撰写的《湘
中记》（三卷），又称《湘中山水记》，是古代衡
阳最早的文学作品，尤其以湘中文化地理的
描写见长，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具有筚
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在湖湘文化的人物谱和
时间谱上，罗含的出现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空白。 王夫之则是湖湘文化集大成者，
与黄宗羲、 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学者，
与德国黑格尔并称“辉映在东西方哲学夜空
的双子星座”。 除了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
家、哲学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其诗
文佳作是衡阳文学的一座丰富宝库，值得我
们世世代代的景仰。

从2004年到今天， 转眼13年时光过去
了，我在做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阳地方文化研
究时，常常为衡阳的璀璨文明而惊叹，常常
为衡阳的名人高士而折服，常常为外地文人
谈及湖南不知衡阳而愤慨，常常为一些衡阳
人不知衡阳文化而羞惭。 为了弥补这种缺
憾，我与许多专家学者反复商榷，精心编撰
了一个《湖湘文化名人衡阳十字歌诀》，既简
明易记，又朗朗上口，这就是：一纸圣、二状
元、三学宗、四耆宿、五书家、六僧道、七贤
人、八画师、九文士、十世家。 其中九位文士
分别为：陈衡哲、洛夫、琼瑶、唐翼明、唐浩
明、龙应台、残雪、刘和平、海岩。 关于他们的
创作成就和文学贡献，网上都有介绍，无需
我再赘言。

这就回到了任东华的《衡岳作家群研
究》。 事实上，他这部新著的研究对象，就是
承接我上述介绍的人物， 接续衡阳文脉，可
谓衡岳湘水文学的继往开来。 通读全书，我
不时为之赞叹，并想起几年前，龙应台先生
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兄弟， 你还要努力呀！
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呀！ ”

（《衡岳作家群研究》 任东华 著 湘潭
大学出版社出版）

石健

生命之树生长到新年轮的起点， 同过去一
样，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一本书，名为《金蔷
薇》。

书为小开本，极安静，去除纸封套，铅灰色素
朴的布质封面显露出来。 作者是苏联作家帕乌斯
托夫斯基，在所谓声名上，他肯定难与很多所谓
伟大作家相抗衡。 但是，看似无用的书籍，乃是最
为神奇的物件。 它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与既成
事实的所谓声名较量，甚至可以抵御时光的风化
侵蚀，而且，时光流逝得越是无情，越是久远，它
越是青春，越有魅力越发荣耀。 读者藉此也获得
身体的活力与精神的复苏—————时光不是书籍
的敌人，而是书籍的朋友。

帕乌斯托夫斯基满怀着爱与悲悯，引领着我
走入生命的新年轮。

在他笔下，那片广袤苍茫但又阴郁暗淡的冰
雪大地变了模样， 寒冷的空气里氤氲着凉爽清
新，岑寂的海岸线汹涌着波涛和激情，孤独的雪
山辉映着月亮并将皎洁之光折射到人间，而枯寂
的荒原上传来骚动的冰层坼裂声。“一切伟大的
思想出之于心灵”， 毫无疑问， 他是个想象力超
群、心灵异常丰富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葆有孩
童的幻想、纯净、天真，更不曾遗落天赋的诗性礼
物，因此，他不会老去。

他听得见车轮碾压原野上覆盖着的薄冰发
出的窸窣声，闻得到经历风雨吹打后泥土和草叶
的馨香，看得见树叶缝隙间变幻莫测的光影与轻
盈舞蹈的粉尘……他似乎能捕捉得到世间一切
色彩线条声音，能感知世间所有欢乐背后的泪水
和宁静逆面的挣扎，他用优美从容的笔调写尽了
祖国千百种奇妙绝伦的美，更用波澜不惊的笔触
探究着人生的不幸和苦难。

那个喜爱坐在窗下破沙发上看书的年老的
小贵族，是成天寂静地听着书脊中干透了的糨
糊发出的哔剥声渡过余生的人， 人生似乎平
淡得像一杯白开水，但“他有过妻子，还有过一
个美丽的女儿，不过她俩在同一年、同一月生鼠
疫死去了……”

老兵夏米花费很长时间从首饰作坊里背回
尘土，簸扬之后积攒余下的金粉，满怀焦灼的思
念，打造了一朵能给予他爱着的姑娘苏珊娜幸福
的蔷薇花，但至死，蔷薇花连同他心底所有的柔
情都没能送出；

……
在回忆并记录下文学创作生涯中所经历的

故事时，作家无形却有力地触碰着人心，探究着
人性， 冷静的叙述常令人在平静的时刻突然悲
恸， 犹如波澜不惊的湖面倏地被投下一颗石子，
心湖的波澜同心圆般荡漾开去， 一波接着一波，
一波紧似一波，漾呀漾，没个尽头，想按捺抚平，
却手足无措，毫无办法。

好在，美丽的忧伤到来，彻骨的孤独消失了。
这位作家生活在冬季严寒漫长的大陆之上，

但他温暖如春的人性关怀之光可以穿透厚重的
漫天风雪，普照到世界的任何角落—————作家是
在写自己经历的人与事，但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
轻易地在其中找到自己投射的影子，并且看到作
家正怜惜敏感地凝视着与他的作品邂逅的每一
位读者。 因而，作家和读者可以成为最为知心的
朋友。

我从未感受过寂寞，只是孤独。 寂寞是个熏
染着强烈生理和物质欲望的词。 幼时，我是一个
孤独的小孩，是妈妈任职的那所学校图书馆里的
书化解了我童年的岑寂；长成，我是一个孤独的
学生，是就读的那所中等师范学校阅览室中的书
抚平了我青春的不安……有那么些年，我没有读
书，而是执迷于另一些喧嚣，它们如迷障，蒙蔽了
我的眼和我的心。 一路走来，一切恍若一场梦幻，
相欢不能到曲终。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正从“不
惑”起点出发走向“知天命”年纪的人，运气好的
话， 还可以携带无奈喜欢上的浓郁孤独感走向
“耳顺”甚至“古稀”：我庆幸自己又开始读书了。

孤独是造化对群居者的诅咒，读书才是孤独
唯一的出口—————马尔克斯先生，请恕找到人生
出口的你那孤独的粉丝篡改了你的名言。

梁瑞郴

《炊烟生长》 是湖南省散文学会成立
以来的第二本会员年选。 面对年选， 我的
确有太多的话想说， 然而， 在我的思想之
中， 总会勾起对一件往事的回想， 40多年
了， 只要偶一触发， 那往事便会如约而至。

初冬时节， 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来
到一个山村。 这种山村在我们湘南算是中
等规模， 100来户人家， 400多口人。 宣传
队员被分派到各户食宿， 女队员是2人一
户， 男队员则1至2人不等。 能接纳队员的
人家， 多是村里家庭状况较好的。 他们来
领人时笑盈盈的， 并不排斥我们， 我悬着
的心落了下来。

第一天是接受再教育， 和社员们同劳
动， 去冬修村里的一座小水库。 那时， 凡
规模大点的劳动场面， 到处是红旗飘扬，
口号震天， 这场面也让我们兴奋起来， 队
员们很积极， 唱着歌， 挑着担， 一派豪迈。
可一天下来， 大家都累趴了。 是夜， 大伙
凑在一起， 谈论最多的是各家的伙食。 东
家居然吃上了腊肉， 西家有香喷喷的煎蛋，
这可是我们在学校未曾想过的。 于是大家
都感叹， 只有这山沟的老乡才有这省吃待
客的真诚。 尽管家家的米饭中都掺了红薯
丝， 大家也觉得完全可理解。 我们吃饭时，
房东的孩子仅仅只能吃红薯啊！

第二天， 生产队长说： “你们今天不
出工了， 在家排练节目，晚上好好出演。 ”完
了又补充说：“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吃百家
宴。”

村前禾坪上， 一字儿摆开了数十米桌
子， 大大小小， 高高低低， 有龙蛇之势。 初
冬寒意侵衣， 但一点也没减弱山里人的热
情， 搭起的舞台早已燃起松明。 这当儿，

只听队长一声令下， 锣鼓喧天， 鞭炮齐炸，
平地里， 一拨又一拨人端着海口大碗上桌
了。 哇， 眼花缭乱中便成就一席“百家盛
宴”。 每家出一道菜， 参与一入席者， 以最
高的礼仪欢迎尊贵的客人。

100多道菜逶迤铺开， 蔚为壮观， 是我
平生未见过的风味独异、 佳肴纷呈、 色彩斑
斓、 乡情弥漫的山村盛宴。 我未曾想到， 在
那样的年代村民会给我们这样的礼遇。

……
散文年选的这摞书稿， 一下子打开了

我的记忆之门， 40多年前的往事并不如烟，
那些人， 那些事， 总是生动地活跃在面前。
由此我想起我们的散文年选不也有些像这
山村的百家盛宴吗？ 每家呈上自己的一道
拿手好菜， 无论是煎炒蒸煮， 还是炸烹焖
烧， 无论是酸甜苦辣， 还是松酥脆软， 都无
疑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百家厨艺， 独
具匠心。

每当收获季节， 便是劳动者喜悦之时，
他们会从辛苦劳作一年的收获中，挑选出最
美好的果实， 奉献给上苍和大地。 于是我们
也像农夫一样，又依例各自从自家菜系中挑
出一款，以组成琳琅满目的“百家盛宴”。虽不
是宫廷御宴，但那些食材掺和了自己的心血
和智慧，搅拌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便自然
会有大地的芬芳和生命的律动。

真情无敌， 如果我们的散文还能拨动
人们的心弦， 如果我们的散文还能赚取人
们的眼泪， 我以为技巧不可为， 美辞不可
为， 唯真情可直捣黄龙。 一切矫情、 虚情、
造情， 应该是散文的公敌。

我相信， 读者和时间会以严苛的眼光
审读我们的作品。 我们期待。

（《炊烟生长》 湖南省散文学会编 湖南
文艺出版社）

《小百合医生，每天都要坚强啊！ 》
小百合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本催泪、爆笑、温馨 、
呆萌的医院实习全记录 ，真
实地还原医界内情： 学医之
路的艰苦， 实习过程的所见
所闻， 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
作现场， 病人面临的无解挣
扎……作者希望用自己的真
实记录为医疗环境带来些许
改善，鼓舞第一线医护同仁，
促使你我更珍惜生命的每个
当下。

《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
梁衡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是《梁衡评点中国历
史人物》的修订版。 6年间，
梁衡先生的脚步走遍祖国
大江南北， 寻访藏之深山、
不为人知却承载着中华文
明讯息的树之灵 ， 写下了
《一颗怀抱炸弹的老樟树 》
《麻田有座彭德怀峰》《左公
柳， 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等 “中华人文古树系列”作
品。 本书收录了这个系列中
与原书主题相关的新作。

《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走》
余光中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这本书精选余光中先生
散文36篇，包括游记见闻、感
情经历 、生活智慧 、人情世
故、文化随感五部分内容。书
中对前贤旧友的追忆真诚感
人 ；追忆儿时趣事 ，幽默风
趣， 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浸润
着中国文化意蕴的智慧心
灵。

每一个现在
都通向远方
游宇明

我有个朋友， 做过教师， 当过乡党委书记、 市委办主
任、 市委副书记， 目前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他对工作非
常敬业， 每到一个岗位都深受民众好评。 朋友业余没有任何
不良爱好， 只是执着于小说创作， 数十年如一日。 我与他多
次聊天， 转到写作话题， 他常常谈及自己的感受、 对小说的
认识、 当下的计划， 从不像某些人一样大肆渲染所谓“将
来”。 然而， 谁说这位朋友没有抵达自己的远方呢？

真正走向远方的人， 一定是一步一步用心经营着现在，
当所有的现在累积起来， 成丘成山， 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高
度。

有些人总瞧不起笨功夫， 他们觉得做什么都有技巧， 获
得了成功秘笈， 生活马上云散雾开。 其实， 真实的人生往往
是鲜花与杂草并存、 平坦与险峻相依， 只有勇敢地走向那些
必须付出汗水的东西， 美好的远方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还是
拿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朋友说事吧。 2003年， 他无意中看到大
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原始资料， 很有兴趣。 在九年时间里，
他不仅跑遍了所在城市当年农民运动非常活跃的一些乡镇，
还到周边的双峰、 安化、 新化、 湘潭、 湘乡、 长沙、 攸县以
及广东、 江西的一些地方， 查阅当年的文献、 报刊， 寻访运
动中有关当事人的后代， 弄清了当时的乡村治理机构、 地租
及计算方法、 稻谷在春荒和秋收时的不同价格等等细节， 搜
罗的资料有半个人高。 如果不下这番笨功夫， 他的长篇小说
很难达到现在的水准。

除了笨功夫， 我们还得有撞倒南墙不回头的耐心。 远方
之可爱， 主要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在于它呈示在不同的人面
前的是不同的面目， 在于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直接决定了远
方对我们的态度。 如果远方不管我们品质好不好、 做事认不
认真， 都一直等在那里， 它也就不值得我们花心思去追求。
所谓“撞倒南墙不回头”， 其实就是要把握好现在的方向，
使它始终不渝地行进在奔向远方的道路上。

老家晚清出了个曾国藩， 许多人都觉得这个乡巴佬特别
走运， 科举考的不过是个同进士， 在京城期间十年七迁， 连
升十级， 外放做地方官， 更是成为两江总督、 武英殿大学
士、 一等毅勇侯， 但只要读过他的家书、 日记， 就会知道他
走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他特别肯在耐心两个字上做文
章。 他觉得自己散漫， 就立志每天读书写字， 终生不曾间
断； 他认为自己生性高傲， 便让朋友经常指出自己的毛病，
哪怕被朋友训得面红耳赤， 也不反驳； 他在日常工作中， 即
使得罪同僚也要坚持原则， 有了想法则及时写成奏折跟皇帝
沟通， 有次差点被皇帝砍了脑袋。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
中， 他整天与幕客讨论对策， 调兵遣将， 很少睡安稳觉。 正
因为看重“现在”， 拥有惊人毅力， 才获得了普通人很难想
象的生命辉煌。

每一个现在其实都通向远方。

好
书
导
读

湖南散文的
“百家盛宴”

读有所得

我读经典
书林哲思

走马观书

送自己一朵
《金蔷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