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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平

清楚地记得， 那是2001年10月18日下午， 我去
参加邵阳市的一个银企对接专题会。 一进门， 先到
的刘行长朝我大拇指一竖， 恭喜我的文章昨天又上
了 《湖南日报》， 说“真是不得了， 真是了不得”。
坐在刘行长旁边的李行长起身一把拉着我的手， 让
我挨着他坐下， 说我昨天发的文章 《多换位思考》
真是写得太好了， 简直就是及时雨， 帮了他一个大
忙。

原来， 客户王老板来李行长所在的银行申请贷
款， 银行信贷员调查后认为他尚不完全具备贷款条
件， 不予贷款， 他吵着非要贷款不可。 昨天下午，
王老板又来了， 一屁股坐在李行长办公室， 扬言不
放贷款给他， 他就不走了， 还要银行赔偿他的损
失。 李行长一听犯难了。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有
人送来了 《湖南日报》。 浏览报纸， 他突然眼前一
亮， 心里有了底， 便起身给王老板添水， 然后将报
纸展开， 请王老板看一篇文章。 看过后王老板沉默
了一会儿， 说他走， 不吵了， 等条件完全具备后再
来。 那篇文章正是我写的 《多换位思考》。

李行长还没说完， 分管金融的吴副市长边落座
边接话， 说 《多换位思考》 很好地解答了一个社会
问题， 确实银行也好、 客户也罢， 都要多换位思
考， 多想想对方、 理解对方， 这样银行才不会怕
贷， 不会惜贷， 企业才会更加珍惜诚信， 讲求信
誉， 银企才会更好地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更好地
平等合作、 共同发展。

大家这么一说， 让我深受鼓舞， 也倍感欣慰。
一回办公室， 我就给 《湖南日报》 编辑老师胡宇芬
打电话道谢。 她说话那么谦逊， 那么柔美， 那么动
听， 让我如沐春风， 如饮甘露。

2001年前后的两三年里， 我在 《湖南日报》 经
济周刊连续发表了 《这笔贷款不能放》 《收费挡了
消费的路》 《外汇黑市碰不得》 《假币“过关”
记》 等10余篇稿子， 都是胡宇芬老师编的稿， 常在
电话里跟她交流。 2009年7月， 我调长沙没几天就

特意去 《湖南日报》 拜访她。 一见面， 我们几乎同
时说“胡老师就是你呀”， 然后开怀大笑。 此后我
们虽然见面不多， 但她总让我常常想起， 常与人津
津乐道我们的交往。

2008年8月5日， 这是作为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我
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 湖南省作家协会在长沙举
办我的散文创作座谈会， 谭谈、 王跃文等20多位名
家光临。 会上， 大家有褒扬也有建议， 认为我的亲
情类散文“在抒写真情时能独辟蹊径， 不落俗套，
创造了亲情类散文的一种新版本”； 而有一位老师
说， 由于时间关系， 好的话前边各位已说了不少，
他就不说了， 只提两点批评意见。 我一看桌牌， 是
《湖南日报》 的一位编辑老师。 我肃然起敬地拿起
了笔， 听着记着， 感到脸上热了， 身上出汗了， 屁
股坐在针毡上了。 时光荏苒， 岁月流逝。 我记住了
这位编辑， 也记住了他的话， 是他和他的话， 让我
的散文更具有了画感和质感， 更有了活力和张力。

2017年8月我去湖南日报社， 请这位编辑老师
给我的长篇小说 《蜕变》 封面设计做指导， 聊起了
胡宇芬老师。 临走时， 他问我看到 《湖南日报》
“我家这五年” 征文启示没有， 说如果有兴趣可以
写一写； 又说要写就得好好写， 认真写好。 当晚我
找到征文启示反复琢磨征文要求， 分析别人会怎么
写， 又梳理了自己家中五年来的变化， 最后确定了
三个重要节点的三件事， 把家和国融合起来， 写就
了 《五年圆三梦》 一文。 2018年2月征文评选揭晓，
我的这篇小文竟荣获一等奖， 排名第一。 当时我心
底一热， 激动更感动。 回想着十余年的交往， 我深
深地感受到， 这位编辑既是我的好朋友、 好兄长，
更是我的好老师。

屈指一算， 我跟 《湖南日报》 结缘已有20年
了。 这20年里， 有许多的人和事让我感动， 有许多
深情厚谊让我铭记在心， 因篇幅有限， 在此不能一
一细数， 只叙说了这两段。 我想， 在以后与 《湖南
日报》 的交往中还会结下新的情缘， 还会有许多的
人和事感动我， 激励我， 让我不断攀登， 不断前
行。

杨卫星

2018年， 我的歌词集 《涟水放歌》 正式出版了。
每当我捧起这本集子， 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湖南日
报》， 因为她是我走向文坛的起跑线。

1978年， 大地春回， 恢复高考。 我走进了设在青
烟中学的高考考场。 作文考试我一挥而就， 只用了20
多分钟就交了卷。 但其他成绩没跟上， 与大学失之交
臂。 后来， 我将参加高考时写的那篇作文 《心中有话
向党说》 寄到了 《湖南日报》。 没想到编辑老师很快就
给我回了一封令人鼓舞的信， 并寄来一大包写作方面
的辅导书籍。 从此， 我便恋上了写作。

刚学写作时， 我就像一头首次跳进草地的小牛牯，
撒着欢胡奔乱撞， 新闻通讯、 小说、 散文、 诗歌、 曲
艺、 作曲、 画画， 五花八门， 样样都弄。 但不得门道，
渐渐感到四顾茫然。 就在此时， 湖南日报的陈惠芳老
师， 还有娄底群艺馆的黄胜泉、 刘合庄老师， 涟源文
化馆的聂玉文老师等及时给我辅导和指点， 诗人、 词
作家于沙老师徒步20多里山路， 亲临我老家杨岭精心
指导我， 引我走上了以歌词创作为主的文艺创作之路。

一次，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将学写的一首反映
农村不少家庭安装了电视接收天线的小诗 《奇特的
“小树”》 寄给 《湖南日报》 文艺部。 一天上年， 我正
在山上砍竹子， 大队秘书给我送来一个又大又厚的黄
色纸包， 上面盖着一个“印刷品” 的红章， 下面是
“湖南日报社” 五个大字。 我想， 肯定是稿子退回来
了。 悄悄地转过身将纸袋扯开一看， 嗬， 与我的猜测
恰恰相反， 我写的诗竟变成了清秀的铅字。 那一晚我
失眠了！ 从此， 我便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充满坎
坷更充满甜蜜的希望之路。

我的老家在偏僻的尖山岭下，那个年代村里一无路
二无电，条件非常艰苦，写作就更加困难。当时我担任生
产队会计，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做账，做
了账再写作，黑灯暗火，蚊叮虫咬。有时，灵感来了，我睡
了又爬起来，点上煤油灯再写。为了逃避蚊子的“追击”，
我躲进蚊帐里，将煤油灯摆在席子上继续写。 有一次由
于精疲力竭，写着写着打起了瞌睡，稿纸搭在煤油灯上，

点燃了蚊帐，差点把房子烧了。
坚持学， 勤奋写，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5年， 我

采写的新闻稿先后被 《湖南日报》 《农民日报》 《中
国青年报》 等多家媒体采用； 创作的歌词 《党和人民
在一起》 《我爱大山四季春》 在 《词刊》 头条发表。
此后， 我劲头更足了， 白天参加体力劳动， 深夜坚持
写作。 累了困了， 就用冷水擦把脸继续写。 1986年，
我以优异成绩加上写作成绩突出， 被涟源市文化局破
格录用为文化专干， 安排在青烟乡文化站工作， 有了
较好的写作条件， 每年有不少新闻稿件和文艺作品被
各级报刊采用。 后来我调市文化局工作。 2001年我被
调入涟源报社专门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通过老师的指点和自己的艰难探索， 我的写作水
平在不断提高， 先后成为 《湖南日报》 《中国文化报》
等多家媒体的通讯员， 新闻通讯、 小小说、 散文、 诗
歌、 歌词、 曲艺等作品不断见诸报刊， 一些新闻通讯
稿还上了 《湖南日报》 头版头条。 多年来， 我先后有
上千篇新闻通讯稿在 《湖南日报》 等媒体刊发， 在全
国各级报刊发表了500多件歌词、 散文、 诗歌等作品，
其中多篇作品在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湖
南卫视、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 播映； 50多件作品
在省、 市获奖， 我连年被评为涟源、 娄底市优秀通讯
员和文艺创作积极分子， 被广州军区、 省军区、 娄底
军分区评为优秀军事报道员， 被中国音乐家协会湖南
分会、 湖南省音乐文学学会、 湖南省曲艺家协会、 娄
底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并被授予湖南省“青年自
学成才” 奖。

感谢 《湖南日报》 的帮力， 使我能够在文艺创作
的天空上飞翔。

龙文泱

湖南书画家倪继周获得过许多奖项和
荣誉称号， 作品被广为收藏， 捐献过价值
超过千万元的书画作品及物资用于慈善事
业……不过， 在他眼里， 不管是名利， 还
是命运的磨难， 都只是人生的经历。

4月上旬的一天， 在长沙倪继周书画
艺术中心， 记者见到了正在创作的倪继
周。

独创植绒画

满屋的书画作品中， 大厅尽头的一幅
巨幅长城图格外夺目。 金色的秋叶如云，
似火， 簇拥着长城穿越千峰万壑。 虽曲折
蜿蜒， 跌宕起伏， 却透出一股不服输的韧
劲。 长城像一条巨龙， 在起起伏伏中矢志
不渝， 奔向光明的未来。 看得人热血沸
腾。 这便是让倪继周享誉海内外的作品
《金秋长城》。 它与一般中国画不同。 长
城， 山峦， 云雾， 皆是传统中国山水画的
笔触布局， 但画面色彩绚丽， 质感厚重，
又有西方油画之观感。

“中国画， 西洋画， 一个写意， 一个
写实， 归根结底， 都是世界人民的画。 我
总想着， 不要把它们分得那么清， 而是结
合二者的特点， 探索出一条中西结合的绘
画之路。” 聊起心爱的绘画， 倪继周兴致
勃勃， 向记者介绍起他的艺术理念、 创作
思路。

为了让 《金秋长城》 具有独特的视觉
效果， 倪继周不仅在画法等方面有创新，
画作的载体也有突破。 20世纪中叶， 上海
出现了一种金丝绒画， 颇受人们青睐。 倪
继周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 他认为， 金
丝绒画新颖逼真、 装饰性强， 但成本高、
画幅小， 难以进入寻常百姓家。 经过多番
实验， 倪继周发现用黑色平绒布作画效果
很好。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他在长沙的一
条小巷中找到一家小型织布厂， 软磨硬泡
了一个月后， 厂长终于答应为他生产特定
的植绒布。 倪继周将在植绒布上创作的画
称为“植绒画”。 这种画一经推出， 便大
获成功。 1992年2月， 著名作家金庸在其
创办的香港 《明报》 以 《植绒画创出新路
向———〈金秋长城〉 作者换来“倪长城”
美誉》 为题， 图文并茂介绍了倪继周的植
绒画。

倪继周的绘画生涯起步极早。 其外祖

父、父亲皆擅绘画。 母亲是大家闺秀，精通
琴棋书画，还是湘绣高手。 倪继周很小就跟
着父亲学画画，至今没有停止过绘画。 虽然
已年过古稀，但他每天仍工作十几个小时。
由于长期沾染绘画颜料， 颜料中的毒素侵
入血液，他患了严重的皮肤病，发作起来奇
痒无比，坐立不安，难以入眠，多方求医问
药都治不好。 记者采访期间，倪继周几次涂
药缓解不适。 尽管如此，他依然笔耕不辍。
天赋加上勤奋，倪继周的绘画、书法、篆刻、
散文、诗词创作全面开花，在国际上闯出了
名声，作品相继在美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和中国香港、台湾展出。

豪情满怀画英雄

倪继周从小学习绘画， 上世纪60年代
就因擅长绘制油画人物像在益阳出了名。
许多人都找倪继周求一幅毛主席像挂在家
里，倪继周一一应承，并分文不取。

为了将人物画得更具神韵， 倪继周研
究出焦墨人物画，即用焦墨代替炭笔勾勒
出人物外形 ， 再皴擦出明暗的光影效
果。 奇妙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画中
人物的眼睛都“看”着你。 加拿大前总理斯
蒂芬·哈珀十分喜爱倪继周为自己画的焦
墨人物画， 特意写信致谢：“我深深地被您
为我绘制的肖像画所感动， 您有着非凡的
艺术造诣……我会为您这幅艺术作品找到
一个特别的地方， 来展示美妙的中国国画
艺术。 ”

画人物，倪继周有自己的偏好。 古代人
物如关羽、包拯、岳飞、文天祥，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任弼时……，还有134
位中国奥运冠军等等。“他们都是各个时代
的英雄，令人尊敬。 ”倪继周说这话时，声调
都高了几度。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守在电
视机前等结果的倪继周激动不已， 决定为
祖国申奥成功献上一份厚礼———历届奥运
冠军画像。 他用一年多的时间收集历届奥
运冠军的个人资料、 了解个性特色……选
取了其认为最有代表性的134名奥运冠军，
夜以继日地创作， 用了7年时间终于完成。
他还根据奥运冠军的名字， 在每幅画像上
题写了诗词。

英雄正气，家国情怀。出生于1946年的
倪继周亲历了中华民族从苦难中复兴的伟

大历程，一笔一画满是深情。
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
梦” 的概念， 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
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 倪继周激动不
已，开始构思创作他的书法作品《中国梦》。
采访时，他再次书写这幅作品，一边写，一
边向记者解说布局构思：“中” 字是腾空的
中华巨龙；“国”字在正中间，寓意祖国的发
展如日中天。“梦”字的最后一笔他写得很
长，代表每个人无尽的追求。

舟上恩德不敢忘

当雅安地震、 蓝山特大洪灾等灾害发

生时，为灾区人民捐赠书画作品筹款；多年
来，为下岗职工、贫困家庭义卖书画作品；
1990年，将价值数十万元的代表作《金秋长
城》 捐赠给北京亚运会组委会……为了慈
善，倪继周可谓倾尽心力。 说到这些年为慈
善事业作的贡献， 倪继周说：“我就是个普
通人，做了些普通的小事。 ”

“倪老师的仁善到了世俗之人难以理
解的程度。 ” 倪继周的好几位学生告诉记
者，只要有人对倪继周说要做慈善，他便大
力支持，甚至不问真假。 2009年，有人找到
倪继周，说要在常德临澧修建一个养老院，
缺乏资金，请他去广州义卖书画作品。 倪继
周便自费买火车票前往。 捐赠的作品卖了
三四百万元，这笔钱后来怎么使用的，他也
不过问……

倪继周总愿意用善意解读世人的种种
行为。 有学生不理解， 问他：“别人欺骗了
你， 为什么还要画画给他呢？ ” 倪继周
说 ： “人家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才
这样做 ，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他的学
生说： “倪老师经常给流浪汉送食物和衣
被。 在老师的影响下， 我们也养成了做慈
善的习惯。 ”

倪继周的祖父家十分富裕， 外祖父家
是当年益阳的首富， 他有过大富大贵的生
活，后来父亲、外祖父相继破产，他经历过
十分艰难的日子。 因此， 他把金钱看得很
淡。“钱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由
人。 把它看那么重有什么意义呢？ ”他深深
记得，当年祖父和外祖父都会开粥铺，施粥
给穷人。 遇到乞丐，家中长辈会把乞丐请进
家里同桌吃饭。 看到乞丐衣服破了，他们会
挑选比较好的衣裳送给乞丐。 倪家陷入困
境之时，他人的善意帮助让他们无比感恩。

“1946年冬天，父亲破产了，带着怀有
身孕的母亲乘一条小舟回家乡益阳。 一天
夜里，小舟随沅水行至常德，我出生了。 ”倪
继周动情地说， 接生婆看他的父母饥寒交
迫， 不仅没有要接生费， 反而给了两块大
洋。 船到益阳后，倪继周的父母把两块光洋
给船夫，船夫拒绝不了，便将钱偷偷藏到了
倪继周父母的包裹中。

“父母怀着感恩之心，经常探望接生婆
和船夫。 儿时的这些事情在我心中留下很
深的感触。 ”倪继周说，自己的名号“一舟”，
也是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

他缓缓地说道：“人在世上要互相帮
助。 ”

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书画家倪继周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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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枯荣事 我自一轻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