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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光凡

今年8月9日， 是人民作家周立波（1908-1979） 诞生
110周年纪念日。

秋风万里芙蓉国， 一炷心香献前贤。 我伫立湘江之
滨， 瞭望巍巍麓山， 不禁深深缅怀这位杰出作家。 遥想
故乡益阳那漫山遍野四季常青的茶子林很快将着果累累，
茶籽采摘后， 数不清的白洁的茶子花又将迎着霜风怒放，
像细瘦的闪烁的残雪点缀在青松翠竹间。 这是立波生前
最喜爱的花， 也是其人品和文品的象征： 洁白、 淡雅、
温馨、 美丽， 含露凝香， 朴实无华， 牢牢扎根在山野，
无求于人们， 却永远开放在人们的心坎里！

他的作品散发着茶子花香

立波是我的同乡。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省报当编辑，
主要从事文艺评论， 总是能够较早地读到他那些优秀的
作品， 从描写东北土地改革的史诗性杰作 《暴风骤雨》，
到充满乡情乡音， 散发着茶子花香的反映家乡农村生活
的小说 《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 ……它们像一股股沁
人心脾的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 1962年末， 湖南省第三
次文代会在长沙召开。 我作为代表兼党报驻会记者， 有
机会接触身为省文联主席的立波。 会议期间， 益阳市花
鼓戏剧团献演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花鼓戏 《山乡巨
变》， 立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他当面请老朋友赵
树理不客气地发表“高见”， 他那谦和而又幽默的口吻和
身影， 会场上无拘无束、 谈笑风生的氛围， 至今让我记
忆犹新。

在那段特殊的艰难岁月里， 立波罹难， 被挂着黑牌
子押在汽车上四处游斗， 一些热爱他的文学青年却甘冒
大不韪， 递上本本请他为自己签名。 立波从容地写下

“Li� berty”， 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微笑着回答：“我的
名字， 自由的意思！” 这一充满立波式幽默和戏剧性的现
场“插曲” 顿成美谈， 很快传遍文学界。

文革结束后， 我同他的长子健明同在湖南省社会科
学院从事文学研究， 可谓晨昏相见。 他夫妇俩给我谈了
不少立波生平创作中的逸事， 使我对这位家乡的大作家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从那时起， 我就决心为立波写一
部评传。

这个课题后来引起陈荒煤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文学学
科规划会议的重视， 被列为重点项目。 在省社科院党组
的支持下， 我和另一位研究人员沿着立波生前从事革命
和文学活动的足迹， 从他的家乡开始， 由南到北， 直至
他参加土改、 创作 《暴风骤雨》 的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
钲， 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 我们从各地图书馆、 档案馆、
纪念馆搜集了大量史料， 走访了近百位党政军领导同志、
文艺界知名人士、 立波的亲友及作品中一些重要人物的
原型， 开了好些座谈会。

在掌握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我伏案数载，
几易其稿， 撰写了 《周立波评传》， 于1986年10月由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首道欣然同

意以他发表在 《人民日报》 的一篇重要文章
《毕生扎根人民中———怀念周立波同志》 经修改
后作为这本书的代序。 学术界老前辈周谷城在
酷暑中挥毫， 为 《周立波评传》 题写书名。 这
都使我深为感动。

立波挚友严文井的
“盖棺论定”

光阴如白驹过隙， 转眼已30
多年。 30多年来， 文苑洒满阳光，
形势越来越好， 但也经历了许多
风风雨雨。 早在21世纪伊始， 著
名诗人贺敬之曾在 《致“周立波创
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
会”贺信》 中尖锐指出： “近些年来， 在‘告别革命’‘消
解主流意识形态’ 浪潮的影响下， 歪曲、 贬损以致根本
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言论甚为风行， 在某些时候和某些
范围中甚至成为强势话语。” 尽管它只是支流， 但严重冲
击着对老一辈革命作家和社会主义文学实绩的研究和正
确评价。 为此贺老大声疾呼， 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总结历史经验， 进一步开展对周立波等许多前辈革命
作家和革命文艺发展史的深入研究。 贺敬之这些充满热
情和真诚、 极有针对性和建设意义的批评建议， 给文学
界、 理论界以重要启示和鞭策。

作为一名从报人到学人的理论评论工作者， 我坚守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 的先哲遗训， 深信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才是求索真理的唯一途径。 关于立波其人， 我
十分赞同其挚友严文井在立波辞世后的“盖棺论定”：
“立波是一位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 对他的著
作， 可以做出各种评价。 但无论怎样评价， 都得承认他
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这是因为， 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
人。 ”“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 而是一个天真纯朴、
心地善良的人， 一位忠诚于党、 忠诚于革命文学事业的
好同志。 他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其思想、 艺术
上的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是不能否定的。 像他这
样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 在中国并不是很多。” 当然， 我
也认同严老的如下评论：“我总觉得， 像立波这样一位有

理想、 有抱负而又有
深厚文学修养的作
家， 似乎还未能充分
抒展他的才华。 他敏于观察， 富有幽默感和表现力， 他
完全应该而且可能写出更多有更高文学价值、 反映我们
伟大时代多侧面和多种人物的传世之作。 他去世是太早
了一点， 我总感觉到他还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话没有说出
来， 还有一些叫人一唱三叹的作品没有写出来！” 这简短
而又恳切的言辞里， 包含着对立波多少尊敬、 热爱、 同
情、 惋惜之情啊！

他的文学道路、 文学精神至今给我们
以启迪

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号召广大文艺家扎根人民、 扎
根生活， 从高原向高峰挺进， 柳青、 周立波、 赵树理这
些文学前辈的榜样凸显出异样的光彩， 他们的文学道路、
文学精神至今给我们以重要启迪。 立波说得好：“文学的
园土是在人民生活里。 作家必须长期扎根在生活的肥土
里边， 才会有出息。” 他的文学道路、 文学精神一言以蔽
之， 就是毕生扎根人民中， 为人民而写作。 他深入生活

从来不是“走马看花、蜻蜓点水”，而是真正做到了“不仅要
‘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自觉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
运、 心连心，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做人民的孺子牛”。 不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他冒着零下
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 在北满村屯参加土地改革的日日
夜夜， 或者是新中国成立后，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
他举家从北京迁回湖南农村， 在家乡扎根上十年， 他都
是这样做的， 真正和乡亲们打成了一片。 正因为这样，
他才能创作出堪称经典之作的长篇小说 《暴风骤雨》《山
乡巨变》 和其他许多短篇杰作， 真实、 生动地描绘了土
改和农业合作化两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变革， 塑
造了好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
地概括了我国亿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从民主革
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所走过的主要战斗历程。
这在我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 是不多见的， 是立波对我
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 同时，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
一代代文艺家， 也正是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的言传身教
和正确引导下， 坚持与时代同步， 与人民相结合， 不断
开拓创新， 从而创造了“文艺湘军” 的辉煌。

献给立波的一个小小花环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 新的文化语境下， 我回应读
者和学术界、 文学界一些好心的朋友出于厚爱的期盼，
不顾年老力薄才浅， 对 《周立波评传》 进行了全面修订，
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之作为一个小小的花环敬
献给立波110周年冥诞。 修订版由原有11章39节扩充到12
章43节， 增加了一些重要内容， 力求与时俱进， 以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
导， 运用历史的、 人民的、 艺术的、 美学的观点分析评
论作家作品， 对周立波的生命历程、 文化性格、 文艺思
想、 文学道路、 创作成就及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
地位和贡献， 尽可能做出比较深入、 全面、 客观、 公正
的介绍和评价， 真实展现一个来自人民、 具有鲜明独特
的精神个性的大作家活生生的性格形象、 人格魅力和生
命光辉。

我总认为， 写作家评传要遵循鲁迅的教导： “倘要
论文， 最好是顾及全篇， 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 以及他
所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 论“文” 如此， 论

“人” 更应如此， 这就是知人论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
法。 在这个问题上， 我很赞同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的观
点： “评骘古人， 也和评骘今人一样， 既要不失之于阿
私， 又不可使其受到冤屈。 这需要有一股刚大之气和虚
灵不昧之心， 以随时了解自己知识的限制和古人所处的
时代， 及其生活的艰辛。” 如此方能不带偏见， 避免武
断， 既不为贤者尊者讳， 又不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苛
责于前贤， 真正做到当代意识和历史主义精神的统一，
真善美的统一。 这始终是我的一个努力目标， 虽未能至，
但心向往之。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 研究员）

刘宗林

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通信 立体发力， 将人们
生存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对这个挤压过程我
感受得十分真切。

我出生并长期生活在怀化那个边远的山城。
年少时， 常常在脑海里勾画省城长沙的繁华， 期
盼着到那里看看。 然而美好的憧憬被遥远的距离
绞杀， 到长沙走走、 看看也就成了我挥之不去的
少年梦。 直到参加工作两年后的1978年， 我才与
梦中的长沙初识， 那次的初识给我留下的印象至
今还刻骨铭心。

从两天前接到陪领导去长沙出差的通知开始，
就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 从怀化去长沙， 要沿
上海至昆明的320国道穿邵阳、 经娄底、 过湘潭，
全程510多公里， 期间的艰辛和惊险非亲历者难以
想象， 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翻越雪峰天险。

山间的道路呈“之” 蜿蜒向上， 路面狭窄且
坡陡、 弯急， 印着硕大惊叹号和骷髅图形的牌子
警示过往司机： 稍有不慎， 就可能万劫不复！ 老
旧的吉普车吐着黑烟、 喘着粗气， 像负重爬坡的
老人力不从心的往上挪动， 技术高超、 经验老到
的司机在喇叭的嘶鸣中左一个满盘接着右一个满
盘， 使吉普车在山巅上左冲右突。 初始， 坐在副
驾驶室的我， 一边陶醉于车窗外的重峦叠嶂、 氤
氲弥漫、 青翠欲滴、 云卷云舒， 一边体验着车子
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带来的荡秋千般的刺激， 感
到新奇和惬意。 然而， 这种兴奋没持续多久， 痛
苦便接踵而至。 先是仿佛有个小虫在肠胃间拱动，
弄得腹腔、 胸腔酸溜溜的， 继而天旋地转， 眼睛
也变得模模糊糊， 紧接着， 小虫不断加大捣腾的
力度， 肠胃中的库存一个劲地往上涌， 脸色由红
变白再变青， 司机瞥我一眼后将吉普车靠到路边，
未待车停稳， 我迫不及待打开车门， “哇” 的一
声， 呕吐一波接着一波， 鼻涕眼泪也齐刷刷地向
外涌。 此后每前行一段路就要停车吐一次， 直到
翻过雪峰山进入洞口境内， 道路逐渐平缓、 弯道
逐渐减少才慢慢平复下来。 一路颠簸痛苦， 熬到
邵阳时已夜幕降临。 那天晚餐我粒米未进， 浑身
骨头像散了架一样， 仿若一场大病！

邵阳到长沙同样不轻松。 由于车流量很大，
路面被压得坑坑洼洼， 车子走在上面好像在跳迪
斯科， 有的路段因维修改造只好单边放行， 横穿
邵阳、 湘潭两座城市和若干县城集镇， 要在密密
的摊位中小心翼翼移行， 吉普车像蜗牛般走走停
停， 停停走走， 到长沙已是华灯初上。

那时候， 怀化到长沙的是汽车两天的车程。

为规避翻越雪峰山的痛苦，我就改坐火车。 那
时的火车是烧煤的蒸汽机牵引，不管旅客怎样心急
火燎，它始终保持“咣当—咣当—咣当”的慢节奏。
每个火车站都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火车尚未靠站，
旅客们便拉开百米冲刺的架势，潮水般地往站台狂
奔，一片混乱，一片狼藉！ 车厢内，空间利用率达到
极致，但凡能够立足的地方都站满了人。 那种场合
考验的是人的体能和耐心。 火车每站必停，拥挤状
况不断加剧，13个小时熬到长沙， 精神上受到的折
磨丝毫不逊于翻越雪峰山所带来的身体痛苦。

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国家构建四通八达的铁
路网络， 改蒸汽机为内燃机， 改单线为复线， 进
行电气化改造， 整个铁路系统连续五次大提速，
大联网， 运行速度和乘坐舒适度大幅度提升， 火
车因此成为旅客出行的首选。 上世纪90年代， 往
返北京、 贵阳的两对特快列车途经怀化， T61/62
次晚上11点多从怀化上车，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就
到了长沙， 旅途变得便捷、 舒适、 惬意。

那时候， 怀化到长沙的空间是火车7小时的车
程。

这些年， 公路与铁路， 火车与汽车就像竞技
场上技艺相当的对手， 都在使出浑身的招数， 争
当空间的主宰。 高速公路开通， 一下将两地的空
间浓缩到了4小时。

铁路用久蓄的能量与公路扳上了手腕。 几年
时间， 横贯东西的高铁大动脉就连上了上海与昆
明， 坐在平稳舒适的“和谐号” 高铁列车上， 看
着显示300公里时速的电子屏和窗外呼啸而过的
景物， 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风驰电掣”。

前几天， 接到怀化亲友的电话， 说很久没见
面了， 约周五晚上聚聚。 我爽快回答：“准备好碗
筷， 下班后过来赶晚饭。” 七点半前我如约坐到了
饭桌前。

今天， 怀化到长沙的空间浓缩到了1个半小
时！

我常常自嘲想象的愚笨， 真不知道明天我们
生活的空间会浓缩成什么模样！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四十年来家国

浓缩的空间文化强省呼唤精品力作

龚爱林

湖南文学近年来捷报频传， 从2013年到2018年的6年
时间里共有8部作品获得全国文学大奖。 虽然年年有获奖，
年年有作品， 但感觉精品力作还是不多， 能够产生持久影
响力的经典作品太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开拓思
路， 多出精品力作， 助推湖南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

我觉得首先要帮助作家端正创作态度， 深入生活， 扎
根人民， 在扩宽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鼓励作家走
出书斋， 走进火热生活， 去了解社会生活的新变化。

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这就要
求作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 具有接地
气的创作态度与创作心态。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作家
习惯于闭门造车， 不关心、 关注火热的社会生活实际， 不
思考、 探究人民群众关切的社会热点问题， 社会生活感受
与体验十分薄弱， 因而创作上缺乏源头活水。 只有端正创
作态度， 调整创作姿态， 改变创作作风， 才有可能写出与
人民群众同气相求、 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优秀作品来。

近年来， 湖南省作协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围
绕“精准扶贫”“两型社会建设”“洞庭湖治理”“湘南产业转
移”等省委重要工作及群众关注的重大社会热点，进行了一
系列文学采风活动。 不少作家在采风过程中深受触动， 涌
现了一批好作品， 我省作家纪红建刚刚获得第七届鲁迅文
学奖的报告文学 《乡村国是》、 湘西作家龙宁英前年获得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的报告文学
《逐梦》， 这两部作品都是作家在省作协组织的“作家看湘
西扶贫开发” 文学采风活动中深受触动， 找到灵感， 激发
创作热情， 从而孕育出来的两部文学精品。 省作协将继续
组织发动作家加强深入生活、 采风等活动， 让作家们更加
广泛深入地接地气、 强心气， 为写出更多精品力作创造条
件。 例如， 下一步将围绕湖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
示精神， 以“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为总遵循， 积极
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让“一湖四水” 安澜， 一江清
水东流， 推出生态文学采风活动， 用文学的独特方式助力
“蓝天保卫战” 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

其次， 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发现和培养文学新
人的工作力度。 要摸清家底， 充分发现青年作家中确有创

作潜力的“亚名家”， 进行重点关注、 重点推介、 重点培
养。

湖南文学要迅猛发展， 就必须形成老中青结构合理、
梯次分明的作家群体， 确保整体上后继有人、 创作力可持
续。 继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湖南有邓湘子、 牧铃获
奖， 去年湖南又有周静、 李少白两位获奖， 湖南儿童文学
群体之所以能够多年佳作不断、 获奖不断， 成为全国最为
突出的作家群体之一，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但是， 湖
南文学中的有些领域发展还不够平衡， 可以向文学高峰冲
顶的精品力作还很缺乏。 大力激发实力派作者的创作潜
力， 不断提升创作质量， 努力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 激发
新一代作家的创新能力， 应该是解决难出精品力作问题的
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 要充分发挥毛泽东文学院培养作家
的功能， 多办改稿班、 高研班、 青年作家培训班。 事实证
明， 作家改稿班、 高研班、 青年作家培训班对于提高作家
的创作水准、 提升重要作品的写作质量很有裨益， 王跃文
的 《爱历元年》、 阎真的 《活着之上》、 何顿的 《来生再
见》、 马笑泉的 《迷城》、 龙宁英的 《逐梦》、 纪红建的
《乡村国是》、 汤素兰的 《阿莲》、 余艳的 《守望初心》 等
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都是作家用“工匠精神” 沉淀多
年， 用“绣花功夫” 反复打磨， 再通过改稿会等多种方式
精雕细琢， 产生出来的文学精品。 通过这些方式， 多层
次、 多门类、 多途径地促进实力派作家的创作提升、 做好
青年作家的培养工作， 为作家、 特别是青年作家搭建更好
的平台， 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

三是要加大扶持力度， 创造良好的文学生态。 发挥重
点作品扶持工程的导向作用， 重点关注现实题材创作。 继
续实施发表作品奖励制度， 激发作家创作精品的热情。 例
如切实推进湖湘历史文化名人长篇小说创作规划， 推出更
多“湘味” 更浓的文学力作。 文学是文化艺术影视出
版等方面的重要基础与源泉之一， 广电湘军和出版
湘军的辉煌与上世纪 80年代文学湘军的辉煌密切相
关， 建设文化强省， 打造影视演艺等诸多文艺领域的原创
精品力作， 面向当代生活促进文化积累与创新， 湖南文学
应该也一定能够起到应有的基础性作用， 担当起重要的历
史使命。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湖南文学
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