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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耀武

去年秋天，弟弟打来电话，说想把老屋
拆了，可是父亲不同意，他想让我帮着做做
父亲的工作。

这工作不太好做。 老屋是父亲和母亲
一砖一瓦砌起来的， 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
汗水。父亲把老屋也看作是他的一个孩子，
要拆掉，他肯定不愿意。

老屋其实不老， 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
中期，墙是土砖，顶是青瓦，用现在的眼光
来看，当然是“老”了。当年建这栋房子时，
父亲和母亲吃尽了苦头。父亲是两兄弟，祖
父留下来的只有三间房。为了房子，父亲和
他的亲弟弟曾数次大打出手。 到现在他俩
见面连话都不说。 房子给父亲心中留下太
多阴影，到我们三兄弟出生长大，他发誓一
定不能让我们重蹈覆辙，再走他的老路。

要建房，首先要有地基。我们村是个大
村子，人口稠密，地基难觅。父亲申请宅基
地的时候，还是大集体时代，父亲找生产大
队很多次， 队上总算给父亲指定了一块地
方，但那根本就不是地而是一座小山，要建

房必须把山挖平。
自此后， 父亲和母亲白天去生产队上

工， 收工回来吃过晚饭点上煤油灯对那座
山开始了“愚公移山”。一把锄头，一根钢
钎，一辆推车，就是他们所有的移山工具。
经过两年多的奋战，那座山彻底被挖平了。

有了地基，还得有建房的各种材料。那
时候农村建房多是“干打垒”的土坯墙，父
亲想超前，不想用土坯，但就算有红砖也买
不起。 父亲和母亲用推车从10多公里外一
车车拉回黏土，将黏土加水和成泥，再赤着
脚一脚一脚将泥踩匀实， 按实在一个木模
里，脱模晒干后就成了一块块土砖。这些砖
又耗去了差不多两年时间。砌墙没有石灰，
父亲又琢磨着砌了一个烧石灰的土窑……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凑齐
了建房的材料，个中的艰辛，我作为长子曾
体味和目睹。新房终于落成，乡邻们都夸父
亲有本事，父亲也很骄傲，这以后我们三兄
弟结婚成家，再也不会像他们兄弟那样，本
该情同手足却为房子闹得视若仇敌。

进入新世纪， 我和小弟相继进城在城
市买房安了家，小弟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大

弟在老家住着老房子， 那些房子他根本住
不了。2013年老家搞新农村建设，镇里统一
规划建起的新农村房别墅似的很漂亮，各
种配套生活设施很齐全， 一点也不比城里
的小区差。大弟果断地搬离老屋，住进了新
房。

父亲和母亲当年历经千辛万苦建起来
的房子，才30多年却成了累赘，住没人住，
卖更没人要。房子长期不住人、不检修，一
旦漏雨就会垮塌。大弟想着不如拆了，总比
废弃了强。

我给父亲做工作，父亲不同意，说起当
初建房的辛酸， 说着说着竟泪流满面。无
奈，我只得让大弟放弃拆掉老屋的想法。

促使父亲转变的是春节回老家过年。
我们村的人都已搬到了新农村， 昔日热闹
的村街上， 数栋空寂多年的老房子倒塌成
了残垣断壁。 父亲在老屋前留了个影感叹
道：“早知道社会发展这么快， 我们当初干
吗那么辛苦做这个屋呢？”良久，父亲又说：
“老屋，拆就拆了吧。”

老屋拆了，拆不掉的是老屋的印记，以
及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刘文清

如果有人问我， 改革开放40年来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会不假思索地
告诉他：交通和通信。这里，我想说说
道路交通的变化， 说说这条让我又欢
喜又忧愁、从绝望到希望的回家的路。

从我工作生活的城市到生我养我
的家乡，单程400公里。在交通发达的
今天，400公里路程， 乘坐飞机半个小
时，高铁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然而30多
年前， 这400公里路程却让人痛苦不
堪，让我尝尽苦头，饱受折腾，留下的
多是伤心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
来到株洲市工作，当时回家乡，没有高
速公路，仅有一条省道和县道，让人越
走越绝望。回家路有两种方式：坐火车
或坐长途班车。 当时火车全是清一色
的绿皮闷罐子，时速五六十公里；先闷
坐4个小时咣当咣当到永州，下火车再
转乘开往家乡宁远县的长途班车走
120公里路程；途中险峻的双牌县阳明
山如一道天然屏障阻隔在我回家的路
上，五六十公里砂石山路，汽车在半山
腰颠簸、盘旋，脚下是悬崖峭壁，望一
眼都令人头皮发麻， 沿途常见有车辆
坠落在山谷，车体散落一地，惨状让人
胆战心惊。 狭窄的山路只够一辆汽车
通过，险情往往在会车时突然发生。遇
上雨天，不时有巨石从山上滚落，把路
堵塞是家常便饭。每当这时，全车乘客
和司乘人员只好下车当养路工、 清道
夫。晴天则一路灰尘直往车内钻，往人
身上粘，从山上下来，白衬衣上覆盖一
层厚厚的黄色灰尘，头发上、眼窝眉毛
耳朵鼻孔里全是灰，整个人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顺利的话，早上八点出发，
晚上八点可以到达宁远县城； 而县城
到家乡村上也是一条伤心之路， 虽然
只有六七公里， 但是泥泞土路占了一
半，这却是村子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带着
现在的妻子（当年的女友）第一次回家，

恰逢雨天， 我们行走在这泥泞的
乡道上，举步维艰。女友是城

市人， 何曾走过这样的山
路？一不小心，高跟凉鞋

踩进了泥巴中的砂

石缝里，高跟与鞋底一分为二，女友
心疼得不行。 我们只好脱了鞋子，赤
脚走路，那番情景不堪回首。有朋友
揶揄道：幸好你女友不嫌弃，要不然，
因为这条回家的路就会跟你吹。这样
的情形，这条回家的路，风里雨里泥
里，一走就是数十年。

2000年后，这条回家的路，不断发
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 先是泉南高速
公路于2003年底通车， 将我回家的时
间缩短了两个小时，紧接着2006年二广
高速湖南段竣工通车， 再次将我回家
的时间缩短一个小时。现在自驾回家，
从株洲市出发， 先走京珠高速一个小
时到达衡阳市， 再转泉南高速走一个
半小时， 然后转二广高速一个小时左
右便到达宁远县城。 昔日让人望而却
步的双牌县阳明山， 五六十公里山路
被11个长短不一的隧道贯通，汽车行
走在宽阔的高速路上，平坦舒适。400
公里的回家路半天时间便可到达，早
上8时出发回家吃中餐也十分平常
了，一天一个来回也不是难事。特别
让人惊喜的是，2014年湘桂铁路开通
高铁，从株洲到永州仅耗时一个半小
时，下高铁转班车约一个小时便可轻
松到家。

进出村子的那条祖祖辈辈浸透
了血泪、憧憬着希望的泥泞路，已全
程拓宽为水泥路。在外工作的人们出
钱，在家务农的出力，把水泥路修到
了家家户户门口，乡亲们彻底告别了
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脚泥的日子。村
上生产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输
到外面的市场，这条路成了乡亲们的
“致富路”。

因为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回
家的次数也频繁起来。如今，无论是自
驾汽车或搭乘班车，抑或乘坐高铁，走
在回家路上不再有焦虑、纠结、恐惧和
不堪，心情无限愉悦和爽朗！去年70多
岁的母亲患脑梗病倒后， 我回家的日
子越发多了， 也更多地享受了发达交
通带来的“红利”。我时常想：要是换了
以前，没有这便捷的交通道路，真是不
敢想象面对家乡母亲的病情、 家人的
急切催促，心急如焚的我该如何应对！
而今，道路通达顺畅，心情也随着汽车
的奔驰而感觉无尽欢喜。

湖南日报记者 迟美桦

5月中旬，从大洋彼岸传来喜讯：以中国
传统建筑村落“八卦村”为原型的新媒体民俗
电影作品《八卦风云之河图》成功入围第六届
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 作为这一作品的第
一导演、 怀化麻阳籍的深圳市天铧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首席制片人张艳龙， 将有望继他去
年荣获第五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纪录片
单元最佳摄影奖作品《般若之地》之后，再度
斩获大奖。近日，张艳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
家采访。

“湖湘三影一剧”乘东风扬帆起航
张艳龙说，《八卦风云之河图》 是他们计

划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民俗及地域风情精品
电影工程“天铧电影·国风计划”的一个试验
样片。“国风”源自《诗经》，《诗经》中的十五国
风描绘了周朝到春秋时期我国各地的风土民
情。“国风计划” 旨在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为影视剧注入更加深广的精神内涵， 努力把
中华文化元素与影视剧创作有机结合起来，
打造蕴含中华文化基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影视剧作品。

是否会将湖南的民俗风情拍进影片？张
艳龙说，他的“国风计划”不可能也无法绕开
湖南这方热土。2015年“天铧”组织团队深入
湖湘采风， 他们已经制定了与湖湘相关的作
品，储备了以“湖湘三影一剧”为主体、另有周
边配套的电影作品和纪录片规划。“湖湘三影
一剧”是：

电影《思情殇：湘西精魂》。目前已经通过
广电总局备案，是“天铧”下一阶段首推的项
目和“国风计划”的奠基性项目。这部电影主
要以湖湘抗战为背景， 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
战争离别之痛。 他们是在采风中拜访了数十
位老兵和老人们后形成的选题创意， 计划在
大湘西片区结合地域民俗文化、民族风情、传
统歌舞拍摄制作。

电影《迷城雪峰山》。以现代农业科技（水
稻育种和基因技术）为背景，融合地域民俗特
色， 计划启动时邀请基因技术领域的院士参
与，打造一个院士参与、向中国科技工作者致
敬的作品，片名由袁隆平题写。已通过了广电
总局备案。

电影《黄花落霞》。已经完成小说创作，曾
被长沙市文体局官网转载，正在改编为剧本。
以湖湘草根抗战英雄为基础，以长沙“文夕大
火”为核心事件，表现国难当头之际湖湘志士
保家卫国。张艳龙说，他想成就一部可以媲美
《珍珠港》的湖湘抗战史诗大片。

拟拍的电视剧剧名待定。 将结合采访过
的数十位抗战老兵经历和实地战场考察的成
果，表现“中国作为全球反法西斯战线东方主
战场”，由“两党合作、国际协作”共同取得二
战胜利的历史。 张艳龙认为中国作为抗战主

战场，付出了如此之巨的牺牲，至今却没有一
部影视剧作品可以代表那段历史走向全球。
他想来个“敢为天下先”。

“湖湘三影一剧”还有配套储备计划。如
艺术电影《断颈龙》，是表现湖湘人宁折不弯

“霸蛮”精神的小艺术作品，还有表现当前湖
南志愿者助学公益的纪实电影《阡陌之上》，
以及“湖湘中部丝绸之路”等等。这一系列选
题与规划将借国家和地方重视文化产业的东
风，扬帆起航。

凭胸中霸蛮气，以影像绘华夏
记者请张艳龙谈谈他对于“霸蛮”和“敢

为天下先”的理解。张艳龙似乎答非所问。他
说，他们在做湖湘相关影视选题时，发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人从北打到南，从东打
到西，都是打到湖南打不下去了，最后在雪峰
山受阻，一战日落。

作为一个湖南人， 而且是湖南中人既
“霸”且“蛮”的湘西人，张艳龙出生成长于五
溪文化的交会地，对“敢为天下先”深有感触。
他说，湖湘文化的本质，就是既“霸”且“蛮”，
敢为天下先，和之以“道南正脉”，遗之以“蚩
尤问天”，就养成了湖湘子弟“若道中华国果
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气概。拥有这样鲜明
地域特质的人物形象，“文可挥斥方遒， 武可
定国安邦”，涌现了大批代表。“天铧”围绕这
些湖湘志士的鲜明性格特性， 规划了一批地
域文化特色较强的作品。

张艳龙写了一篇和湖湘先贤杨度先生
《湖南少年歌》作品，他给记者读了结尾数句：
“凭胸中霸蛮气，先湖湘而后中国；以影像绘
华夏，弘国风而扫五洲。诸君且安座上观，小
子甘为马前卒！”且豪迈，且“霸蛮”。

张艳龙认为,文化艺术与娱乐不同，是靠
沉淀积累而逐步上升到公众视野的。 这是一

个需要匠心思考打磨的过程。

从宇航科技跨界影视艺术
张艳龙， 苗族，1983年3月出生于

湖南麻阳，200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
学宇航科技学院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专业。 求学期间因爱好动漫和纪录片
制作而服务于北京相关电视台等处。
毕业后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完善创作思
想，游历于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福
州等地。

从2003年张艳龙误打误撞进入一
个文化传播公司兼职接触到影视制
作，到现在已有15年时间。张艳龙的体
会是：如果在别的行业，干满3年算是
入门，干满10年已经是老手了，但影视行业有
永远在路上的紧迫感和新鲜感。

2012年张艳龙南下深圳，2014年创建深
圳市天铧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曾担任总导演
在深圳音乐厅组织首届“摇曳的格桑梅
朵———仓央嘉措心史诗剧”， 打破传统诗歌
朗诵表演形式， 第一个将仓央嘉措形象搬上
了舞台； 作为总导演与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
殷之光等国内知名艺术家合作首届“诗歌创
意朗诵会”……

2015年末张艳龙开展湖湘文化及雪峰山
抗战历史文化影视剧相关选题研究， 收集整
理了大量雪峰山抗战老兵、 百姓访谈手记和
纪录影像。

2016年受邀联合出品反腐倡廉主题电影
《永远的战士》， 同时组织团队前往不丹王国
进行纪录影像拍摄， 成为第一支在不丹正式
启动航拍活动的中国摄制团队， 并以此素材
为基础剪辑制作《般若之地·不丹掠影》纪录
短片， 荣获2017年第五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
影节纪录片单元最佳摄影奖“金眼睛奖”。

2017年张艳龙以总
导演身份执导以黎槎八
卦村为原型素材的民族
民俗主题电影《八卦风云
之河图》， 这是以中华传

统文化为基础概念创作的一部奇幻类悬疑题
材作品。 八卦村是中华八卦文化在建筑应用
上的瑰宝。八卦村中各家各户面面相对，背背
相依，巷道纵横，有如迷宫，有效抵御了野兽
和外敌的侵害，无论从安全、建筑美学或使用
角度都体现了古人类极高的智慧。《八卦风云
之河图》创作团队中，摄影指导熊巍在香港著
名女作家梁凤仪创办的“勤+缘”媒体十数年，
累计制作了数百部（集）影视剧；编剧彭琳旅
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创作，累计有
数百万字的影视文学作品；音乐总监邓伟标，
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小有名气， 当前更是中
国新风格音乐的践行者，由他主导创作的《八
卦风云之河图》音乐，获得了电影节评委会的
赞赏。

凝视中国第三条丝绸之路
张艳龙自我调侃道：从本质上说，自己是

个从“理工男”转行“文艺青年”的跨界“菜
鸟”， 跌跌撞撞在艺术圈摸爬滚打十多年，哪
里敢谈“艺术宗旨”，倒想说说“创作动机”或

“艺术动机”。
他说，首先，作为一个“霸蛮”的湖湘人，

我崇尚民族主义，坚信“唯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这一真理。其次，从“敢为天下先”的先
贤精神而言， 在当前全球文化大融合的特殊
时期， 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和输出必将是国家
未来的长期战略。 而融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蕴含中华文化基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 中国气派的影视剧作品将是最好的载
体与工具。 这里面有他的家国情怀和青春梦
想———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北有“丝绸之
路”，南有“海上丝绸之路”，中部地区形成了
一个宏观战略上的规划洼地。 从历史文化角
度而言，中国还有第三条丝绸之路———“中部
丝绸之路”：东起长江入海口及苏杭运河交汇
处，自洞庭湖溯沅水而上，经五溪支流、茶马
古道深入西南腹地，最终经滇缅入印度、进中
东、远达欧洲。这一片区是世界上少数民族、
珍稀物种、自然资源、民族民俗文化最丰盛的
地区，如同一座座宝藏等待着我们去发掘。而
湖湘大地刚好位于这条“中部丝绸之路”的关
键位置。

从宇航科技跨界到影视艺术， 趁阳光正
好，趁微风不燥；趁年华尚在，趁岁月未老，
“80后”张艳龙携他的“国风计划”，做“追风”
之人，不负岁月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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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

老屋的
时代记忆

张艳龙采访抗战老兵。

电影《八卦风云之河图》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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