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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摇篮
安敏

我在 《湖南日报》 发表的第一个
文学习作， 是一首短诗， 时间是1976
年。 那时的副刊叫“朝晖”。

1977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借调
我协助工作， 我就想去拜访湖南日报
的副刊老师。 家乡有句话， 第一次上
门不能空手， 我琢磨着就拿出了带在
长沙喝的一包茶叶， 用报纸包着。 那
个时候在商店买食品也是用草纸或报
纸包， 送礼叫“纸包更”。 几毛块把钱
一包的饼干或糖太正经了， 自家带来
的粗茶随便些。 我换了张新报纸包好，
找到了报社， 就是现在的位置， 但那
时叫经武路261号。 好气派的三层楼，
厚实得古城堡一样， 神秘而威严。 后
来我才知道， 这是仿苏联 《真理报》
办公楼建造的。

走进副刊的办公室， 有一男一女
两位老师。 老师一听我腼腆的自我介
绍， 很是高兴： “安敏啊， 这么年轻，
还记得你的诗歌。” 女老师叫鲁安仁，
男老师叫袁世捷。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
把“纸包更” 放他们桌上， 说送点茶
叶你们喝。 “我们先给你泡杯茶。” 袁
老师已经走到了茶水边。

两位老师满面春风地和我聊了一
会， 鼓励着我。 “我们办公室有茶叶
的， 下次别带了啊。” 临走时， 袁老师
乐呵呵地把满脸发烫的我推了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湖南日报， 第
一次见到报社的老师。

后来， 我又写散文、 小说， 我把
第一次写的20来篇小小说一股脑儿送
到报社， 老师一看这么多， 先是皱了
一下眉， 然后笑了， 说留下吧， 我来
挑。 后来分两次发表了我几篇小小说，
那是我最早发表的小说。

认识谭谈也是在湖南日报。 报社
有个小招待所， 方便作者和通讯员，

简陋却很温暖。 那一次我去登记时没
房间了， 旁边一个人问我从哪儿来，
声音浑厚粗犷。 我说新化， 那时我在
新化文化馆工作。 他问了我名字后说：
“你是安鹏翔的侄子啊， 我是谭谈。 我
今晚出差， 你睡我那儿吧。” 我一下激
动了， 那时谭谈的大名已经很响， 我
满爹安鹏翔跟他同在涟邵矿务局， 都
搞文学。 后来招待所所长告诉我， 谭
谈刚调来湖南日报， 临时住在这儿。

谭谈老师也在报社编“朝晖” 副
刊。 他给我编过一篇散文， 出了清样，
因稿挤没刊发出来， 他就写了一封信
把清样寄给我， 让我留做纪念。 这一
年， 湖南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全省文学艺术创作评奖 ， 我发表在
《人民日报》 的散文和满爹发表在 《红
领巾》 的小说都获了奖， 谭谈既以获
奖作家又以湖南日报记者身份参加颁
奖会， 采写了一篇满爹与我的小专访
《叔侄合作》。 他在湖南日报的时间不
长， 很快调省作协了。

“朝晖” 后来改成“湘江”， 编辑
老师一个接一个地扶持着我的创作，
从蔡栋到庄宗伟到陈惠芳。 惠芳老师
和我接触很早， 他两次做我的文学专
访。 后来他编 《湖南日报》 副刊， 在
香港回归文学征文我获了奖。 我出版
的第一本散文集送给他时， 他翻翻一
笑： 这是湖南日报专号啊。 我说湖南
日报是我的文学摇篮啊。 湖南日报的
子报 《三湘都市报》， 副刊很活跃， 王
恒老师也编发过我不少习作。

有些日子我的写作有间断， 这些
年又多了起来， 一提笔就相依着湖南
日报。 何立柱、 杨丹老师对我的“新
时期” 创作关爱有加。 现在的文艺副
刊由过去的单一副刊版扩成了每周一
期四版的“湘江周刊”， 给了作者极大
鼓舞。 杨丹老师像当年的老师一样和
蔼可亲， 我又像回到了最初的摇篮。

微信里的村寨
江月卫

相聚在一个微信群里，
感觉距离更近了

最近，老家寨子里建了一个微信群，没
有忘记我，把我拉了进去。我庆幸我仍是其
中一员。我进群第一句话是，请大家用真名
以便称呼。大家全用上真名了，我仍有好多
不认识。嫁到寨子里来的媳妇，或长大了的
孩子，我大都不认识。于是，他们的名字前
我总会标注某某儿，某某女，某某老婆。

两百来口人的村寨， 离开村寨生活的
不只我一人，大部分在天南海北讨生活。现
在仍在村寨生活的只剩下二十来人。 我只
是在市里讨生活， 比起他们不知要近多少
倍，他们才算真正的离开。可他们不这么认
为，认为我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因为我是
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家已不再安在村寨里。
他们即便在大城市里买了房安了家， 他们
认为他们的家还在村寨里。

一眨眼，我离开老家的村寨已有30年。
几十年来，一抬手一低头，过去村寨里那憔
悴的容颜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过世后
的这几年，我只是清明节回村寨打个转，回
去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忙于扫墓， 遇见的也
没有几个人， 与村人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
了。 只有村寨里有红白喜事时打个电话给
我，简单而干脆：某某过世了！我先是一惊，
眼前便闪现着逝者的形象： 高高的， 瘦瘦
的，满头白发，精神矍铄，见了我总会说，娃
崽，好好干，从我们这高山坡上走出去不容
易啊！

虽说长时间不在一起，感情有些生疏，
但家乡的情义还在。哪家老人走了，哪家添
丁了，哪家起了新屋，告诉了我的，或者听
说了的， 我都会随个礼。 凡是老人家走了
的， 我都会去一趟， 送个花圈作最后的道
别。如今相聚在一个微信群里，感觉距离更
近了。村人们喜欢用语音聊天，省事简单，
听他们的声音，感觉和他们面对面坐着，手
里拿着碗，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有画面感，

更有亲切感。

我的平静而安宁的老家村寨

老家村寨叫板栗坪，在半坡上，住着吴
姓和江姓人家。老话说，坐在一块土，就是
一家人。大家和睦相处，情意绵绵。虽然遇
上干旱季节也会有争水之类的纠纷， 也只
是说说就过了，没往心里去，更没有动手打
架的事发生。近年来，外出打工的多了，种
田的就这么几个人， 田水怎么流都是浇灌
自家的秧苗，这样的事也没有了，村寨就显
得更加平静和安宁。

村寨的颜色是以黑色为基调， 油过桐
油的吊脚楼，经过冰雪的小青瓦，豁着口的
水井，还有反刍的老牛，没有哪一样不经历
过风霜。当年的晒谷场、饲养场、铁匠铺，还
有那个政治夜校都哪里去了呢？ 在阳光里
蹲在台阶上洗衣服的村姑、村妇呢？一切都
凝固在我的眼前，一切都成为我的追忆。

村寨的入口处，如今新建了寨门，刻着
村寨的名字，遒劲大方，夕阳下辉煌而耀眼。
水泥公路伸进村寨，平整而端庄。家家户户
的院坝边， 喜欢摆放几个箱子样的大石头，
夏天来了， 村人们坐在石头上听风吹树响，
任阵阵凉爽沁入心扉。经常上网的，把从网
上看来的消息，从欧洲到亚洲，从美国到朝
鲜，从杭州到深圳，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
讲述一番，大家讨论到深夜，没比国家领导
人省心。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村妇们，讨论的
基本上是村寨里的事：川聋子家下了12个猪
崽，小弟王扭了脚，炳大汉闪了腰等等，都是
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在村寨里遇见一个学骑摩托的孩子，
问他是哪家的？他警惕地看着我，然后凶狠
狠地答道：我是哪家的关你什么事？我说，
我也是这个村寨的。 他诧异地看着我：你
也是这里的， 我怎么从没看到过你？ 老半
天， 他终于哦的一声后叫了出来， 你是卫
哥？听我爸说过，要我认真读书，长大了像
你一样。我没他想象中的伟大，很汗颜。笑
了笑， 准确地说出他是谁家的孩子， 特别

是鼻子和嘴巴特别像他父亲 。 他点了点
头，笑着问，你怎么晓得？我鼓励道，你攒
劲读书就晓得了。 我心想“少小离家老大
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
问客从何处来。” 绝不是贺知章偶然所得，
应该是他对无情岁月的真诚叹喟。

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相当猛烈， 以至
于很多村民一时无法适应。 代表性人物是
村子里九十高龄的五爷， 他说， 现在楼上
楼下， 电灯电话， 耕地不用牛， 点灯不用
油，怎么先人就算得这么准？

热闹而亲切的老家村寨微信群

我手机里有200多个微信群，最热闹的
还是老家村寨的这个群，他们喊的是小名，
讲的是方言，讨论的是家长里短，甚至开几
句荤段子的玩笑。 他们不嫌一分两分钱的
红包小了，他们抢的是情感，是情谊。微信
群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天晚上，问的是你喝
了没有，你醉了没有。人人都吹嘘着自己的
酒量大，你不让我，我不服你，相约哪天比
试比试。亲近感便油然而生。眼前的景象使
我由衷地回到了村寨的火铺上， 面对红糖
煨着的米酒和热气腾腾的腊肉火锅， 让人
回味无穷，食欲大增。微信群里唯一的正事
是村长发通知说， 明天所有妇女到乡卫生
院进行免费体检， 要栽果树的户明天到村
部楼来领取，千万别错过！

有一晚在微信里讨论的是， 今年过年
的时候，大家凑钱一起买头肥猪，再买几十
斤牛肉和几百斤米酒， 从古历二十七一起
吃到正月初三，团一个热闹年。大家纷纷表
示愿意出钱。随即，大家像过喜事一样作了
分工，张三洗碗，李四洗菜，王五掌勺，李六
烧灶火，等等，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外面打
工的说，只有辛苦在家的了，可能要到古历
二十七八才能回到家。在家的说，没事，你
们只要回来吃就行，你们在外面也挺辛苦。
说得心里暖暖的。仿佛现在已是腊月，只剩
下几天就要过春节。 大家的心情便畅快起
来。其实，正月刚过不久。

欧阳友忠

今年遇到的都是逢十的喜事儿：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日报》 创刊70
周年，我马上要跨入50岁行列、工作满
30年。而我与《湖南日报》结缘，也已经
30年了。《湖南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
伴我走过峥嵘岁月， 伴我不断成长进
步。

1989年夏天， 我师范毕业被分配
到宁远县保合完小任教，参加学区教师
暑期培训班。当时学区很困难，拿不出
伙食费办培训班，时任保合乡干部张运
合自己拿出600元垫付教师伙食费，我
将这件事写成消息，在《湖南日报》登了
出来。虽为一篇200字的简讯，但点燃
了我的激情，把我引上了新闻之路。

县教育局得知我有一定的写作功
底，把我调到城内一所学校工作，担任
校办公室主任。我利用办公室报刊多的
资源优势，学报用报，把有价值的文章
剪辑成册，工作之余撰写的教学论文屡
屡获奖。 我注意身边发生的新鲜事，经
常向《湖南日报》投稿，几年下来，竟有
不少报道见诸报端。每当这时，我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当上《湖南
日报》一名专职通讯员。

2004年， 县委宣传部面向社会公
开选调一名新闻干事，我凭着多年的积
淀，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出，当上了新
闻干事，成了一名专职通讯员。刚当上
新闻干事之初，我万丈豪情，但力不从
心。我便把湖南日报当作每天的必修教
材，认真钻研新闻写作业务，结合实际，
加以运用，写作能力迅速提高，很快适
应了工作，能够独当一面了。2007年岁
末，省会长沙下着鹅毛大雪，来自全省
的100余名通讯员在湖南新闻大酒店

参加了湖南日报社组织的新闻通讯员
培训。报社社长李凌沙、总编辑李发美、
编委王志红、新闻研究所江晓军姜洪等
出席了培训班。报社还给通讯员发放了
很特别的纪念品：一把雨伞、一把手电
筒、一本采访笔记本。报社领导想得周
到，这些都是新闻采访必备物件，东西
虽小，但很宝贵，表达了《湖南日报》对
通讯员寄予的殷殷厚望和期待。我至今
珍藏着。

2007年11月11日， 宁远县仁和镇
古坪村发生山林火灾，10名村民为保
护集体山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总编
辑李发美的安排下， 永州记者站张新
国、 唐善理等人迅速赶到古坪村采访，
我们赶到村里时， 舆论导向不明朗，传
言谣言四起，采访遇到阻力。我们克服
困难， 连夜写出长篇通讯《烈火中永
生》，发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得到
省委领导的批示，10名村民被省政府
评为烈士，这篇报道获得了湖南新闻奖
二等奖。湖南日报就是这样在重大突发
事件面前发挥着主流與论引导的“定海
神针”作用。

十多年来，我已在《湖南日报》等党
报党刊上发表新闻稿件 1000余篇 ，
2017年被评为“永州市十佳新闻工作
者”。我也曾有机会离开这个岗位，但我
认为：好风景不一定在远方，眼前就有
好风光。我依然选择在新闻宣传岗位上
坚守，因为《湖南日报》与我亦师亦友情
难舍。 我在县委宣传部已工作了15年，
先后担任新闻干事、外宣办主任、分管
新闻的副部长，从没离开过新闻宣传岗
位。我不仅本人订阅、也组织全县干群
订阅《湖南日报》，每天早晨浏览《湖南
日报》已成为我的生活、工作习惯。这么
多年来，《湖南日报》已深深融入了我的
血脉，成了我一辈子的不舍情。

赵成新

安徽宿州，之前未曾关注，因为近期一次
调研，才有缘走进宿州、认识宿州，才有了这
次难得的怀古之行。

“此去淮南第一州”，来到淮北平原，我们
自南往北，相继踏入宿州的埇桥区、灵璧县、
泗县、萧县、砀山县等地，感受到这里与江南
迥异的自然风光。没有叠嶂山峦、纵横沟壑，
极目远眺，一马平川。时维5月底，正值夏收时
节，万里平畴麦浪翻滚，来自南方水稻产区的
我，见此情形，不禁有些小激动。走入麦地深
处拍照留影， 平畴沃野， 金黄的麦地一望无
际，不愧为“天下粮仓”。

行走宿州，方能触摸厚重历史的脉搏。宿
州市委书记史翔不无自豪地说， 宿州文明的
篝火自新石器时期燃起， 拥有3700多年的郡
县史，东周时称“宿国”，秦汉时即为“舟车会
聚，九州通衢之地”；繁星闪烁的历史长河中，
多少英雄在此逐鹿中原，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
地。宿州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走来，首次到访，
不免平添了几分怀古的情愫。 在该市埇桥区
大泽乡，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发出“王侯
将相宁有种乎”的千古一问。该地还存有面积
约四五千平方米的涉故台，陈、吴曾在此安营
扎寨，习武操练。涉故台周围绿树掩映，五谷
盈野。东面存有古井“龙眼井”，台上存碑数
方；南面长有一株铁杆虬枝、古朴苍劲的“柘
龙树”，古时为拴马桩，旁边矗立着一座陈胜
吴广起义大型浮雕。来到灵璧县，当地灵璧石

千奇百怪， 形态各异，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
石”。楚汉争霸，早已灰飞烟灭，在此留下刘邦
藏身避祸的汉兴福地皇藏峪和霸王折戟的垓
下古战场， 亦可洞见尘封的刀光剑影。“力拔
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在此演绎霸王别姬的千
古绝唱。 灵璧县城往东10公里处树林中沉睡
的虞姬墓联曰：“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
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千百年来多少
文人墨客慕名前来凭吊览胜， 吟诗填词抒发
思古幽情。

行走宿州，品读璀璨的历史文化，仰望无
垠的星空。这块土地，曾是老子、庄子出入论
道之地，也曾留下孔子周游列国的轮迹。没想
到还流传着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凄美爱情故
事。女主人公是一位名为湘灵的姑娘，据传其
父是我们湖南人，因而名中带“湘”。唐代诗人
白居易青少年时代随父在宿州度过， 寓居古
符离东林草堂22年。 湘灵姑娘与诗人情窦初
开，深深相恋。后来，白居易为了自己的前程
数度离开宿州， 离后相思绵绵， 先后写下了
《寄湘灵》《寒闺夜》《长相思》等，诗作离愁万
端，隽永千年。宿州当年应无宽广草原，白居
易16岁竟以符离大地为背景写下《赋得古原
草送别》，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离离原
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
萋萋满别情。”宋代大文豪苏轼曾流寓宿州，
在扶苏亭挥洒笔墨，著有《灵璧张氏园亭记》
等诗文。宿州，不仅历来名家云集，诗文荟
萃，运河文化也独具魅力，留下了丰富的历
史积淀。隋唐大运河“活”的遗址，现泗县境
内残存运河故道全长28公里， 虽不通舟楫，
但仍有灌溉之利。 清晨在泗县运河故道跑

步，似在穿越时光千年，感受
运河生生不息的文脉……

行走宿州，亦可感受红色
精神的力量在这里升腾。在中
国革命斗争史上， 这里经历了
许多血与火的洗礼， 其中有两
幅历史画卷尤其值得我们记
取。第一场是抗日战争。1938年
5月19日，宿州沦陷，抗日烽火
漫天燃烧。 民族存亡中的宿州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八路军、新四
军将士们并肩拼杀、浴血奋战，为中国抗日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党组织在此创建了豫
皖苏抗日根据地。 宿州位于苏豫两省间的中
心位置，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中共
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 新四军四师师长兼
政委彭雪枫、 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将士在皖北大地纵横
驰骋，英勇抗战，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 第二场是淮海战役。 在萧县蔡洼红色景
区， 我们参观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暨华东
野战军指挥部旧址。1948年12月17日， 刘伯
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齐聚蔡洼，
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
议，也是唯一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夺
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 对于解
放全中国，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参观现
场， 亦可感受70多年前那幅气势恢宏的战争
场景，心中浮现出胜利号角吹响、红旗插满大
地、中华民族一片欢腾的景象。

宿州是革命老区，四县一区都是贫困县。
行走这里， 亦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地干群这些
年在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感召下奋勇脱贫
的足音。 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黄河、淮
河、运河交织，上百公里黄河故道从东向西、
隋唐大运河遗址自南往北贯穿而过，滋润着
两岸人民，冲积平原，砂性土壤，土质疏松，
适合梨桃等水果生长。

地理文脉， 黄河故道。“夹岸梨花舞飞
雪， 小舟一叶乘轻风。” 在砀山县黄河故道
上， 人们栽种质地脆甜的砀山梨历史久远，
上百万亩梨树成为当地一景，每当一年春光
醉，万顷梨花化雪飞。“上了年纪”的梨树比
比皆是，最老的“梨树王”有380岁高龄。一株
梨树一般年产量500公斤以上， 可为梨农增
收2000元左右。砀山梨，成为了当地百姓的
致富果。2020年，宿州将如期全面脱贫摘帽。

古史清风，文明来处。这次行走，走读的
是千年历史，感悟的是文化脉动。历史是一
位智者，对话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认识过
去、把握当下、镜鉴未来！传承优秀文脉，推
动中华文明代代绵延，生生不息，在岁月的
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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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遗址河段。 赵成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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