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平

城市是交通发展的产物。 火车发明出来后， 长
长的铁轨成了左右城市层次的分水岭， 一些老少边
穷地区由于不通铁路， 无法融入外面的精彩世界。

我蜗居的湘南城市零陵， 位置僻远， 资源匮乏，
很长时间是一个被火车遗忘的角落。 上世纪80年代
我考上长沙一所大学， 乘坐每日一班的长途客车跑
了整整16个小时， 摸进校园已是午夜。 那时， 我特
羡慕那些每日有无数列车川流不息的大城市， 每次
从长沙回到零陵， 那感觉就像从零陵返回乡下。 也
因此， 90年代初打工潮兴起那些年， 零陵城的年轻
人坐不住了， 纷纷背井离乡乘列车南下广东。

守望过程是漫长而苦涩的。 1995年， 零陵古城
地改市， 变成了新兴的地级市永州市。 改市不到一
年， 市级机关整体搬迁至30多公里外的冷水滩新
城。 冷水滩有火车站， 成了搬迁的唯一理由。 留下
冷清的零陵城在孤独中坚守， 如一个不甘的梦萦绕
那片不改的绿水青山。

每一回在站台上徘徊， 我久久注目长长的铁轨，
及站台周围春笋般耸立的高楼， 感觉它们像一组结
实的藤蔓， 串起地球这棵大树中一个个城市果。 呼
啸而过的列车， 更像一根根动脉， 为铁路沿线的城
市不断输送发展壮大的营养。 在列车的辛勤孕育下，
大城市一天天长高、 长胖， 变得气派和繁华。 然而，
同时也带来了严重后遗症： 污染的空气， 拥挤的交
通， 围城的垃圾， 破损的文物以及无处不在的噪音，
一如城市这棵大树结出的过多速成果， 来不及消化，
又缺乏后期管护， 滋生新的城市诟病。

当环保成为新的社会热点， 反观没通铁路的零

陵古城， 情况就不一样： 房屋虽然破旧， 却相对完
整地保护了原生态及地方风情， 清新的空气、 纯净
的山水、 古朴的街景， 在现代城市映衬下， 显得质
朴华美， 卓尔不群。 遍布城乡的古街、 古建筑及古
村落， 无论数量还是保存完好率， 均居同类城市前
列。 2016年， 零陵古城正式通过国家住建部验收，
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其时， 一位参与考核的
资深专家， 站在清澈见底的潇水河中泪光闪闪， 久
久不忍离去， 感慨说： 这水太可爱、 太珍贵了！

进入21世纪， 国外一些大城市中不少人将寓所
迁往乡村或城郊， 以避开城市病。 三十年河东， 三
十年河西， 当“留得住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成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时， 曾经因为没通列车而自
卑压抑的零陵古城开始成为旅游投资兴业的新舞台，
高朋满座， 游人如织。 这是自然的恩宠， 岁月的呵
护， 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进展。 令人惊喜的是，
在国家交通战略平衡和调整布局中， 零陵城不声不
响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铁时代。 高铁的环保理念，
已摒弃当年的“列车后遗症”， 以更科学和智慧的手
段， 建设和经营未来的新城市。

隆隆驶进的高铁， 将零陵古城从2000多年的安
逸中唤醒。 同样是上大学， 女儿到长沙报到只需1个
多小时， 且一天20余趟车次任君挑选， 随时可以轻
松启程。 同样是务工， 年轻人更多选择在故乡高铁
站周边拔地而起的工业园里打拼。 呼啸而过的“复
兴号” 里， 全国如一城， 天地同一家， 我已经听见
零陵古城大踏步接轨大城市的脚步声， 我似乎看见
承载无数希冀和憧憬的滚滚车轮， 正以摧枯拉朽之
势， 穿越40年改革开放的大门， 驶向新时代的中国
梦。

胡小平

记得那天是1982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我冒着刚下不
久的鹅毛大雪进了院子。 在家门口打望的母亲跑了过
来，扫了扫我头上的雪，又接过我背上的帆布包，问我冻
着没有，饿了没有。 一进门，她说马上给我煮甜酒鸡蛋，
先暖暖身子。 父亲却拉着我的手就往楼上跑，说带我去
看个东西。 上了楼，走近粮仓，父亲要我闭上眼睛。 我照
做了，听到了父亲的呼吸，也听到了取仓板的声响。 过了
一会，父亲说你看。 睁开眼睛，我一下惊呆了，只见仓里
满满实实的，全是粮食。 我揉揉眼睛，问是不是在做梦。
父亲呵呵笑着，也不说话，只是拉着我的手往仓里摸。

记忆里，往年这个时候粮仓总是空空荡荡，只角落
里有一些稻谷，我总会说，要是什么时候稻谷能堆满仓
就好了。 父亲踮着脚，边指点边说，这是吃饭的粳稻，那
是过年舂糍粑的糯谷，这是打豆腐的黄豆，那是端午包
粽子的小红豆。 母亲在下边叫我吃甜酒鸡蛋了。 父亲合
上仓板，边下楼边说，现在好了，有了这一仓谷，一年都
可以吃净米饭了，又说明年稻谷会收得更多，仓还得加
两块板。

母亲看着我吃甜酒鸡蛋，满眼慈爱。 吸着烟的父亲
瞟一眼灶台上挂着的腊肉，望一眼屋外的田野，笑呵呵
地说，要不是改革，田地承包到了户，这时还得吃杂粮
饭，你哪有这甜酒鸡蛋吃哦；又说要不是恢复了高考，你
又哪有大学读，还不是一样整天摸着一根锄头把。 在这
两年前，我考上大学，父亲说我是中了举。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 我拿着房屋产权证回家，兴
奋地对妻子说，我们也是在城里有房子的人了。 妻子看
了看，一笑说，这也算有房子？ 才那么大一点，还只有一
半的产权，要是能有上百个平方米，那才好；又说这也算
城里？ 一个小县城，乡里一样，要是在省城有一套房子，
那还差不多。 我说会有的。 她说你做梦去吧。 那是1994
年，单位房改，我买了一套，62平方米。 房虽小，却真正有
了自己的家。

一天晚上，父亲打电话来，说房子快完工了。 我说
好，一定回去喝喜酒。 父亲多年前就念着要建房，总觉得
在自己手上没建个房子脸上无光。 头一年春节，我们兄
弟跟父亲一合计，决定翻修老屋，由父亲主持，二弟负责

筹集资金。 上梁那天，父亲边喝酒边对我说，没有改革开
放，你就上不了大学，进不了银行；又对二弟说，没有改革
开放，你也出去不了，办不了厂子。 碗一放，父亲一手拉
着我，一手拉着二弟，站在房前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
这房子。 我和二弟异口同声地说，那是。

没想到，2009年夏天，一纸公文，将我从县城支行调
到了长沙的省分行，并按揭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
家也迁了过来。 进新屋那天，父亲品了品红酒，说味道还
真是不一样。 二弟说这是法国进口的原装酒。 父亲想了
想，“哦”了一声说，要是没有这改革开放，那这酒就进不
来，他也就喝不着。 二弟说那当然啰。 妻子敬过父亲酒，
扫一眼宽敞的客厅，猛然想起了当年说过的话，不由得
感慨说，看来在这个时代人还真得要有梦想呢。 是啊，有
梦想，就有希望，就有未来！

2017年初春，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学成回国。 出国前，
我曾跟女儿约法两章，一是不跟外国人谈恋爱，二要回
国工作。 回国前几天，她跟我通了一次长时间视频，说那
边有一家财务公司和一家银行通知她去签约。 我问她怎
么想。 她说她不能爽约，国内发展快，空间大，有的是机
会。

一个多月后，女儿与国内一家大型银行签约，成了
一名银行职员。 当天下午，我的小说《催收》获得了中国
第三届金融文学长篇小说奖。 妻子说，这是双喜临门啊！
晚上，妻子多炒了两个菜。 几杯酒下肚，满脸桃花的妻子
动情地说，没想到，家从县城迁到省城，住的房子大了，女
儿留了学，而这几十年来国家发展这么快，变化这么大，
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像是做梦似的，但这梦又都
圆了。 家梦，国梦，美梦成真！

女儿说，更好的梦还在后头呢。 我问女儿这梦是什
么。 她想了想说，就是中国梦，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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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一眼看上去，六巨册一套的《〈光绪湖南
通志〉点校》，是典型的“高冷款”。 书名古意颇
浓， 每本书比砖头还要厚， 整套书约1100万
字，重达18公斤……

该书由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初夏，在毗邻烈士
公园的罗洋山清风翠林里，记者探访这套“湖
南家底书”的前世今生，发现它的内里，其实
贯通了“存史、资治、育人”的独特中国方志文
化价值观， 也融注着热乎乎的百年湖湘人与
事，续接了不断流的湖湘根脉文化。

让更多湖南人了解湖湘
的家底

“罗洋山，在县北七里，一名大富山。 峰峦
秀拔，水流环带，为一县之胜。 ”

翻开《〈光绪湖南通志〉点校》第551页《地
理志十三》，可以轻松地找到关于长沙罗洋山
的记载。

“罗洋山”这三个字，易介南读来颇觉亲
切。 他是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光绪湖南通志〉点校》的主编。 他工
作的地方就在罗洋山最高处。 来了客人，易介
南喜欢带他们去看看山上的韩公亭。 韩公亭
纪念的是唐代著名诗人韩愈， 他曾登临罗洋
山，赋诗抒怀。

2013年春， 易介南上任之初重修了韩公
亭，将诗歌与罗洋山的来历镌刻于青石之上，
并加速启动2008年立项的《〈光绪湖南通志〉
点校》项目。

易介南曾任湖南艺术学校校长， 写过小
说、音乐剧、话剧。 在罗洋山湖南方志馆和湖
南社科院古籍图书馆里，他阅读、了解了大量
珍贵的湖南地方文献资料， 第一次切实体会
到，原来湖南的历史文化如此丰富深厚、源远
流长：“湖南不是蛮荒之地， 家底子其实很厚
实。《光绪湖南通志》就是一部值得湖南人骄
傲的家底书。 它近800万字，是篇幅最长的湖
南古籍书， 也是了解与研究19世纪中叶以前
湖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宝库。 但现存的都
是古刻本或影印本，不适合现代人阅读。 我们
要通过多种现代转换手法， 让更多湖南人了
解自家的宝贝。 ”

2018年5月，20多位专家参与点校评审、
实际运作历时5年的通志点校本终于亮相，点
校本的数字化也正在进行中。 不久，读者就可
以点击网上的“湖南数字方志馆”，在“传统志
书·湖南通志”一栏中直接阅读。

“点校《光绪湖南通志》，是件大好事，它
拉近了这部非常重要的湖南志书与大众的距
离。 我也不必再用放大镜来看这部书了。 ”参
与该书评审的著名文史专家陈先枢， 笑着找

出他20多年前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
本：“《光绪湖南通志》是搞文史研究的人必备
的案头书，2009年《湖湘文库》也出版了影印
本。 但老版竖排，没有标点，字也非常小，特别
是字缝里的夹注，没有放大镜就看不清。 点校
本加了标点，做了校注，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
惯，有利于湖湘文化的普及，是湖湘文史研究
的重要基础工作。 ”

三次修志，丰富湖南文化
形象

陈先枢是“长沙通”。 他的叔祖父是清代
著名学者、史志学家陈运溶。 陈运溶毕生致力
于乡邦文献的整理著述，他的《湘城访古录》
《湘城逸事记》 里收录了大量珍贵的乡邦文
献， 也包括罗洋山、 谷山等线描图：“你别看
《湖南通志》里罗洋山的介绍只有一行字。 这
一行字背后， 其实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先
贤的心血。 ”陈先枢感慨。

湖南省社科院原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光绪湖南通志〉点校》主编之一王国宇，熟
知湖南历史上三次省志的纂修过程：“有省必
有志，有志乃成省。 湖南曾三次修省志，构建
出的有关湖南历史地理、文化的叙述体系，有
利于丰富湖湘文化的形象， 提高湖南人的声
望。 ”

湖南直到雍正二年（1724）才正式成为一
个独立行省， 同年获得了独立举办乡试的权
力。 但对于开化湖南风气、树立湖南大省形象
而言，还需要争取对湖南历史、地理、文化传
统的阐释权。 湖南官绅们努力了数十年，到亁
隆年间才获得独立编修省志的权力。 乾隆二

十二年（1757），首部《湖南通志》正式刻板刊
行，打破了以往湖南历史文化“失语”的局面，
开启了湖南地方官员与文人学士从史志的视
角独立解读全省历史文化的先河。 嘉庆年间，
湖南又修了一次通志。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湘
军崛起，湖南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明显增强，为
扩大湖南的影响力，同治七年（1868），湖南巡
抚刘崐等主持开局修志。 历经7任巡抚，直至
光绪十一年（1885）才正式刊刻于世。

“这部光绪通志来之不易”，王国宇感叹：
“从第一部到第三部，百余年间，湖南人才辈
出，政治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世人眼
中的蛮荒之地一跃而为国家干城。 所以《光绪
湖南通志》特别注意彰显湖南的变化，树立湖
南的新形象，是湖南人的自信之书。 ”

参与光绪湖南通志编纂的核心团队也堪
称“豪华”。 曾国荃、郭嵩焘、李元度……都是
当时一流的湖湘精英人物，为通志付出了大
量心血。 编修期间，郭嵩焘在短短数年内
连失6位亲人，包括他最疼爱的长子。他不
仅忍痛强打精神编修通志 ，还编修了《湘
阴县图志》， 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方志文
献。

耐得住寂寞， 放得下名
利，做得成事情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方
志界形象地称之为“众手成志”。《〈光绪湖南
通志〉点校》历时10年方成正果，刻印100多年
后出版点校本， 是湖南省志中旧志点校的破
冰之旅，也是一项艰辛颇多的旧志点校工程。

主编王国宇不仅要参与点校， 还要多方

联络专家，把握书稿进度、审读清样。 清样一
来就是五大麻袋， 小办公室里堆得几乎落脚
的地方都没有。 数年里他看稿看坏了三个放
大镜，项目一完成就住进了医院。

70多岁的古籍点校专家廖承良身体本来
就不好，家人不希望他参加点校工作，但老先
生还是坚持高质量地完成了他负责的点校内
容。 遗憾的是，没有等到图书出版，老先生就
去世了。

《光绪湖南通志》由17位专家分头点校，
要有统一的点校标准与规范才能保证全书的
质量。 负责制订标准的人要在点校开始之前
通读全书，才能整体把握，制订出例则。 点校
完成之后，又要通读所有书稿，细加审阅。 原
湖南地方文献所所长任国瑞担当了这个重
任。 这位已出版著作18部、湖南文史界有
名的“瑞哥”，常常在办公室熬到凌晨2点多
才回家。 天太热，他就每晚打一桶凉水放到
办公室， 不时用凉水洗把脸， 刺激一下头
脑。 有一天晚上10点多，正在办公室看书稿的
任国瑞突发胰腺炎紧急住院。 刚从医院回来，
第二天他又进了办公室， 结果当晚又复发住
院。

“耐得住寂寞、放得下名利、做得成事情，
没有方志人这种精神的支撑， 这项庞大的点
校工作难以顺利完成， 每一位参与者都付出
了心血。 ”任国瑞说。

翠染罗洋山，书盈方志馆

5月，六巨册一套的《〈光绪湖南通志〉点
校》样书陆续送到了参与专家的手中。 参与人
物卷点校的杨锡贵收到图书的当天就迫不及
待地通读到深夜。 他感叹这本通志的史料太

丰富了，“艺文类”收集的游南岳、游岳麓山的
一些篇目就颇为难得：“湖湘文化研究现在越
来越热，对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尽可能充
分地占有资料是做文史研究的基本功， 这套
书正是难得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

参与第一卷点校的梁小进， 是左宗棠的
曾外孙， 与陈先枢并称长沙文史双星。 他认
为， 点校本为湖南地方志研究打开了更好的
窗口， 可以比较湖南的三部通志， 也可以和
《湖广通志》以及后来曾国荃主持的《山西通
志》做比较，还可以从通志本身来研究，比如
有哪些内容当记未记、不当记而记之，这些都
值得探讨。

在湖南方志的编修历程中，《〈光绪湖南
通志〉点校》也凸显出承前启后的标杆节点意
义。

点校项目启动后，2014年2月，《湖南省志
（综合本）》开始编修。 这是继光绪版《湖南通
志》130多年以后首次编修一部全面、 完整的
综合性湖南通志。 全书上起远古， 下至2002
年，将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反映
湖南的历史和发展变化，现已完成了近一半。
另一项投资过亿元的方志项目《湖南历代方
志集成》， 也将启动， 总计将收录方志达538
种。

“翠染罗洋山，久历沧桑留永唱；书盈方
志馆，矢勤积淀写春秋。 ”这是书写在韩公亭
亭柱上的一副对联， 易介南很喜欢。 青山满
眼，书香满室，“方志馆”结缘“罗洋山”，也让
他觉得意味深长：“诗人已逝，山河变迁，但罗
洋山的地理胜状、 韩愈的优美诗文因载录于
文献典籍而流传于世。 人们在诗文吟诵、名胜
登临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思接千载，感怀前人。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活’在我们身
边。 而加强方志文献的整理、点校及数字化，
正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基石。 这需要一代又一代
方志人的努力。 ”

10年“翻新”
湖南家底书

【链接】

2008年 ， 《〈光绪湖南通志 〉点
校》 立项。 在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重视下， 成立了两届编委会和
点校编辑部， 以湖南省社科院历史
所专家为基础， 组成了十多位古籍
整理专家的点校团队， 并成立了由
陈先枢、 李龙如、 夏剑钦、 周秋光
等组成的评审小组。 经岳麓书社古
籍录排室规范录排， 湖南人民出版
社一年编审重排和点校编辑部最后
审校， 全书于2018年5月与读者见
面， 总计1100多万字。

美梦成真 驶进小城的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