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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吴映秋

走进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只见
处处繁花，满眼绿意。

被绿树和繁花簇拥着的这栋办公楼， 是聂
茂工作的地方。 十余年来，他的生活只有两点：
学校和家。 每天，他都往返于这两点之间，从容
不迫，少有例外。外面的诱惑、喧嚣和纷扰，都被
他最大限度地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他明
白自己在做什么。

爱与责任的坚持
眼前，摞得高高的这套“中国经验与文学湘

军发展研究”丛书，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人民
文学：道路选择与价值承载》《家国情怀：个人言
说与集体记忆》《民族作家： 文化认同与生命寻
根》《湘军点将： 世界视野与湖湘气派》《政治叙
事：灵魂拷问与精神重建》《70后写作：意境闳阔
与韵味悠长》《诗性解蔽： 此岸烛照与彼岸原
乡》，足足7卷本文集，组成了聂茂的这项宏大工
程，有谁知道，这300余万字的作品里浸润着他
多少汗水、心血和智慧！

十余年来， 聂茂除了正常的教学， 绝大部
分时间都义无反顾地坚守在书堆和自己的陋室
里，查找，阅读，整理，写作。 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强迫自己以一当十地往
前走。 肩膀痛，脑袋胀，眼睛涩，腰椎突出，都不
能阻止我昂首挺进的步伐。 ”

聂茂说， 他的人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跳出农门，成
为一间乡村医院的检验师，吃上了“皇粮”；怀着
对文学的无比向往，毅然辞掉工作，热情而鲁莽
地到北京、上海等地求学、漂泊，成为一名研习
唐宋诗词的年轻学子；在“铁肩担道义”的现实
力量感召下，排除众多诱惑和其他选择，成为省
城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在新闻战线上崭露头
角、文学创作渐入佳境时，却又放弃了好不容易
争来的一切， 操着浓重的乡音， 奔赴新西兰求
学、攻读博士，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成为该校自
建校以来首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院获此殊荣的亚
洲学生；顺利取得学位后，他毫不犹豫选择返回
祖国，手执教鞭，供职于中南大学，由讲师破格
晋升为教授，成为学科带头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继续在聂茂身上发生。 2016
年，他拿着已经写好的5部专著文稿找到中南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周科朝时，周科朝非常吃惊。 他
没想到平日里沉默少言的聂茂居然独自一人干了
这样一件大事。聂茂说：“这十多年来，我只做了一
件事，就是专注文学湘军的创新发展研究。 如今，
我已完成了5本书，希望能得到学校的支持。 ”周科
朝感慨万分说：“不少老师都跟我讲过他们的各种
科研设想、课题计划、创新思路，但很可惜，最终他
们都没有拿出成果给我看。 你虽没有跟我说过你
的计划，但是你的研究成果都已经出来了。 ”

如今，他的这套7卷本“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
发展研究”书系已付梓，社会反响强烈。 已故著名
文学评论家、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曾给予高度
评价， 认为该书系是作者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特
别是对新时代文学和文学湘军研究10余年的集中
奉献，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对湖南文学的繁
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笔耕不辍写“文学湘军”
“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丛书的出

版，在湖南文学界引发广泛关注。
3月末，由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

南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聂茂‘中国经验与文学
湘军发展研究书系’研讨会”在长沙举行，与会
专家对该书系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该书系站在

全球化语境下， 以中国经验和中华诗学的艺术
立场，对传统文化视域、湖湘文化视域下的文学
湘军进行总结，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湖南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
根基的文学大省。改革开放后，湖南作家在全国
性文学大奖中获奖连连， 湖南文学进入黄金时
代。 然而20世纪90年代，湖南文学进入一个沉
静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
改革开放之初，湖南的长、中、短篇小说会接连
斩获全国性大奖， 崛起的文学湘军为中国文坛
所瞩目？为什么文学湘军的历史题材、民族题材
和官场小说创作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为什
么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10多年时间
里，除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获大奖外，湖南作家的
作品竟无一篇获全国性大奖？ 文学湘军究竟怎
么了？ 对上述问题的爬梳、厘清与回答，正是聂
茂的“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创作
的时代背景和书写初衷。

在这套书系中，不仅收录了聂茂与唐浩明、
王跃文、 阎真等多位湖南知名作家的对话和作
品解析，也研究了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
聂茂说：“我希望通过该书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
平台。写这些默默耕耘的作家，也是希望能激励
他们今后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

雷达曾评价称：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湘
军的辉煌是中国新时代文学辉煌的一部分。 从
某种意义上说， 包括聂茂在内的文学湘军的生
活、经验、故事就是中国生活、中国经验、中国故
事的缩影。 文学评论工作者应深入研究这些有
筋骨、有血肉、有温度的作品，弘扬主旋律，传递
正能量。 聂茂正是抓住时机顺势而为，聚焦“中
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这个宏大课题，孜
孜不倦奋斗十余年，终于修成了“正果”。

深入才能触摸真正的人生
聂茂却说， 对这套丛书他本人认为还有很

多遗憾。
“因时间、精力问题，还有很多文学湘军的

重要成员没有来得及写进这套书中； 也因我个
人喜好偏爱， 有些作家篇幅占据较长……这套
丛书只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的
创作， 我并没有野心和企图将这套丛书做成湖
南的文学史，真正要做湖南文学史，那确实需要
一个专业的团队来通力协作。 ”

聂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行文学创
作，获得过包括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在内的大奖，
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湘军成员。因为热爱，也因为
熟悉，聂茂进行了“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
究”这个宏大课题的研究，希望以“中国经验”为
轴心，全面立体、真实客观地对新时期以来的湖
南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归纳、梳理、分析与整合，
形成较为系统、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完善又详
细的“湖南作家创作图库”或“文学湘军精神谱
系”。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聂茂坦言，感觉自己
似乎一直行走在边缘甚至是荆棘丛中， 没有鲜
花和掌声， 唯有自己给自己鼓劲， 其间酸甜苦
辣，冷暖自知。

“十多年前，‘中国经验’ 这个话题并没有像
今天这样受到普遍关注。 有关‘文学湘军’的研
究，系统性和整合性、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把

‘中国经验’和‘文学湘军’关联起来做全方位考
察和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就像一个苦行僧，
手持油灯，怀揣自己的心跳，倾听文字敲打的声
音，不计后果，默然前行。 ”

尽管艰苦，聂茂依然充满创作的激情，他透
露，手头丰富的题材足够他继续再写7部书。 聂
茂说：“是持续不断的写作向我提供了人生的丰
富、深邃、充盈、真实。 只有深入这一切，才能触
摸真正的人生，探究命运的真谛。 ”

奔跑的姿势离目标最近。

胡 亮

翻看我的作品剪辑本，在
《湖南日报》 刊发的第一篇作品
是1999年10月15日的新闻稿《驻
湘空军某部强化科技练兵》。 看
着500余字的“豆腐块”，时光悠
悠回到了20年前……

当时才从军校毕业的我，怀
揣着厚厚的作品剪辑本到部队
政治部报到，不久被选调到政治
部宣传科从事新闻工作。 所在部
队是一支有着骄人战绩的英雄
部队， 但我2个月时间守着“富
矿”却出不了活，未在《解放军
报》《空军报》 刊发一篇稿件，压
力很大。 宣传科长鼓励我多到基
层一线采访“挖活鱼”，并向《湖
南日报》写稿找找感觉。 按现在
的话说，就是提高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

于是，我白天骑着自行车到
基层连队采访，收集到好的题材
后，晚上“爬格子”，第二天早上
再从城郊部队驻地转乘两趟公
交车到城北的湖南日报社送稿。
记不清多少次走进报社院子，穿
过那幢苏式建筑长长的走廊，敲
开政法部的门，若负责部队新闻
的刘文韬老师不在，则向办公室
其他编辑老师打个招呼，把稿件
放在桌上轻轻离开……

编辑老师们扶我上路， 那些
年，《湖南日报》不仅刊发我写的新
闻稿，还刊发了我的评论和摄影作
品。 这块文化沃土深厚、 宁静、纯
洁， 让我可以沉下心来吸取营养，
静下心来反刍作文，收获成熟与成
长，我采写的作品先后获全军新闻
宣传好作品一、二等奖。

2004年从部队转业到了省
直机关单位工作，虽然不再采写
新闻，但与《湖南日报》情缘从未
中断。 2009年我所在单位与《湖
南日报》 联合推出“七彩晚
霞———我的离退休生活” 专栏，
采访报道了54位离退休干部老
有所学、 老有所为的晚年生活，
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对专栏进行
了专题阅评，专栏文章还结集出
版。

2011年，我交流到省直另一
个单位，命运再一次让我与《湖
南日报》走在了一起，也认识了
沈德良、谭克扬、孙敏坚、欧阳金
雨等老师。 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
不再需要送稿，有的记者编辑素
未谋面，却以文结缘，相知相惜。

随着全媒体时代发展，碎片
化阅读让一些人不再关注纸质
媒体，而我对《湖南日报》情谊依
旧。 无论工作多忙， 事情再多，
《湖南日报》期期必看。 现在《湖
南日报》在原址兴建了新湖南大
厦，变化的是建筑物外观，不变
的是《湖南日报》追求精品力作
的初心。

近几年，我陆续在《湖南日
报》 理论版刊发了一些文章，奉
清清老师一直在鼓励、 关注、支
持我。 每当回复他的短信时，我
心潮难平，这份真情、这份帮助、
这份培育，让我感恩不已。

我的人生历程与《湖南日
报》相伴相随20年，故事很多，回
忆太重，收获颇丰，无论是为文、
为人，无论是顺境、逆境，编辑老
师们的点滴帮助与关心让我有
了滋养心灵的感动、生命价值的
感悟、真情无价的感激。

聂茂的这七本书所评价的作家和
文学现象， 至少是改革开放40年来，湖
南省文学发展的历史缩影，具有史的价
值、史的特点。 这套书系在宏观上采用
了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把中
国经验和湖湘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视
野中加以考察，既从“文学湘军”的发展
过程中看中国经验，又从中国文学经验
这个总体背景看“文学湘军”的发展，做
得非常好。

———季水河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湘潭大学文新院教授、博导）

这套书系是代表文学湘军理论研究
的一座新高峰。 十余年的爬梳，作者既吸
收了湘军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又彰显
了个人的学术胆识与见解， 其内容的广
博、视野的开阔、站位的高度、探索的广度
与深度等， 都表现了新时代湘军理论研
究的新收获新成就， 有许多令人深思的
真知灼见。

———谭伟平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怀化学院教授）

湖南作家要走出湖南， 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特别需要本土评论家的扶持
和帮助。 没有本土评论家的助推，是很
难有更大作为的。聂茂填补了当代湖南
作家系统研究的一项空白，这套丛书具
有不可替代的深远意义。

———谢宗玉（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毛泽东文学院院长）

我想用“劳模精神”这个词来表达
我对老茂的敬意。 他以一人之力，举十
年之功，成七部之著，这部书系是湖南
当代文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成果，对湖
南当代文学的扫描是全方面、 多角度、
多层次、多形式的。 以一人之力进行这
种扫描非常了不起，具有非常厚重的学
术质量和价值。

———龚旭东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南
日报》湘江周刊主编）

聂茂的这套书体现了一个评论家
应有的但常常缺乏的高度责任感，是文
学湘军发展的诗性记录。聂茂参与和见
证了中国作家对中国经验的书写和思
考，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湘军的
文化记忆、文本特征、审美态势及其创
作的成就、 困境和突围等进行了总结、
阐释、评论和分析，既有理论家的学术
性、思想性、理论性，又有作家的浪漫、
灵动和敏锐。

———王涘海（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
与研究中心主任、《文艺论坛》主编）

聂茂这种湖湘文化的书写、工匠精
神的呈现、中国精神的总括，彰显了他
对湖湘大地的厚爱。 湖南作家、湖南文
学界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岳凯华（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
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聂茂老师超常勤奋，有情怀，有情
趣。 他写这部书系的整个行为，是一个
诗意的行为。

———晏杰雄（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
副会长、中南大学文新院副教授）

杨能广

对《湖南日报》来说，我主要
是一个忠实的读者。 虽然，阅读
《湖南日报》已逾30个年头，但上
稿也不过就二三十来篇吧。 但我
要说，《湖南日报》真是我生命中
的“贵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一
名高中生。 见我喜欢看书，当时
在一家工厂上班的父亲偶尔带
一些旧书旧报回来给我看。 那时
候，《湖南日报》每周有一期“博
览窗”文摘栏目，荟萃了各种有
趣有用的知识，我一看就喜欢上
了，便逐一剪下来做成一个剪报
本，经常看看，受益不少，我剪报
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还有
“湘江副刊”也是我的至爱，我同
样剪贴了很多美文。 也许因为常
读《湖南日报》，我的语文成绩一
直不错， 后来就选择读文科，顺
利考上了大学。 我大学读的是中
文系，毕业以后教语文，再后来
改行从事新闻工作。 可以说，《湖
南日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的兴趣爱好与职业取向。

1996年，《湖南日报》有一个
微评栏目“半分钟谈”，主要刊登
一些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小言
论。 当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看
到开学时搞收费工作的老师为
防止收假币，让学生在自己所交
的大面额人民币上写上班级和
姓名。 针对这种污损人民币的行
为，我以《如此“妙法”》为题投了
一篇稿，没多久就被采用了。 这
是我在《湖南日报》首次发稿，没
想到不久后我申报教师中级职
称，打分时我因教龄较短，比别
人少2.7分，但我在《湖南日报》发
表的这篇小评论被加了3分，结
果顺利评上了中教一级。 当时我
才三十出头，在中学教师里算晋
级较早的。《湖南日报》，真是我
生命中的“贵报”！

2004年我们县报要招一名
编辑，我见宣传部长的“见面礼”
是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的“豆腐

块”。 部长一一细看，待看到我发
表在《湖南日报》“读者论坛”栏
目的几篇言论时，频频颔首：“发
表新闻还不算特别难，你能将评
论发到《湖南日报》，说明有一定
写作功底。 你调县报的事，我这
一关算过了！ ”就这样，我顺顺当
当改行专事新闻工作，人生进入
了新的境界。

改行后，除了从事县报采编
校这一主业外，还有向《湖南日
报》等上级党报上稿的任务。 为
此，我绞尽脑汁苦苦寻觅好的新
闻线索。 难以忘怀的是，2014年
10月老人节前夕，我到本县坪上
镇采访，偶然听说该镇清水村有
三位百岁老人， 最大的已经有
108岁了。我感到“有货”，立即前
去，当天拜访了该村两位百岁老
人，另外一位因与子女同住不在
村里，但我也与其子女取得了电
话联系，进行了采访。 稿件写好
后，经《湖南日报》邵阳记者站站
长蒋剑平老师精心修改后被采
用，引起了较大反响，后经各级
媒体相继报道，清水村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 近几年，新邵县委、县
政府及当地党委政府加大对清
水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今
该村已成为新邵热门旅游景点，
游客纷至沓来，村民通过从事旅
游业及相关产业走上了致富之
路。 如今，清水村村干和村民称
我是他们村的“贵人”，我愧不敢
当。 但《湖南日报》真是我的“贵
报”，给了我一个发表的平台。

在5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有
很多帮助过我提携过我的贵人。
《湖南日报》 同样是一直帮助我
并给我带来好运的“贵报”。 如
今，70芳华的《湖南日报》不忘初
心，坚守使命，“湖南故事”越讲
越精彩，深受三湘大地广大干群
欢迎。 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新闻
工作者，我在此借用诗人流沙河
的一句诗“路上春色正好，天上
太阳正晴”送给《湖南日报》，并
愿永远追随《湖南日报》不断进
步，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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