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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张光彩

我是一位残疾农民，也是《湖南日报》
读者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早就想向“她”
倾吐心声，值此“她”七十大庆，我情不自
禁，一吐为快……

我出生在永州偏僻山区， 初中未毕业就
回家接过父亲沉重的锄头劳动。 白天，头顶烈
日，挥汗如雨。 夜晚，辗转难眠，就着昏暗的煤
油灯，通宵达旦不停地写写画画。 那时，我和
弟弟挤在一间仅5平方米的土房里，隔壁是牛
栏。 一天深夜，我写着写着伏在桌上睡着了。
牛碰倒砖坯把头伸过来，舌头舔在我的脸上，
稿纸也被舔得满地皆是……

不停地写作，不停地寄稿，盼来的却是
堆积如山的退稿，我咬牙坚持。 在冷嘲热讽
的汪洋大海中，父亲忍无可忍，一巴掌将正
在构思写作的我打翻在地， 扬言要一把火
烧掉我所有的书稿。 绝望至极的我爬起来
与父亲争抢，昏了过去……

我决心洗手不干了！ 冷水滩广播站郑
艳君、 黄新群两位老师得知消息后专程来
我家，劝我不要放弃写作。 她俩苦口婆心，
居然将脾气暴躁、 九头牛都拉不转的父亲
说服了， 父亲当着两位老师的面打开装着
“没收”我书稿的棺材，将满满一棺材书稿
还给了我。 我和书稿终于起“死”回“生”！

两位老师向我传授了经验: 初学写作，
先从最简单、 最基础的小消息、 小新闻开
始，逐步学习写新闻故事和通讯，等有了一
定的文字功底和生活积累， 再确定自己的
写作方向。 老师还送给我几份《湖南日报》
及其内部刊物《写作指导》说：“《湖南日报》
是写作爱好者的成长摇篮，多读、多思、多

写，持之以恒，滴水穿石，希望在《湖南日
报》上看到你的文章。 ”

《湖南日报》是权威党报，发表和刊登
的都是名记者、名作家的精品力作，农民通
讯员能登上这高不可攀的殿堂吗?
� � � � 1990年2月，《湖南日报》“怎样当好农
村党支部书记”征文中，我写的《乐作一块
夹心饼》被编辑选中发表。 手捧样报，我不
由得泪流满面，喜极而泣。 这一年，当地报
刊电台采用了我一百多篇稿件， 我成为全
区有名的“优秀通讯员”，年底新闻表彰大
会上， 区广电局领导还介绍了我的写作情
况。

我在《湖南日报》发表了《年终总结须防
假》《残疾农民，母亲最疼爱的孩子》等社会反
响强烈的文章。在《湖南日报》编辑老师热心扶
持下，我不断成长进步，先后在《半月谈》《中国
纪检监察报》《杂文报》《故事会》《家庭》等上百
家报刊发表习作1000多篇，30多次荣获国家、
省、市创作奖，成为知名的“农民作家”，自强不
息的“青年标兵”，还成为《演讲与口才》创刊以
来全国唯一的残疾农民获奖作者。

2006年8月24日，《湖南日报》在中国新
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中推出关于我的
报道《光彩之梦》，我实现了从向党报投稿
到被党报报道的华丽转变， 丑小鸭变成了
金孔雀。 报道刊出不久，我先后收到200多
封读者来信，他们关心我，鼓励我，使我深
深感受了党报的温暖和力量。

30年，当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从“文
盲”农民成了作家，《湖南日报》伴随我及我
们全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湖南日报》七十大庆，请接受一位农
民作者深深的感谢与祝福。

何晓晓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
学毕业回乡务农， 我在渺茫的
十字路口徘徊。生产队订的《湖
南日报》让我豁然开朗，开启了
我梦想的翅膀， 扬起了我人生
的风帆。记得，那一篇篇短小精
悍“半分钟谈”专栏文章让我受
益匪浅。 我也学着写起来。

1989年2月， 我来到岳阳
楼。 精致的游观门票给人以美
的享受， 我请守门的小心地撕
角验票，以作纪念。那验票员漫
不经心把券一分为二， 给乘兴
而来的我留下了小遗憾。 回到
家， 我写了一篇不到200字的
生活杂谈《岳阳楼留下的小遗
憾》投寄报社。 这篇习作在“半
分钟谈”专栏头条发表，村里新
办的广播室连续3天宣读播讲
我的文章。自此，我将生活中的
好人好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写成小品文， 先后在“半分钟
谈” 专栏发表了《望而生畏的
“司机酒家”》《有求必应的登记
簿》等文章。 1990年9月，正是
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动员前夕，
我发表了《好个“报刊展览预订
会”》，被全县一些乡村效仿，纷
纷举办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自
行订阅信息发布会， 调动了广
大农村干群订报读报用报的热

情。 于是，我走进了县委优秀通讯员表彰大
会会场。 后来，我成了边干边写的村干部，被
借调到县政府、团县委、区公所工作，当选为
团省委委员、县政协常委，走向了国家招聘
干部行列。

在知识比较贫乏、文化生活较为枯燥的
上世纪80年代，与我朝夕相处的《湖南日报》
一次又一次点燃了我青春的激情。 我把《湖
南日报》上的美文佳篇剪下来，贴在集报册
上，与青年朋友共分享，并在自己主编的团
报团刊上，转载《湖南日报》“生活杂感”文章，
让全村青年从中能有所思所悟。

读《湖南日报》，让我豪情满怀；为《湖南
日报》写稿，让我坦然面对生活。

没想到，我的一篇杂文《告别“登门费”》
被《湖南日报》发表后，引起了一场热论和强
烈反响，《湖南日报》先后3次就《告别“登门
费”》开展跟踪热论，充分肯定拙作，此稿荣
获全省“‘中山杯’七嘴八舌话当前征文”二
等奖，成为农民群众仗义执言、抵交不合理
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尚方宝剑”，也成为有
关部门刹住乱收费、完善减负政策的“凭据”
和“砝码”。 邵阳县一农民读者来信夸我：“你
是我们农民兄弟的代言人！ ”后来，因我敢于
“参政议政”，当选为衡阳市人大代表。

聂东黎

有人喜欢收集邮票,有人喜欢收集烟盒,有
人喜欢收集钥匙链……没有什么爱好的我竟
然迷上了收藏报纸———收藏《湖南日报》。 日久
天长,那些微微泛黄的报纸,已成为我家中一道
独特的风景，成为我无法割舍的精神食粮。

我与《湖南日报》的结缘始于上世纪80年
代，那时我还是名初中生。 那时《湖南日报》“湘
江”文艺副刊是我的心灵栖息地。 上世纪90年
代我调至邻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工作，《湖南日
报》是单位订阅报刊的首选。 当时《湖南日报》
的湘江副刊、三湘拾零、理论评论、新湘论语、
周末走笔等版块深深吸引着我。什么时候自己
能够在《湖南日报》上发表文章呢?这成了我的
一个梦想。于是,我开始认真研究《湖南日报》的
办报风格和版面要求，先后投了10多篇稿件,都
没被采用。 我不气馁,仍然注意搜集新闻线索，
坚持向《湖南日报》投稿。

我的一个亲戚在一采石场打工遭遇工伤，
右大腿被截肢。 在没有找当地劳动部门和法院
寻求处理的情况下私下与采石场老板私了，仅
得到3000多元的伤残补助费，家里没有钱再让
他继续治疗，生活陷入窘境。 一个雨天,他一身
泥泞地来法院找到我,向我咨询，他要运用法律
手段寻求解决， 最终法律维护了他的合法权
益。 我把这件事写成一篇小稿投到了《湖南日
报》。 一天我惊喜地发现投去的稿件以《工伤
赔偿不要私了》为题见报了，编辑是肖双喜老
师，这篇文章还被《文萃报》选用。 后来，我投出
去的稿件相继在各个版面被发表， 孙振华、周
卫国、刘文韬、姚学文、迟美桦、欧金玉、田燕，这
些编辑老师对我的扶植让我满怀感激之情。

《湖南日报》 的责任编辑在堆积如山的来
稿中编发我的稿件，这对我是极大的鞭策!我常
常醉心于阅读《湖南日报》，不为别的，只为寻求
知识、陶冶情操、充实生活,只因那份难以割舍
的《湖南日报》情结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多年来,
《湖南日报》始终与我相伴，成为同事们“有福共
享”的精神食粮。

在《湖南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我衷心
祝愿她在新的起点上不断续写更加美好的
篇章。我愿与《湖南日报》这个良师益友继续
相伴而行。

湖南日报记者 曾衡林

美术馆建在桥上
耳边是汩汩的流水声， 周围是古旧的青瓦

砖房，从吉首市乾州古城正门进入，沿着青石板
路前行，便能看到一座奇特的桥———美术馆桥。

美术馆桥的东侧入口， 隐藏在寻常巷陌之
中，乍一看，还以为是一户普通人家。 正对入口
的沐月客栈老板姓龙，是一位40来岁的精干妇
人。 她告诉笔者，这座桥是黄永玉捐建的，连接
着新旧两个城区，对面是乾州古城的老城，这边
原来是郊区，是近年来才开发起来的。乾州曾是
吉首的古县城，是明清时期朝廷的坚固要塞，也
是南长城的大本营。现在，这座吉首市美术馆桥
则是湘西民族风情、 地域文化和工艺精品的展
示窗口。 一位过路的须发斑白的老人听见我们
在聊起这座桥，走上来说，这个建筑好看，开放
后，一定会吸引更多人来参观。

为家乡捐建了十座桥
今年已95岁高龄的黄永玉， 人称“一代鬼

才”。12岁开始，他在战乱之中流浪异乡，为了谋
生，做遍苦差，几成“百匠”之人。32岁，黄永玉终
于以画博得盛名。 他50岁考取驾照，95岁仍开
着法拉利四处兜风。他写诗，写小说，出书，办画
展。他的画，往往着墨不多，或素简或绚烂，他的
人生，则笔酣墨饱、酣畅淋漓。

黄永玉有着浓郁的家乡情结， 一直为人所
称道。为家乡修桥更是他热爱、支持家乡的表达
方式之一。 2010年，他在凤凰沱江捐建的四座
桥分别被命名为“风、雪、雨、雾”桥。出于对家乡
经济欠发达和文化旅游事业的关心， 完成了在
沱江上修建四桥后， 黄永玉又提出在吉首再建
四座桥的想法。 2012年，他捐资超过2000万元，
在吉首市峒河上建成了“肥、爱、花、醉”四座桥。
2013年，黄永玉再次出资500万元，在吉首乾州
古城修建了一座“喜桥”。 这九座桥都由黄永玉
亲自选址并进行艺术设计，其设计新奇别致，建
筑精美，姿态各异，古色古香。 这些体现着中华
文化的桥梁，不仅让居民生活更方便，也为家乡
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2013年，黄永玉又想捐笔钱给吉首盖美术
馆。 他找来了建筑设计师张永和为他的美术馆
做设计。今年63岁的张永和，是中国当代知名的
建筑师，也是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普利兹克
奖”的第一位中国评委。 张永和的父亲张开济，
更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大师之一， 曾被人们
称赞“设计了半个北京城”。

在作者成卿的一篇文章， 记载了张永和的
述说：一开始黄永玉没想到要捐桥，只是想捐建
一个吉首市美术馆。 他代表黄永玉去为美术馆
选址。在吉首看了几块当地政府推荐的地后，觉
得这些地都在城外开发区， 离人们的日常生活
很远，而一个文化设施应该放在城里。于是就回
到城里转悠。最后他决定，干脆在流经乾州古城
的万榕江上建一座桥，把美术馆建在桥上面。这
个想法得到了黄永玉的支持， 于是便有了这座
奇特的美术馆桥。

而这，也是黄永玉继凤凰沱江四桥、吉首峒
河五桥之后，为家乡捐建的第10座桥。

美术馆桥属亚洲首创
从美术馆桥东侧入口进入第一层， 是一座

钢桁架步行桥。几个市民在桥上悠闲地散着步，
桥下，有人在钓鱼。

步行桥的跨度约60米，钢桁架用的是耐候
钢，看上去红里面透着点黄。 桥架设的位置，按
照万榕江50年一遇的洪水警戒线设定。 如果遇
上洪水， 桁架桥两侧的腹杆有切断大水中树枝
的作用，防止河道淤塞。 桥面台阶上，未来还会
再安置些板凳。张永和说：“最希望看到的是，以
后小贩们可以来这里摆个摊卖东西， 夏天居民
们吃完晚饭，溜达溜达来这座桥上乘乘凉，买根
冰棍吃。 ”

桥的第二层是上下两座桥围合出的大展
厅。 展厅的整个外立面上，瓦片纵向排列，可以
调节室内光线。除了用瓦来遮阳，室内还会装上
窗帘，窗帘关上后就是一个半透明的界面，光线
会非常柔和、均匀。大厅里安装了不少可升降移
动的展墙，这在国内也是一种比较新颖、先进的
展览方式，能够极大地利用展馆的有限空间。

桥最上面一层， 是混凝土拱桥承载的细长
展厅。屋顶有若干个天窗，这是一个专门展画的
空间，天窗的光并不直接照下来，而是自然光和
人工光的结合。

整个美术馆桥结构为底部的钢桁梁拱桥与
上部系杆拱桥的叠合， 形成上中下三个功能分
区。 这种结构，在亚洲还属首创。 这个馆桥已经
获得了2018·全球华人金创奖等多个大奖。

既老又不老，既新又不新
张永和说，构想一座横跨江面、兼做步行桥

的美术馆，是希望人们不仅会专程去欣赏艺术，
也可以在上班、 上学或者购物的途中与艺术邂
逅。

两岸的桥头部分与万溶江畔的排屋紧密相
连在一起。 这些排屋包含了店铺、餐馆、小旅馆
等，楼上通常便是屋主的居所。 因此，美术馆桥
位于河两岸的入口都可以被视作混合功能街道
界面的一部分，从而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如
今， 许多博物馆和剧院等当代文化设施都被当
作独立的纪念物而远离社区。而张永和认为，美
术馆不应该从区位上脱离受众， 应将其嵌入到
现有的城市肌理中，尽可能地方便居民使用。

被称作风雨桥的廊桥在我国山区有着悠久
的历史。除了跨越河流或山谷的功能，它们也是
供旅人休憩、商贩摆摊售卖的公共空间。作为对
这一古老建筑类型的当代诠释， 张永和们的设
计在保持传统廊桥交通与歇脚功能的同时，引
入了新的艺术内容， 并将风雨桥的形式语言加
以现代化。从气质上，张永和想跟传统建筑有一
种对话。围合桥头的高墙，都是当地的水刷石和
片岩。 外形上，整个建筑有点像吊桥的旋转桥，
上面有个弧度，两头微微翘起，像传统民居的檐
角。 其室内设计的创意则来源于当地晾晒扎染
土布的印象，通过伸缩与位移的展墙，可使空间
产生不同的变化与趣味， 在满足多功能全方位
的艺术展演需求之余， 也可让人充分领略设计
的本土化与室内外的关联度。

“它看上去既老又不老，既新又不新，有一
种特别融合在一起的效果。 ”在张永和看来，这
个建筑不是一个精致的建筑，可是它的空间、结
构、光跟环境的关系，又完成得很准确。

一座精美建筑，凝聚了无数人心血
5月9日，竣工验收；7月17日，通过夜景亮化验

收。 这座吉首市美术馆具备了正式开馆的条件。
从2013年开始选址、设计，2016年施工进场，

几年来，这座美术馆桥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吉首市美术馆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3199平

方米，建筑占地面积20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3685平方米。 总投资1.2亿元，其中黄永玉个
人捐赠2000万元。

黄永玉对此项目十分关心和支持， 馆桥最
初的外形设想是黄永玉亲自设计的。 据看过他
设计草图的人说， 黄永玉的设计虽然只有寥寥
数笔，颇有点中国水墨画的味道，与现在已竣工
的馆桥比较像。

今年4月4日，黄永玉不顾高龄和舟车劳顿，
又一次来到美术馆桥建设现场， 对建设和装修
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 如
美术馆的门套与片岩外墙有两厘米的间隙，黄
老认为过宽，要求施工方进行调整；要求内墙踢
脚线加装瓷板，等等。

吉首美术馆桥由张永和主持、 北京非常建
筑工作室和湖南省交通规划勘测设计院联合设
计。 张永和为了这个项目也煞费苦心。 从选址、
创意、设计到施工，他倾注了无数的心血。5月16
日，张永和又来到吉首，审核美术馆桥项目建筑
室内外装饰方案。

项目施工方为中铁二十五局， 该局吉首美
术馆桥项目部是一个年轻团队，刚进场时，平均
年龄才27岁。项目经理李江波说，这个项目由于
施工场地狭小、无同类型施工可以借鉴，很多东
西按常规是做不到的。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想
了不少办法，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任务。

今年3月9日，美术馆进行了试展。当地的书
画家们组织了100多件字画无偿提供给主办
方，检验美术馆的功能性。一些艺术家还对美术
馆提出了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2018年11月，吉首市政府为了管理和运营
好这个美术馆， 专门成立了吉首乾州展览展示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执行董事吴垣告诉记者，美
术馆未来肯定是公益性的，现在工程虽已竣工，
但整个馆桥还只是个空架子，究竟怎么搞？还希
望得到黄永玉老先生的进一步指导。

入夜时分， 山城吉首笼罩在薄薄的烟雾之
中，而美术馆桥，就像藏在这片湘西大山烟雾里
的一位旷世佳人。人们正期待着她走出大山、撩
开面纱、惊艳世界的那一天。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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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话向党报说

吉首市美术馆桥 田方方 摄影

黄永玉90岁画像

4月4日， 黄永玉在美术馆桥。
彭伟 张术杰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