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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0月27日， 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湖南新华书店集团承办的“为人心立碑，替
世道存照———王蒙《生死恋》新书分享会暨
文学对话”在长沙举行。现场，伴随着轻扬的
钢琴声，耄耋之年的作家王蒙为读者分享了
他写给世界的“情书”。

“我不是非要写爱情 ，而是
这些爱情让我写”

从1953年动笔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
岁》算起，王蒙创作小说的时间已有60余年。

纵观其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饱含革命
激情的青春之歌与激荡文坛的震颤之音，到
1970年代的异域风情与时代隐思，再到1980
年代的艺术探索与内省哲思，直至1990年代
的“季节系列”，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
学创作者，王蒙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社
会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兴盛，见证并推
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此次，王蒙带来新作《生死恋》，更是以
椎心泣血的生死爱恋，为人心立碑，用欲说
还休的命运流转，替世道存照。据了解，《生
死恋》共收录了王蒙最新创作的4篇作品，它
们分别是中篇小说《生死恋》《邮事》，短篇小

说《地中海幻想曲》《美丽的帽子》。
《生死恋》写爱恨情仇生老病死，行云

流水却力透纸背， 家长里短却波澜壮阔，
寄托着作者对世间万象人生悖论的深度
思考；《邮事》为非虚构小说，讲述作者几
十年来因为领取稿费而与邮政、邮储打交
道的经历和感受；《地中海幻想曲》与姊妹
篇《美丽的帽子》讲述书中主人公虽有着
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和身份等，却在谈
婚论嫁的问题上屡屡触礁的经历和心路
历程。王蒙说：“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这
些爱情让我写。”

“写小说太让人高兴了”

“写小说太让人高兴了！”王蒙感叹。这
种创作起来如醉如痴的幸福状态，一如他在
序言中幽默的说法：“写小说的感觉是找不
到替代的。写起小说来，每一个细胞都在跳
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或者说‘哆嗦’。其
实我更应该用的是‘嘚瑟’。”

现场，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
光、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何立伟围绕《生死
恋》，与王蒙展开了一场文学对谈。

龚曙光认为，《生死恋》中既有社会的刻
薄，也有社会的宽容。“我觉得王蒙先生给予
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不管写什么，他始终把

自己的生命摆进去。从最早的《青春万岁》，
他对生命发出的畅快呼喊；到后来的《组织
部新来的青年人》， 青春的生命遭遇的第一
声叹息；再到后来，《春之声》对于社会变化
的欣慰感；当然还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
边风景》……这些作品里都有王蒙先生自己
一份独特的生命价值。”

何立伟感言道：“王蒙老师是86岁的
‘少年’，比18岁的少年更有魅力。”在他看
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读王蒙的小说开
始，到现在的《生死恋》，感觉王蒙的行文中
都有一种汪洋恣肆，“这意味着， 到现在为
止，王蒙先生都是激情飞扬、状态饱满、思
想敏捷的。例如《邮事》里很多地方都写了
当下的生活， 包括微信这种新的通信工具
以及各种网络语言， 这足以证明他始终保
持着自己的新鲜感和捕捉能力， 不会和当
下的生活脱节。”

3年前， 王蒙就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我
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忘情于奋斗，忘情于
大地，忘情于人民。我写革命的豪迈、成长
的代价、沧桑的热泪、生活的芬芳、人心的
不渝。”

3年后，王蒙将这本《生死恋》视作“写
给世界的情书”，希望用文学滋润普天下的
人生。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
员 杨斌）10月26日，湖南首个民办幼教集团
党委———中共湖南省万婴教育集团委员会
成立，选举产生了万婴党委第一届委员会班
子成员。从此，万婴集团500多名党员有了新
的“娘家”。

万婴教育集团始建于1998年， 目前已
发展成为一家集50余所幼儿园、2所中等

职业学校（湖南省中南艺术学校、 湖南医
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4个与教育相关公
司于一体， 有在职教职员工1400余名、在
校在园学生与儿童1.5万余名的大型教育
集团。

万婴教育集团董事长黄平表示，将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不
忘为民办学初心，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

怀化市委常委、通道侗族自治县委书记
印宇鹰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西南边陲，是
湖南省深度贫困县、革命老区县。近年来，为
做好做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篇大文章，通
道始终把加快改善城乡办学条件作为夯实
教育均衡发展和补齐农村学校教育发展短
板的重中之重，使各乡镇学校办学硬件得到
显著改善，办学水平明显提升。

我县先后出台了《通道侗族自治县建设
教育强县规划纲要（2014－2020年）》《通道侗
族自治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等文
件， 明确县乡两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抓教
育、党委专职副书记和一名政府副职分管教
育的责任体系，确保及时解决教育工作重大
问题。义务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做到足额
预算优先拨付， 由2015年的23436万元增至
2018年的34321万元， 年增长均高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

立足县情， 我县坚持走新建、 扩建、改
建、提升和优化整合的道路，推动教育现代
化，缩小城乡差距。

投入1.9亿元实施“改薄计划”，完成36所
合格学校及标准化教学点建设； 投入资金
6006万元，实施学校“四改三化”工程 ；投入
1003.1万元，新建和改造功能室和实验室137
间，极大改善了城乡办学条件，达到了均衡
发展的要求。

投入1800余万元新建和改造计算机教

室、多媒体教室、录播室等，基本实现全县中
小学校“三通两平台”全覆盖，大力促进教育
资源共享。

投入3.1亿元新建2所学校， 新增初中学
位1500个，小学学位3660个；投入1.8亿元启
动3所学校扩容提质 ，增加2000个 （初中300
个） 学位，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超大班额全
部消除，2019年7月大班额全部消除。

坚持多措并举提高教育人才素质 。健
全补充交流机制， 组织好县内教师在城乡
之间的合理流动 ，2015年以来城乡教师交
流569人 。健全培训成长机制 ，成功申报湖
南省 “国培计划 ”第三批项目县 ，构建了四
大培训体系 ， 累计培训教师10267人次 。健
全待遇保障机制， 按照全县干部职工同等
待遇全面落实教师年终综合绩效， 全面落
实乡村教师津补贴。

坚持用系列扶贫惠民政策和健全资助
体系推动教育逐步走向公平。 抓好控辍保
学，实行目标管理制和责任追究制，所有辍
学学生2019年秋季全部劝返复学。强化教育
扶贫，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读学生对象“两
个全覆盖 ”，2018年共发放助学补助1592.79
万元，惠及19741人次 。拓宽助学渠道 ，构建
以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帮困助学体系，争取社
会捐资助学达2000余万元。 关注弱势群体，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受本地学生同等
待遇，三类残疾儿童就读率达100%，留守儿
童动态关爱网络覆盖全县现有留守儿童
6423人。

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做好做实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这篇大文章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张孝翠
余莉）近日，湘雅二医院病理医联体专家团
赴娄底8家医院进行现场指导、精准帮扶。此
前，该团队还深入湘西州、常德、郴州、岳阳
等地多家医院帮扶。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
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湘雅二医院于
2017年成立了湖南省首家病理专科医疗联合
体（简称病理医联体）。病理医联体通过远程
病理诊断平台， 为基层加盟医院提供湘雅二
医院专家的全方位帮助和指导， 加强各医院

病理科的深度合作，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此次娄底之行，由李代强教授、范松青

教授领队， 专家团在娄底市中心医院等8家
医院，对基层医院病理科常规项目所遇到的
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与现场指导，现场展示
了湘雅二医院病理科在人工智能病理辅助
诊断方面的最新成果。据悉，人工智能病理
辅助诊断系统于2019年9月作为长沙市大健
康产业联盟代表性项目，远赴瑞典、奥地利
做专题交流并首次发布，技术水平属国内首
创、国际领先。

湘雅二医院病理医联体赴娄底精准帮扶

湖南首个民办幼教集团党委成立

文化视点

王蒙写给世界的情书
———《生死恋》新书分享会暨文学对话在长沙举行

黄志东国画作品展开展
10月26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19黄志东国画作品展”

在湖南省画院开幕，展出近百幅写意花鸟画作品，以独特的水墨语言，歌
颂新时代美好生活。黄志东系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