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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诗情文如大山
龙德豪

谢长华是从湘西南雪峰山脉走
出来的一名儿童文学作家。 他出生
于深山中的湖南省洞口县月溪镇，
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大山里
度过的， 钟灵毓秀的大山在他的灵
魂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是一名大山里的教师， 曾教
过长华两年初中语文， 并担任他的
班主任。 长华既有和大山里其他孩
子一样坚韧质朴的品质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 又有和其他山里孩子有区
别的地方，那就是酷爱语文和写作。

记得有一次， 我教了一个小说
单元后， 便引导学生进行一次小说
创作， 唯有长华对此表现出极大的
热情。 他不仅把一本18页的大作文
本全部写完了， 还在后面的封页上
画上密密麻麻的方格，写满了文字。
语言生动形象，人物、情节和环境描
写均无懈可击， 是一篇不可多得的
好小说。 我花了整整一个课时对他
的小说进行了讲评， 在师生中产生
了巨大的反响。 长华同学能写出如
此优美的文章， 除了他酷爱语文经
常练习写作外， 还有一种与生俱来
的写作天赋！从此，我经常鼓励他，
加大他的写作训练量， 并时常送一
些文学类书籍给他看。后来，他走进
省城，走上了文学之路。每每发表作
品，他总要寄给我看。近几年他厚积
薄发， 短短三年时间创作了二十多
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他汗水
和心血的结晶， 也是他多年辛勤耕
耘结下的硕果。 我都认真地进行了
阅读，为长华的创作成就而欣喜。

长华这位从大山里走出的儿童
文学作家， 作品如大山一样朴实无
华。 山里人每天面对着大山， 觉得
大山就像山里人的母亲， 既不涂脂
抹粉，也不奇装艳服，每天朴朴实实
出现在家人面前，但她可亲可爱，蕴
含着丰富情感， 值得我们一辈子尊
敬和爱戴。 我认为长华的作品就具
有这个特点。 他的作品语言朴实无
华，不矫揉造作，使用了不少山里人
的口语方言， 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
深意。

长华的作品如大山一样新奇秀
美。 从外表上看， 大山的确朴实无
华，但当你走进大山后，你就会发现
里面风光无限。大山里有峰峦怪石，
有奇花异草，有飞禽走兽，有涧水山
泉， 有幽径溶洞……你会感到美不
胜收。

特别推荐 我
写
我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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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汝勤

近日， 湖南大学出版社送来 《两
院院士忆高考———77� 级、 78� 级大学
生的高考故事》 全部书稿， 看到许多
熟悉的作者名字， 我感触良多。 他们
的深情回忆把我带回了改革开放伊始
的20世纪70年代。 恢复高考后进入高
校的首批学子， 给我们这一代经历十
年动乱、 历尽沧桑的教师也带来了新
的生机和希望。 正如他们的回忆文章
中所写： “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的一
次拨乱反正， 也是改革开放的序曲”
“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更重
要的是迈出了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第
一步” “‘科学的春天’ 吹绿了整个中
国大地， 带来了百花齐放， 也让我有
机会搭乘着高考这座列车驶向了‘人
生的春天’” 。

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是： 为了这
些年龄差距不小、 学历参差不齐却求
知若渴的新生， 老师们精心设计教学
新方案、 重新编印具有针对性的教材；
上课时耐心细致讲授， 下课后精心热
情辅导； 因课堂上讲的内容太多而
“拖堂”、 课后放心不下而去学生宿舍
“补课” 成为常态。 而学生们为了把被
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可以说得上
是争分夺秒 ， 废寝忘食 。 关于这方
面， 多篇文稿中有生动的回忆。 记得
当年我所在的湖南大学， 师生周末在
大操场看露天电影。 因为条件简陋，
影片放映中途要花时间换片。 就这样
短短的几分钟换片时间， 电影放映场

内立即传出琅琅的诵读声。 这
么多年之后， 这次我在读到当
年在湖南大学就读的作者的回
忆时 ,� 才弄明白当年在现场出

现的情景， 是电影换片时学生们在抓
紧时间背诵外语， 放映操场立即变成
自习场所!
� � �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令我们
这一代教育、 科技工作者欣慰的是，
40年过去了， 当年的小树已枝繁叶茂，
当年的稚嫩考生已成为新时代创新型
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 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发扬与
面对艰难竭忠尽智的家国情怀， 更看
到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宏伟目标
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奋力前行的不
停步履。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
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著名的“钱学
森之问”， 钱老在世时尚未能找出答
案。 通过40年改革开放， 国家一些重
大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 这个教育方
面的难题答案的探索当有所进展。 从
院士对高考的珍贵回忆中， 我们可以
跟踪这批我国高校培养的优秀学子的
成长历程， 总结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
经验。 相信我们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征途上， 最终能找到钱老提出
的课题的圆满答案。

从院士们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中，
我们能感受到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环
境极为重要。 作者们讲述了自己从小
培养对知识、 对科学的热爱， 体验科
学探索的乐趣， 以及受到老师的影响
和指引的经历， 决心自己现今作为老
师要努力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爱。 一
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大的作为， 作者们
以自身在逆境中求生存的经历， 告诫
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竞争激烈的“新逆

境”， 要用永不放弃的坚持与执着， 让
科学的天空群星闪耀。 有的院士指出，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 不过分依赖别
人给你选择的路， 要敢于挑战、 敢于
质疑， 否则就永远没有创新可言。 有
的院士提出， 必须创新建设宽松的体
制环境； 急功近利， 都想要马上做出
一流成就， 太过于短视。 年轻教授回
国， 要求他几年之内就做出了不起的
成就， 很难成就创新。 就像我们今天
遇到的制约我们的芯片这样的技术问
题， 核心的东西不掌握， 就很难超越
别人， 甚至要受制于人。 有的院士在
讨论中甚至深入到高校的课程结构改
革、 适应人工智能新经济的“新工科”
建设等问题， 为国育才的拳拳之心，
令人感动。 院士们也讨论到了我国教
育体制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 40年改
革开放的光辉成就令我们对国家的教
育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关于教育体
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 大学毕业
后出国深造、 后来入选发达国家院士
的学者们有独特的观察视角。 他们不
但以自身成就为华人争光， 更以其特
有的方式对中国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外籍
院士。 出于比一般人更深沉的对故土
的眷恋， 他们更容不得任何人对自己
故国即使微小的疵瑕说三道四： “总
有人批评我国的教育体制、 批判高考
制度， 如果说我们的教育是完全失败
的， 又怎么可能出现我们这批人？ 我
们要客观地看待教育体制， 差别不代
表落后， 中国教育体制中曾经出现的
那些闪光点， 现在如果能重拾起来，
仍然威力巨大。”

阅读年青一代院士们的一篇篇回
忆， 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情怀， 一种精

神， 也就是报国情怀与奉献精神。 正
是这种情怀与精神激励着这一代人勇
于克服困难， 竭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成就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有了这样
的一代又一代人， 国家何患？ 这些院
士作者们在完成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学
习阶段后， 大多有出国深造的经历。
在多篇回忆文章中， 可以分享到他们
在国外学习与事业有成后毅然回国报
效国家的心路历程。 其实， 他们考虑
问题的思路极其单纯： “虽然身边很
多人选择留在国外工作， 但是我还是
义无反顾地回国了。 我深刻地意识到，
一个人的幸福与成就， 是不可能脱离
祖国的。”

我们从院士们的回忆中还能读到
师长们例如老一辈院士对学生的关怀。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先生和路甬
祥先生是师长中的表率。 周先生经常
向学生介绍彭桓武先生等前辈的治学
态度和爱国奉献精神。 学生出国无论
走到何方， 周先生一有机会就会与学
生联络并询问近况， 鼓励学生在学业
有成之后归来报效祖国。 他的影响坚
定了学生的信念： “我决定回到中国
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 因为，
彭桓武先生说过， 回国不需要找原因，
不回国才需要找原因。”

湖南大学出版社用近一年时间，
与中国科学报社联合采访了51位院士，
并以院士们的切身经历反映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这
是在全社会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激励当代青年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 鼓励青年学子努力建功立业的好
范本。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院院
士忆高考》 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

脚板丘、爷爷的牛
汤素兰

我小的时候， 爷爷一直替生产队养着一头黑牛。 牛是
集体的， 爷爷只管喂， 队里谁要使牛干活， 就到爷爷家里
来牵。 别人来牵牛爷爷都放心， 唯独村里一个石匠来牵牛
的时候， 爷爷总是不放心， 怕他打牛， 怕他犁田时故意把
犁压得深， 让牛吃力。 只要石匠来牵牛， 爷爷就急得像热
锅上的蚂蚁， 站在石匠的旁边， 嘱咐他不要折磨牛， 石匠
当然不听， 爷爷就搓着双手， 说话结结巴巴， 不知道如何
是好。

牛老了以后， 被生产队杀了。 爷爷后来再也没有养过
牛。

有一年， 我去一个地方旅行， 在卖纪念品的小摊上看
到一头雕刻的牛 .这头牛的造型是趴伏在地歇憩的样子，
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爷爷的牛干活累了， 趴在牛圈里休息的
样子。 于是， 我买下了这头牛。 因为我已经多年不见真正
的耕牛了。 即便在今天的乡村， 也已经很少有人用牛来耕
田。 我买下它的时候就想， 什么时候， 我要给它写个故
事。

又有一年， 我和儿童文学界的几位师友到紫鹊界去看
梯田， 其中一丘最小的梯田叫“脚板丘”。 “脚板丘” 这
个名字充满趣味， 我当时就跟朋友说， 我要给“脚板丘”
写篇童话。

还有一丘田叫“桥板大丘”， 也是我不能忘却的。
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长工， 当过佃农， 他和奶奶每天

不吃晚饭， 积攒了一点钱， 买了我们村最大的一丘田———
桥板大丘。 我父亲小时候读书成绩特别好， 高小毕业后他
想去读中学， 我父亲的老师、 校长和当时的村长都来家里
做我爷爷的思想工作， 他们说你这个孩子聪明， 是读书的
料， 你应该把桥板大丘卖了， 送他读书。 爷爷舍不得卖掉
桥板大丘， 我父亲也就只好辍学去学木匠， 父亲后来特别
看重我们读书， 就是因为遗憾自己没有读书。

现在， 桥板大丘的一部分变成了乡村公路， 另一部分
则种上了桑树。 据说是一个农业开发项目， 有人投资， 要
在我们那一带养蚕。 蚕要吃桑叶， 于是， 过去的粮田全种
了桑树。 投资的亏了， 办企业的人走了， 只剩下满田桑
树。 看着那些长着桑树、 无人打理的田， 父亲痛心地
说： “这些田都荒了。”

这一切的种种， 或者都是我写作 《犇向绿心》 的背
景。

最初写这个故事是2007年。 那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
习， 因为从没有参加过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的投稿， 便写
了 《我们的青草公寓》 和 《蜻蜓》 两个短篇童话投稿过
去。 《蜻蜓》 获得了2007年度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童话
大奖， 而 《我们的青草公寓》 我总觉得自己的表达没有完
成， 便搁在那里。 几年后， 我继续写这个故事， 且将“脚
板丘” 写了进来， 但还是没有找到感觉， 便又搁下了。

2018年冬天， 我从电脑里找出这个支离破碎的故事，
下决心把它写完整。

我写了整整一个冬天， 一直写到2019年2月14日， 终
于写完了它。

它是我写作生涯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故事， 从2007年
最初的想法， 到2019年最后完成， 整整12年。

它也是一部我对童话的探索之作。 童话可以无限空灵
和想象， 但童话是否可以表现现实生活， 尤其是表现我们
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和内容？20世纪60年代， 随着两部美国
童话《夏洛的网》和《时代广场的蟋蟀》问世，让生活扑进童
话已是一个新的潮流，也是童话的一条新路。然而，现实题
材的童话写起来极为艰难。 是否只有小说可以表现重大题
材？关注现实生活？如何将童话的幻想、诗意，将儿童文学特
有的儿童情趣、儿童想象、儿童愿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契
合起来？我试图打通现实题材和童话幻想的路径，探索表达
的可能。《犇向绿心》就是我努力的结果，也是我献给挚爱的
故乡和今天的孩子们的一份礼物。

（《犇向绿心》 汤素兰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刘群力

读石光明先生的诗集《难忘是
乡愁》， 感觉有一股温文儒雅的气
息扑面而来。 我与先生素未谋面，
但从他诗里能感觉到他深厚的文
化底蕴与一种内心自然流淌的温
情和善良。

有人说， 诗歌是语言之寺 。
我能从他的诗语里读出他对诗歌
的虔诚。 他用自己的心灵与山水、
人文对话。 他用灵魂去触摸这个
世界， 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亲
人。

他的诗， 保留着诗歌的音律
美。 他是中西古典诗学精髓的忠
实践行者。 白居易说， 诗者， 根
情， 苗言， 华声， 实义。 诗歌是有
音律的纯文学。 古希腊的诗歌、
舞蹈、 音乐三种艺术是同源的，
都起源于酒神祭祀。 在古代中国，
人们打猎回来， 要祭祀， 要庆祝，
都是围着篝火跳舞， 敲着鼓， 唱
起歌。 皇宫祭祀也是吟唱诗。 新
诗发展到今天， 很多诗人已经放
弃了音律， 但仍然用标点或空格
保留着诗歌的节奏。 他这部诗集
让我看到了诗歌的原貌， 听到了
诗歌的声音。 这部诗集的主要表
现手段是诉诸读者直观感觉的形

象和声韵。 形象鲜明、 声韵铿锵
是这诗集的特点。 如 《春到雪峰
山》，“群山的步伐 /被云贵高原
阻滞 /密匝匝粗大的筋脉/挤满祖
父苍老的脸颊/沟壑纵横的诗句/蘸
着残雪的绿色 /与流水的瑕思酬
答……”。诗中“伐”“颊”“答”同韵。
将具体的意象与咏唱结合起来，
整首诗读起来是一部如歌行板，
节奏起伏， 音乐流淌， 可以击鼓
而歌， 踏歌而舞。

他将这种音乐性的语言融入
诗中， 不但适应了诗歌抒情的
需要， 而且是诗歌美学的重要
体现。 当诗攀上音乐这个贵族，
整首诗就美妙起来了。 这也是
诗歌进入读者心灵， 感动读者、
引起读者情感共鸣的快速通道。
把内心情感律动外化为诗的节
奏和韵律 ， 让读者直接从声音
上感受到诗人内在情感和语言
之美。

他将诗歌创作伸向博大的中
国地理。 他的诗歌是内心的丰厚
与人文山水相结合的产物。 他对
生活， 对山山水水保持着盎然的
兴趣。 他的诗歌， 写雪峰山， 写凤
凰， 写湘江， 写韶山……所有的
一切， 都是他内心吟唱的歌。 诗
歌 《又见黄桑》， “山色翻涌着浪

头， 绿意扑来/浇湿干渴的车窗/雨
后的雾海/缓缓上涨/洒一纸淡淡的
墨迹/肆意点染暮色苍茫……” 整
首诗里溢出他对这方山水的热爱，
以至于沉迷其中， 进入天人合一，
物我两忘的境界。

他将诗歌触角伸向悠远的中
国历史文化传统。 他从中国的历
史传统中吸取灵感， 用瑰丽、 典雅
的诗风体现浓郁、 真挚的现实情
怀和宽阔、 博大的历史视觉。 他的
诗歌《浓浓的年味》《韶山的节日》
《除夕》等，都是他对历史和文化传
统的记忆和关照。

这本诗集里， 每一首诗都传
递着温情和善意。 在人间烟火中，
他敞开胸怀， 用流淌在血液里的
热情和律动来记录自己的行走与
关注、 思考与吟诵。 他的诗歌始终
有一种引领人们向上的力量， 这
正是我们当代诗歌所需要的品质
和力量。

（ 《难忘是乡愁 》 石光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桥》

何建明 著 漓江出版社

本书为著名作家何建明原创首
发新作， 也是港珠澳大桥全面竣工
前后文学名家唯一完整采访、 精彩
讲述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 该
书以总工程师林鸣为切入点， 讲述
建设者们凭借勇气、 毅力与智慧克
服困难 ， 最终达成目标的艰难历
程， 展示了新一代桥梁建设者广阔
的胸怀和崭新的精神面貌。

51位院士的高考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七侯笔录》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几千年来， 每一位风华绝代的
文人墨客辞世之时， 都会让自己的
灵魂寄寓在一管毛笔之中。 其中最
伟大的七位古人， 他们所凝聚的七
管笔灵， 被称为 “管城七侯 ”。 一
位不学无术的现代少年， 无意中邂
逅了李白的青莲笔， 开启了一个叫
做笔冢的神秘世界……

读
有
所
得

如歌的行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