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周刊
XIANGJIANG� WEEKLY

◎第120期

责任编辑 龚旭东 版式编辑 周鑫 2018年3月30日 星期五
11

余艳

红军亲人走了， 大她七岁的胡子表哥贺
龙也走了，年轻的佘芝姑心里空了。

佘芝姑，贺龙元帅敬称“大姨”的谷德桃
的唯一女儿，红军这一走，她以为一两年能打
回来，边等边拼命地在海儿峪开荒种包谷。这
一种、这一等，就是15年！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
央红军在桑植刘家坪誓师出征。这一天，在海
儿峪的佘芝姑心情的一天都是阴天。 佘芝姑
突然想到跟娘唱过的《十送红军》，便脱口而
出唱了起来：

四送红军过高山，
山山包谷金灿灿。
包谷本是红军种，
撒下种子红了天。

多种包谷、多养猪，多养崽！
红军表哥贺龙的临别嘱托

佘芝姑伫立于萧杀秋风之中， 天低云
暗， 路断人杳， 她不知道随着红军走后自
己的命运会是怎样， 一份悲壮和几份悲悯
让一个村妇渐渐浸入 《十送红军》 的旋律
中———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满面寒。
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
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红军早回来。
人们唱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 也记住

了桑植刘家坪这个地方。
佘芝姑母亲被害安葬后大半年， 贺龙带

领红军部队打回了桑植，找到了“大姨”的女
儿佘芝姑， 贺龙含泪对她说：“你是红军的后
代，要记住你妈的话，为红军亲人做好饭，养
好猪，种好地，放好哨。 ”小贺龙七岁的佘芝
姑，望着亲人泣不成声。 泪眼里，表哥那魁梧
的身影在她生命里永远定格！

红军誓师的前几天， 佘芝姑又背着腊肉
和包谷送到刘家坪。 胡子表哥贺龙告诉她
说：“要出去转转，可能时间有点长。 ”佘
芝姑说：“我跟你一起去！ ”胡子表哥认真
了：“你要多种包谷、多养猪，多养崽，我要回
来带兵！ ”佘芝姑望着他，心想，怎么跟娘说过
的一样？

她含着泪点点头。 佘芝姑后来的追求和
寄托全在包谷上，种满山满坡的包谷，生养更
多孩子， 存一茅屋一茅屋的金黄等队伍打回
来，让扛枪的亲人不饿肚子。

用信念和岁月堆积起来的
金山、银山

森林覆盖的海儿峪， 佘芝姑躲在里面夜
以继日地劳作，不知道红军的任何消息，她守
着一个个日子，脑海里常常浮现镰刀、斧头和
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小到大，她都是跟着
母亲谷德桃在密林游击、枪林弹雨中闯荡。 她
知道，表哥贺胡子领导穷苦乡亲闹革命，就是
要打下一个让穷人当家做主的江山。

红军的亲属一直被敌人追杀。 佘芝姑外
孙回忆，海儿峪是偏远深山，外婆佘芝姑在几
座山里轮换着躲。 无论躲到哪里， 都开垦坡
地，满山满坡地撒上黄灿灿的包谷种，撒下湘
西女子的担当和对未来的希望， 那是她带着
一家人向荒山要粮食的战斗。 一年又一年，绕
着转着又找回存包谷的老草房，孩子们就问：
我们要留这么多包谷干吗？外婆就说，不能只
顾自己吃，红军终归会回来的，等他们跟着你
们胡子舅舅打回来，这包谷要派大用场。

佘芝姑夜以继日地劳作，血汗浸泡土地，
新包谷压着旧包谷，新腊肉压着旧腊肉，不知
不觉堆满了一间间屋。每间屋里，青藤扯了一
条条，包谷挂了一层层，腊肉吊了一串串……

有了后人， 就有了生生不息
的红色火种

一个个漫漫长夜， 佘芝姑的脑海里不停
地翻滚着亲人们参加革命前赴后继的场景。
她无法淡忘那一次次流血。伴随她一辈子的，
先是红军亲人的血， 后是结婚后拼命生儿育
女的血。 血的孕育、血的哺育。 两男六女除去
一儿一女因病去世，一男五女均健康成长。

佘芝姑含辛茹苦哺育儿女， 常常教育儿
女相亲相爱，多生多育，红军表哥贺胡子要打
回来的，他一回来就要带兵的。穷人跟着共产
党走才有活路， 穷人的命是与共产党领导的
红军连在一起的！

佘芝姑蓄满力量面对困难、直面人生，多
少坎她闯过去了，多少灾难她扛过去了。只有
两次不幸让她几乎站不起来， 那是两个孩子
先后的死。

1940年， 七岁的二子志权淋了一场雨后
开始发烧，整天滚烫滚烫的小身体，烧焦了当
娘的心。不敢也没钱寻医问诊，只用土方子调
理，三天后孩子死在她的怀里。佘芝姑撕心裂
肺哭喊也唤不醒孩子：儿啊，你怎么就走了？
再长啊、再长十年，你就长成个兵，能跟红军
打仗了……娘答应了你胡子舅舅， 他要回来

带兵的。 儿啊，你哪怕上战场打几个团防、国
民党，再走也值哇……

还是七岁这个坎， 五女金春出麻疹缺医
少药，走了。 佘芝姑扼腕揪心的还是自己的承
诺：春儿啊，你不能走呀，多漂亮聪明的女子
哟，再过十年，花轿就会接你走，你会生好多
娃儿， 你胡子舅舅等着要人， 你肯定多生好
养，儿女成群。 眼下，还是个花骨朵，哪么能走
哟……

佘芝姑的一儿五女先后几代繁衍了141
人。 有了后人，就有了生生不息的红色火种，
有了守卫江山不死的力量！

为信仰坚守大山， 红军女儿
兑现承诺

1949年10月16日桑植解放了，殷成福大
儿子侯清芝从部队回到桑植， 他们娘俩赶到
了海儿峪。红军长征出征时，殷成福答应佘芝
姑： 红军一定会打回来， 到时去海儿峪告诉
她。殷成福找到佘芝姑时，她已是银丝夹杂的

“老人”了。她不顾一切抢先拉着侯清芝的手，
颤颤悠悠地说了一句：“亲人红军， 我还能活
着见你们……”便泣不成声。

“胡子表哥呢？ 他要我做的，我都做到了。
可他，怎么没回？ ”

殷成福母子都没说话 ，泪眼中看到佘芝
姑身后齐刷刷站着她一排儿女———六个不很
健壮却充满精气神的孩子。“多生崽、多种粮、
多养猪，红军要打回来，我要带兵的。 ”当年贺
老总对母亲谷德桃、女儿佘芝姑的嘱咐，红军
的女儿都在这儿兑现了———

一座座茅屋金山般在太阳下发着夺目的
光。草屋里缀满了黄、白两色包谷棒，金山、银
山般一堆又一堆，那是19000多公斤包谷粮！
另几座草房里，香喷喷的腊肉吹得金黄金黄，
能香透十里八乡，那是1200多公斤香腊肉！

谁能体会， 这个普通女人用生命做的付
出？ 湘鄂西、湘鄂川黔的红色革命史，可能不
会记录一个红军烈士女儿在海儿峪开荒斩草
的另一种革命， 和她为信仰坚守大山所作出
的牺牲。 我们，不应该忘记！

四送红军过高山，
山山包谷金灿灿。
包谷本是红军种，
撒下种子红了天。
（摘自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初心》。 作者系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 曾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优秀
作品奖、中国报告文学年度奖、湖南省“五个
一工程奖”、毛泽东文学奖等。 ）

范正明

今年3月31日， 是我省文艺界元老
铁可百岁大寿。

1938年， 正是抗日烽火燃遍大半个
中国的时候， 年轻的铁可， 怀着满腔爱
国热情奔向延安， 参加革命， 投身戏剧
运动， 旋又驰骋敌后， 在冀中、 晋中、
晋绥边区一带， 冒着炮火硝烟， 以自己
的表演艺术作武器， 为唤起民众， 抗日
救亡而奋斗。 在解放战争中， 他转入吕
梁剧社， 随军转战华北。 1949年南下进
入湖南， 从此， 他就在这方土地上扎下
根来， 湖南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踏上戏剧工作
的领导岗位， 相继担任过湖南省湘江文
工团副团长、 省文化局副局长、 省文联
副主席、 省剧协主席等职。 他是我省戏
剧特别是戏曲改革运动主要组织者、 领
导者之一， 是我省有影响的戏剧评论
家、 活动家。

当他是歌剧、 秧歌剧演员的时候，
他敏锐地认识到地方戏曲这种艺术形式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为人民所喜闻乐
见， 在宣传鼓动民众的爱国热情， 积极
投入抗日民族战争， 作用更大。 他便毅
然学习地方戏。 几年之功， 就成为山西
梆子的一名主要演员， 扮演过新编历史

剧 《逼上梁山》 中的林冲、 《三打祝家
庄》 中的石秀， 以及优秀传统剧目 《长
板坡》 中的赵云、 《斩黄袍》 中的高怀
德等众多角色。 这类长靠短打的武生
戏， 没有坚实的功底、 表演的绝招， 是
无法胜任的。

在“大跃进” 的年月， 他从当时戏
剧创作实践中， 痛感到戏剧直接以政治
工作为中心乃至为某一项具体政策服务
的“左” 的主张， 必然导致戏剧创作的
公式化、 概念化、 庸俗化， 舞台上将只
有简单的政治传声筒， 而无艺术形象可
言， 因而他著文阐述、 呼吁戏剧创作要
从生活出发， 注重艺术形象的塑造。 就
因这一主张， 他被视为“右倾”， 遭到
批判， 继而去职下放马田煤矿劳动改
造， 在坑道挖煤， 极其艰苦。 尽管如
此， 铁老没有“认错”， 仍然坚持自己
的观点。

由于环境使然， 也由于长期处在文
艺界领导岗位上， 铁可同志自己挨过
整， 也整过别人， 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铁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
襟怀， 在湖南省第四次剧代会上当着全
体代表解剖自己， 诚恳地向一些同志道
歉， 因而得到大家的理解， 代表们一致
选举他继任省剧协主席。

1983年省文艺界机构改革后， 铁可

被任命为省文化厅党组成员、 顾问， 率
领工作组深入潇湘电影制片厂进行调查
研究。 他离休以后， 虽然年过古稀， 思
想却很解放， 他的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赶
时髦， 获得廉价的赞赏， 而是经过深沉
反思的结果。 例如， 对戏曲改革工作，
特别是传统剧目的整理、 改编， 哪怕是
已有定论， 他认为还需用今天的观念去
重新认识。 因为过去改的戏， 有不少是
在“左” 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其中也
包括他自己参与改编的 《生死牌》。 因
此， 铁老提出， 戏曲的“推陈出新” 工
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还必须作艰苦的努
力。

在坚持戏曲改革的同时， 铁老旗帜
鲜明地强调， 中青年演员必须认真继承
传统， 他反对那种把戏曲传统艺术贬得
一无是处的虚无主义， 认为没有继承，
就没有改革的基础。 戏曲的现代化不是
凭空“化” 出来的， 必须与民族化相结
合， 在民族的土壤中生发出来。 他的这
种观点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

铁老生活态度严谨， 对同志对朋友
一视同仁， 不搞拉拉扯扯， 所谓“君子
之交淡如水”， 但我们又不觉得他生硬、
难于接近。

回首何须惊夕照， 韶华百岁更芬
芳。

2018年2月27日， 余艳报告文学新
作 《守望初心》 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家
协会召开。

余艳耗时三年， 采访了近百位红
军、 红嫂及他们的后代， 六易其稿， 写
出了这部非常有分量的作品， 契合和体
现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宗旨和时代
主题。 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何建明等20多人参加了研讨
会。 专家们就 《守望初心》 的文学特质
与艺术探索进行了充分解读与深入探
析， 对 《守望初心》 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 认为是一部文学性、 思想性、 可读
性俱佳， 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场感的报告
文学佳作。

从革命最初的初心认识
初心极其重要

余艳写这部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值
得我们学习和提倡。 现在我们用初心这
个词很多， 但真正的初心是什么， 到底
怎样牢记初心、 发扬初心？ 从革命最初
的初心去认识初心极其重要。 老一代革
命者的初心不是今天常挂在嘴上的那样
简单和轻松， 而是要付出生命、 情感、
生命， 要遇到痛苦、 委屈， 甚至要遇到
背叛和出卖。 对于革命队伍中的女人，
初心的概念更加丰富复杂曲折。

———何建明 （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这部作品书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写生与死的考验中， 我们的党牢记初
心， 不忘人民， 人民不忘初心跟党走，
值得好好研讨和推荐。 作品着重阐述了
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 我们从
哪里来， 我们为何出发？ 《守望初心》
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王跃文 （湖南省作协主席， 著名
作家）

《守望初心》 这本书是追本溯源寻
找信仰初心的感天动地之作， 对加深人
们对初心的认识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品的文学性特别充足， 使人知道了血
与火的斗争是如何惨烈， 只有读懂了这
些女战士和红嫂， 才能读懂中国革命。

———雷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副会长、 著名文学评论家）

初心究竟是什么？ 书里面这些普通
人也在不停地叩问。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
革命， 为什么要把土地分给人民， 为什
么要采取那种暴力的手段？ 余艳不是以
空头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 而是以活
生生的湘鄂西历史、 以中国大地上当时
的历史问题、 历史状况来回答。 作家的
追寻是令人信服的。

———叶梅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这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
表现了历史的丰厚性、 多样
性、 尊贵性

这本书塑造了平民英雄， 给小人物
立传， 他们的心路历程惊心动魄， 是典
型的中国故事， 也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宝
贵的财富。 余艳使这些英雄立体化， 她
与每一个人物都在进行精神上的礼敬和
心灵上的对话。

———吴义勤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
作家出版社社长）

这本书用很多材料说实话， 都是正
史里面的边角和余料， 正史不写的， 通
过很多细节把人物斗争的过程、 牺牲、

奉献都写出来了， 这样， 我们军队的发
展史， 根据地的发展史， 才算比较完
整。 作者把初心和人民打通了， 这非常
重要。

———白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著名文学评论家）

余艳一而再、 再而三去寻找， 寻找
到了我们过去忽略的东西， 打捞了很多
即将消失的东西， 找到了一种初心， 能
够代表那个时代、 那个生活环境的价值
观， 具有巨大的、 惊心动魄的力量， 表
现了历史的丰厚性、 多样性、 尊贵性。

———李炳银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常务副会长、 著名文学评论家）

我们原来看红军， 都是正面的前台
的， 《守望初心》 把后台的东西推向前
台， 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牺牲、 女性作为
英雄的这一面， 塑造了一个个具体的有
血有肉的人， 填补了以往英雄书写中的
盲点和空缺，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情怀。

———何向阳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主任、 著名文学评论家）

这本书从正面来回击了历史虚无主
义。 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
我们的合理性、 合情性， 许多人已经不
知道或者淡忘了， 余艳很鲜活、 生动、
充满感情地表现出来了。

———王山 （ 《中国作家 》 杂志社
主编、 著名作家）

桑植那一片山水、 当地的老人们等
到了一部为他们写的、 属于他们的有着
填补空白意义的作品。 在革命年代， 死
容易， 如何生更难。 余艳用一群女性的
群像， 塑造了呵护着中国革命从出发到
成功的地母的塑像。 作品里无论是英雄
还是小人物， 余艳是真正地心疼他们，
她的情感是真实自然的， 也是能够打动
人的。

———刘颋 （《文艺报》 评论部主任、
著名文学评论家）

写出了中国革命原动力、
驱动力的由来

余艳 《守望初心》 尝试了一种新的
报告文学的写法， 当历史资料无法充分
表达情感时， 就以小说的写法来抒发自
己的感情， 很有情感的冲击力。 余艳发
现、 重新认识了革命与民歌的密切关
系———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民歌是
抒发人民心声的， 人民借民歌抒发革命
热情， 民歌使革命在人民心中留下印
迹———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

———贺绍俊 （沈阳师大教授、 著名
文学评论家）

《守望初心》 以殷成福一家为经，
以桑植民歌为纬， 串联起桑植老区红色
女性群像， 揭示了这片土地的红色女性
们与红军、 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这一时
代洪流的深刻联系， 令人心灵震撼地表
现了湘西桑植革命老区惊心动魄、 意味
深长的真实景观， 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
意义。 作者从特定的、 人们以往不太注
意的角度， 写出了我们革命原动力和驱
动力是什么？ 为什么革命能够可持续地
不断往前推动？ 在怎样加强和突出报告
文学文学性方面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
写出了人物的行动性和成长性， 显示出
人物形象内在的力度和精气神， 让人物

“立” 起来， “活” 起来， 使作品获得
了形象的力量、 情感的力量、 思辨的力
量， 使人物形象坚实而有意味。 作品写
出了这些女性为什么能够有初心， 保持
初心， 守望初心———因为他们知道， 这
支军队里有我的亲人， 我的丈夫， 我的
孩子， 这支军队是在为我流血拼命， 那
我也要拼死力挺这支军队！ 作者写出了
一个个的人， 与这支队伍、 这场革命的
同气相求， 骨肉相连， 血水交融； 写出
了中国革命原动力、 驱动力的由来， 写
出了革命是怎么样走向胜利的， 写出了
什么是人民！ 因此， 这个作品真正具有
了人民性， 具有了相当深刻的人性的含
量和人性的光芒， 也具有了独特的诗
性。

———龚旭东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填补历史空白
令人心灵震撼

———《守望初心》北京研讨会发言摘要

包谷山、 腊肉堆：

一位湘女守望初心的15年

韶华百岁更芬芳
———小记铁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