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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跃东

夜里躺下了， 我习惯地拨弄着微信， 在一
个公众号里突然看到“著名作家红柯今天上午
突发心脏病逝世” 的文字， 我一下惊得从床上
坐起， 仔细一看， 没错， 另外有几十家文学杂
志的公众号头条都是这个消息！ 悲怆来临。 这
一天是2月24日， 农历正月初九。

我愣了很久， 太不可思议了， 红柯才56岁，
过年的这几天我还在读他的书， 怎么突然就走
了， 书上余温未散啊！ 心脏病， 防不可防的急
性病！ 我不由得摸住自己的胸脯， 跳得厉害。

我起床去找那本书， 是 《敬畏苍天》， 红柯
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子， 一下觉得， 红柯是一个
敬畏苍天的人， 除了笔说， 还有自己的行动。
回想起来， 这本书伴随我有16年了。 那时他从
新疆回到陕西故乡不久， 我在西安的部队工作，
在一个文学活动上他送给我这本书， 是上海人
民出版社的新书。 我说给签个名吧， 红柯拿出
笔， 停了一下， 没有签， 说下次送你一本值得
签名的书！ 我哈哈大笑， 没有强迫他， 心里是
愉快的， 他是一个胸有远方的人。 我对红柯自
此多有关注， 虽然我写散文， 他写小说， 杂志
上他发表的文章我能看到的都看了。 他的艺术
探索锲而不舍， 表达奔放而热烈， 但我最喜欢
《敬畏苍天》 里的文章， 短小精悍， 辽阔疏放，
有的可作小说读。 2007年转业回湖南时， 我送
给朋友很多书， 但把这本书带了回来， 偶尔翻
出来看看。 现在看来， 越像是苍天的遣使！

红柯的建树是有目共睹的， 2001年不到40

岁就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谁都舍不得他
走。 可红柯还是要走。 我感觉手里拿着的这本
书好沉重！

这本书是“西部情” 丛书中的一册， 我看
到封底介绍还有陈忠实先生的 《原下的日子》，
突然就想起一张图片。 前年在殡仪馆送别老陈
时， 红柯在人群中高举当年发表 《白鹿原》 的
《当代》 杂志 （1992年第6期）， 格外引人注目，
被一个记者拍下了。 2016年第4期 《当代》 杂
志推出“陈忠实纪念专辑” 时， 收入了红柯的
回忆散文 《山河形胜白鹿原》， 文中说到了这个
送别情景和缘由。 恰巧， 我的朋友杨迅买了这
期杂志， 他读完后送给了我， 我正好去俄罗斯，
路上读完后打算不带回来了， 临走时， 不知怎
么触动心怀， 又将这本杂志塞进了旅行包。 这
不是天意吗！

现在， 我将这本 《当代》 杂志找出来， 把
红柯的文章又读了一遍， 我觉得他是深具山河
襟怀的， 山河本身就是一篇文章， 非大手笔莫
属。 红柯写道： “我的另一个梦想是以长篇
《西去的骑手》 向只有短篇没有长篇的巴别尔致
敬， 向我无限敬仰的草原圣典 《蒙古秘史》 致
敬。” 而我也十分敬仰俄罗斯早逝的作家巴别
尔， 他靠一本 《骑兵军》 名誉天下。 开阔的人，
心里能驰骋， 笔下能飘洒， 底色是诗人。 我觉
得， 虽没有得到红柯的签名本， 但我拥有 《山
河》， 胜过了所有馈赠。

红柯， 我就学你吧， 你高举杂志送老陈，
想不到绝景今又现， 我手举杂志送你远走。 实
在是， 山河多形似！

夏义生

两年前，我去星城世家小区周健明老
师的家里拜访，周老师交给我一个褐色的
文件夹。 文件夹内是一摞文稿，有纸张发
黄变脆的手写稿， 也有铅字打印的打印
稿， 还有从原件上复印下来的复印稿；字
迹有的清晰可辨，有的模糊不清；内容则
全是周立波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去世
前，在各种会议、讲座上的发言、讲演、报
告，共20件。 这些文稿中的手写稿，是当
时的工作人员记录的，每一篇的记录人员
均不同，文字水平也有高有低。 这些文稿
绝大部分未公开刊发过，是“文革”结束
后，胡光凡先生从“大批判”专案组即将付
之一炬的火炉旁“抢救”出来的对周立波
的“审查材料”。胡光凡将这些文稿送给周
老师夫妇，并附有一信，希望这些文稿能
公开出版。 周老师将这些文稿交给我，希
望我想办法整理出版。

我仔细阅读了全部文稿。 从这些文稿
中可以真实地了解周立波先生的为文、为
人、为学；文稿丰富的历史信息，浓厚的口

语化色彩， 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化特征和历
史现场感， 对研究周立波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和学术意义。 我和省评协陈善君同志
商量，决定由善君组织人员整理编辑出版。

省评协成立了文稿整理编辑小组。由
欧阳珂珮、 尹红芳两位同志负责录入校
对，由邹理、龙永干两位同志负责内容分
辨取舍，请胡光凡把关。胡光凡非常认真，
对每一句每一字都详加考辨厘析，反复推
敲，再三斟酌，前后三次审阅全书，费时费
力最多。在整理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由
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稿中个别篇目和少
数篇目中的部分内容不适宜公开出版，在
征求周健明老师的意见后，作了删节。 考
虑到周立波先生另外尚有一些已经公开
出版或者发表的文艺讲话文稿，篇数不是
很多、篇幅不算太长；于是，我们就把这两
部分内容整合起来，当然以这次整理编辑
的文稿为主，汇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周立
波文艺讲话集，也就是本书现在呈现出来
的这个样子。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
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

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周立波先生
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 他的《暴风
骤雨》《山乡巨变》，就是深入东北原松江省
尚志县等土改地区和湖南益阳老家农村，
分别历时一年多与三年才写出来的，深刻、
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
气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周立波是当
代文艺湘军的重要奠基人。 他在省文联主
席任上， 特别注意引导、 组织作家深入生
活，办学习班，搞讲座，培养了一批优秀的
作家、艺术家。他用自己的作品影响了湖南
作家的创作取向、艺术风格。 2015年12月，
我们组织50余位文艺家到益阳清溪周立波
故居参观，学习周立波为人民写作的精神，
高扬周立波这面湖湘文艺家的旗帜。 周立
波真正做到了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
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我们应该像他那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永远地做
“土地和人民的儿子”。

我们愿以此书怀念著名作家、原湖南
省文联主席周立波先生。

（《周立波文艺讲稿》 周立波著 湖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晏杰雄

物化时代给人类精神家园涂上了一抹灰色，
锻造人类灵魂的校园也成了金钱利益场。 周晓波
的 《老夫子》 运用点面结合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
乡村中学教师王敏之的“老夫子” 形象， 直击基
层教育的腐化现象， 在尖锐的批判中也隐约流露
出了无奈。 作品通过“老夫子” 短暂的一生， 折
射出了师魂堕落、 利益至上的灰色校园生态， 从
某种程度上堪称社会转型的微型标本。

《老夫子》 当中，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闪光点， 就是延续了湘中、 湘西南地域优秀的写
实传统。 蒋牧良、 张天翼这些湘中湘西南作家开
创的现代乡土写实传统， 像一个文化基因， 在不
同年代的地方作家当中呈现。 这部小说的气象非
常可贵， 是一部久经打磨的精品， 具有精品小说
的特质。

作品真实细微地传达了湘中湘西南地方的生
活经验， 体现了可贵的写实能力， 延续了中国现
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写作上体现了精益求精，
扎实的写实功夫。 怎样评价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
高度、 水平， 我觉得就在写实能力， 对生活本身
那种原生态扎实的反映、 微妙的描写。 这种能力，
可能重新成为小说家的核心竞争力。 当下许多作
家、 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 所欠缺的， 恰恰就是
这种扎实的写实能力， 这也是我肯定周晓波创作
的原因。 他的作品中诸多细节， 水分很少， 很干
净， 没有多余的东西。 作品打磨了20年， 有很多
颇具文学意义的细节体验与表达。

作品写活了两个中心人物和基层中学的教师
群体。 教师王敏之和校长关海南。 我开始看的时
候， 只看了两节就被吸引住了， 看到十几页就看
到王敏之和关海南两个人物写活了。 人物是小说
的中心， 是评价一部小说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
王敏之坚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传统文人的气节，
小说通过大量鲜活微妙的细节， 塑造了社会转型
时期一个具有丰富内涵与审美意蕴的底层知识分
子典型形象。 关海南丧失气节， 是在生活当中、
在商品经济物质大潮下腐蚀了灵魂的灰色人物，
也是一个典型人物。 其他教师群体， 像刘承祖、
王松、 唐明锋、 薛正新、 徐运清、 仇学军、 唐立
勤等， 各个人物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 没有重复，
个性鲜明。 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 奠定了精品小
说的坚实基础。

作品在写实的、 生活经验的铺陈当中， 注重
精神意味的书写。 这种书写， 不完全是原生态的，
零距离的， 自传性质的生活摹写， 而是有精神指
向的， 是寓言性的书写， 能让人感到一种精神内
力的暗中运行。 王敏之房间的对联： “读书即未
成名究竟人品高雅， 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
安”， 中间加了小楷， 《劝学》 的文字， 实际是精
神标志， 代表传统知识分子气节的坚守， 人格尊
严的坚守。 这样的对整体性精神意味的书写， 是
其可取之处。 有人说， 近两年写知识分子生活的
长篇小说有两部， 一部是写大学生活的阎真的
《活着之上》， 还有一部是写中学生活的周晓波的
《老夫子》。 阎真 《活着之上》 是中型标本， 因为
是写大学生活， 辐射的社会生活更加广阔， 所站
的知识文化层面更高， 生活视野更加宽广， 算是
社会转型期精神嬗变的中型标本。 《老夫子》 这
部小说， 算是微型标本。 立足自己最熟悉的生活，
自己长期浸淫其中的生活。 在这个层面上， 我觉
得写大学有阎真， 写中学有周晓波， 这个说法是
成立的。

《老夫子》的文字达到了一定的火候。 该作语
言是精炼的， 没有欧化的长句子， 也没有大段大
段的抒情， 景物描写是经济的、 干净利落的。 他
的语言是三种语言的复合。 一种是民间语言， 鲜
活的民间歇后语， 地方生活的歇后语。 一种是笔
记体文笔， 老到的、 老辣的笔记， 像中国古典小
说中的文笔， 像唐传奇、 魏晋笔记小说， 没有多
余的东西， 很干净， 基本上是干货。 没有我们熟
悉那些前卫作家、 学院作家那种大段大段的表白
抒情， 基本是通过细节、 行动、 对话来呈现人物
特点， 刻画人物性格， 展示人物心理。

合理而充分地调动生活积累， 着力写活人物，
致力于精神意味的书写， 以及艺术上写实功力深
厚和火候分寸的把握， 使这部小说具备了小说精
品的四个优势。 在湖南的小说作家中， 周晓波是
一个有特点的个案。 他启发我们， 小说不一定要
写得很前卫， 很先锋。 也不要太虚幻， 太个人化。
《老夫子》 这种对实在生活世界的精微描写， 体现
了一个作家创作上的功力。 站在当下长篇小说创
作的视野， 周晓波的长篇小说 《老夫子》 确乎抵
达了文学精品的境界。

（《老夫子》周晓波 著 长沙文艺出版社出版）

程向阳

《美， 看不见的竞争力》 是蒋勋先生的演讲录
合集。 他认为生命中的善和美是分不开的。 美其实
包容了善的部分。 如果将善与美还原到出发点， 他
相信是一朵花的开放。

他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妈妈带着五岁的儿
子在桐树林里玩。 小男孩在玩的时候， 桐花全落在
周边。 后来他想到妈妈那里去， 可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要到妈妈那里去就要踩地上的花。 而这个五岁
的男孩觉得不能踩花， 因为每一朵花都很漂亮， 只
好一直着急地叫“妈妈”。 蒋勋先生看到这一幕，
发出这样的感叹： 善和美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
五岁的孩子身上， 会有那个本能。 孩子说不出理
由， 可他的行为里有。 他舍不得踩烂一个东西， 毁
坏一个东西。 如果他五岁舍不得去踩一朵花， 相信
他一生都不会随便去伤害生命。

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 应从小培养他们对美的
感悟， 对生命的慈悲。 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 皆为
生命， 各有其美。 人人均应爱之护之， 珍之惜之，
让心灵浸润着真善美。

记忆中深刻着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 一个三四
岁的小女孩依偎在我身旁， 明澈的双眸爱怜地望向
我手中的小小猫头鹰。 这是一只刚学习飞翔的小猫
头鹰， 或许因为疲倦或许因为惊吓， 掉落于我房
前。 当时正在我处玩耍的同事小女儿盼盼， 对这个
突然从空而降的小生灵， 满是好奇与惊喜， 非要抓
过去玩耍逗弄。 于是我弯下腰来， 轻轻捧起瑟瑟发
抖的小东西， 细细检查抚摸一番。 并告诉小女孩：
“可怜的小猫头鹰跟妈妈走散了， 它找不到自己的
妈妈了。 猫头鹰妈妈看不到自己的孩子， 该多伤心
多着急啊！” 小女孩一听， 忙问：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眼里满是同情和焦急。 “我们一起来
帮助它好不好？ 等它又能飞起来， 我们再送它回去
找妈妈好不好？” “好呀好呀！” 她拍着双手直叫
好。

第二天一大早， 小女孩就来看望小猫头鹰。 这
时， 小猫头鹰已恢复了生气和活力， 跃跃欲飞， 急
切的叫声里仿佛诉说着对妈妈的思念。 “好可爱
啊！ 可是小猫头鹰又好可怜啊！ 它在叫妈妈呢， 我
们送它回去吧。” 这次是小女孩主动请求。 于是，
我们将它放在不远处的高墙上， 小猫头鹰展了展嫩
翅， 试飞了几次， 最后成功地飞向了树林。 小女孩
兴奋得跳起来。 小小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欢乐， 竟
是那样生动那样美！

多年以后忆及这一幕， 仍历历在目， 如在昨
天。 我想， 让我刻骨铭心的， 是小小孩子那稚嫩生
命里对生命的不忍与怜惜， 是那善意里绽放的美的
光辉。 为师的岁月里， 我总是竭尽所能， 精心培育
学生的生命意识， 美的意识。 以生命唤醒美， 用美
升华生命。 好多次小鸟误入教室， 学生在我的提议
下， 止住兴奋的尖叫惊呼， 赶紧打开所有门窗， 静
静目送鸟儿离去， 重返蓝天； 好多次学生上学路上
捡拾到试飞坠地的雏鸟带来学校， 我们一起轻抚并
送它们回到树上。 此时， 我看到的是孩子们满是喜
悦的美丽脸庞， 和眼眸中奕奕的神采。 我相信， 孩
子们心中洋溢的定是暖暖的爱意。

鸟儿展翅在蓝天， 是灵动的， 是美的， 是生命
的本真状态。 心怀善意， 尊重生命， 敬畏生命， 善
待生命， 珍爱生命， 孩子们从小受到这样的心灵熏
染， 接受善与美的洗礼， 让生命的善与美成为他们
的精神追求， 还用得着担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吗？

从小珍爱身边的生命和美， 成人后， 哪怕是面
对大千世界的种种不美时， 相信他们也会坚守心中
的桃花源， 会坚持生命的本真。 因为坚守， 因为坚
信， 他们能熬过困难， 能分辨真伪， 能拒绝堕落，
能追求崇高。 他们就是那茫茫人海里最具竞争力的
一群。

《再全球化∶
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新视角》
王栋 曹德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 “再全球化” 的概念， 并从
探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 运用翔实的资料和缜
密细致的论证， 对未来的中国和全球化问题给予了积
极的展望。

《本草中国》
宋燕 主编 中华书局

本书由纪录片 《本草中国 》 第一季整理改编而
来。 该纪录片是国内首部反映中医药文化主题的大型
系列纪录片， 以本草为切入口， 围绕道地药材与中医
药传承人展开， 以温暖真实的视觉力量挖掘和记录隐
遁的中医药故事。 图书呈现了千百年来人与本草、 人
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彰显了中华医药文化经久传承的
智慧和力量。

《生态帝国主义》
【美】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 商务印书馆

本书从生态史的角度， 重新剖析了殖民主义的罪
恶。 作者认为， 殖民主义的扩张， 不仅伴随着经济和
政治的侵略， 同时还是生态方面的颠覆。 而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 后者的影响更为深远， 也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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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土地和人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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