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6日，纪红建
采访武汉市第九医院
呼吸科护士长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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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交代我，
不能随便让它停刊了”

以前台湾有几十本这样的地
方文献，但现在都慢慢停刊了。
我的口袋里放着3支笔，时刻都要
有这3支笔，方便任何时候都可以
改稿。只是，这些年，寄来的文稿
越来越少了。30 年前，怀念家乡
的文稿非常多，他们也非常喜欢
写，我要来编，还得从里面来挑
选，现在八九十岁的人一个个都
走了，可能更没有人有兴趣了。
老实说，这些东西，年轻人很少喜
欢看，他们对家乡缺乏认同感。

万一我没钱了，没人了，我印
个 10 本 20 本也可以。我现在一
年出 4 本，我一年出 1 本也可以，
表示不绝如缕，还没有断。前辈
交代我，不能随便让它停刊了，成
功不必在我，也不一定要我自己
编，但是我希望看到它。

每年清明，我都要去台北市
的南港墓园，许多湖南人埋葬在
这里，尤其是编《湖南文献》的前
辈们。我总会背上几本《湖南文
献》，到坟前烧给前辈们，虽然我
的家人反对，但是我还是尽量在
努力，杂志还在出版。希望他们
的在天之灵，能够收到我们编的
文献。

——刘鹏佛（《湖南文献》
主编，祖籍湖南长沙宁乡市。）

“我害怕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们的车子被他当成公务车
在用，我们全家人都帮他发行。
我们有3个房间，他的书房，几乎
堆得半个屋子都是。台北市的房
价这么贵，谁会愿意把自己的房
里堆满书。他的身体有很多毛
病，糖尿病，还有高度近视。大家
只看到他的表象，他平时很有精
神，可他回来其实很累，就倒在那
里睡觉。我很害怕，怕子欲养而
亲不待。

——幸凤星（刘鹏佛夫人）
（据湖南卫视纪录片《望湘》整理）

在台湾的 85 天，没有具体的工作任
务，也没有专人负责监督，所有的事情都
靠自觉完成。我的房间里贴满了各种便
签，除了周末，我排满了所有的行程。我
只想《望湘》能和《湖南文献》一样，在海峡
两岸搭起一座人心的桥梁。短短的 3 个
月，我见过许多和刘鹏佛、胡宗彝一样的
湖南人，有穿梭在大街小巷为老乡寻亲的
陆配，也有不到 20 岁便独自来到台湾的
陆生，还有病床上等待着与儿子重逢的98

岁退伍老兵，远离家乡的他们从未放下对
亲人的思念，从未停止对梦想的追逐。回
头想想，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来到这座陌
生的城市里，看着台北冬季淅淅沥沥的
雨，对家人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每天追
逐梦想的充实感也是真真切切的。

时至今日，我只想告诉自己，这趟台
湾我没有白去，那段光阴，我没有虚度。

（作者系湖南卫视都市频道女编导、
《望湘》栏目记者）

台湾《湖南文献》，
几代湖南人办了70年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熊远帆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疫病一
直如同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时不时以不同程度的杀伤力来
威胁人类，而记录疫情的文字和创作
出的文学作品，又影响着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

“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而言，这是重
大的历史，如果没有去一线，就不敢下
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鲁迅文
学奖得主、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创作
一直没有停止。大年初三开始创作

《长沙行动》（1月31日大年初七以《逆
风挺立，长沙在行动》为题刊发于《湖
南日报》湘江周刊），到2月26日奔赴
武汉，他以记录者身份深入到了这场
疫情的中心与前线。

期盼的逆行：记录历史是
内心的责任

2 月 25 日中午，纪红建刚好写完
一部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就
接到了中国作协的电话，通知他：去武
汉采访的行程明天启动。

“其实1月8日起，我就开始关注
一些媒体发出的疫情新闻了。1月20
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后，我就转为
密切关注了。”报告文学是使命文学，
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息息相关。10
多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经历，形成了
纪红建的职业习惯。

正月初二，纪红建打算去岳母娘
家拜年，打电话过去，岳母娘却说现在
疫情严重，不要来了。

这天，长沙市文联开始向社会征
集抗疫作品。纪红建从老家赶回长
沙，开始采访湖南第一位援鄂医务人
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专家
吴安华的妻子李凤云，以及长沙市内
一些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并于 1 月 28
日创作完7000字的报告文学《长沙行
动》，记录了长沙抗疫过程中的人和
事。

文章经新华社和《湖南日报》发表
后，成为全国最早关于抗疫的报告文
学作品。这时，就有出版社找到了纪
红建，希望他写关于武汉抗疫的报告
文学。

“但当时情况下，我无法去武汉。
如果没有去现场，我便不敢写，写了良
心上也过不去。”

但在那一刻，去武汉的决心就已
经定下了。“报告文学作家是社会的记
录者，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就是报告文
学作家的内心责任、内心良知，虽然前
往疫区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不去

现场、不去疫区，就无法真实记录这一
历史性事件。”

此后，等待机会的纪红建又先后
到湘雅二医院和三医院、长沙市第一
医院、望城区人民医院等多地采访，并
创作了《湖南行动》《宁静与沸腾》《人
民战“疫”》《照进心灵的阳光》等作品。

2 月 24 日下午，纪红建接到中国
作协电话，得知中国作协准备组织一
批作家前往武汉进行采访创作。他没
有犹豫就报了名。中国作协相关领导
问他需不需要和家里商量，他说不需
要商量。“报名之后，我谁也没有说，一
是怕有人反对，二是也怕有变数。”

2 月 25 日，纪红建接到正式通
知。2月26日上午11时，他与湖南作
家曾散踏上了高铁，开始了一位作家
期盼的“逆行之旅”。

寂静与火热：这座城市没有
时间流泪

武汉，对于纪红建而言再熟悉不
过，他满脑子都是这座城市繁华热闹
的景象。然而在这个春天，一下高铁，
刚走进这座城市时，“感觉整个武汉是
冰冷的，看不到车，看不到人，安静得
可怕”。

除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外出，他都
蜗居在东湖边上一个叫“水神客舍”的
宾馆里。宾馆里还有一些全国各地的
作家和媒体记者，显得稍有人气。“不
过，也没有人串门，在过道碰到的人都
戴着口罩，甚至穿着防护服。”窗外叽
叽喳喳的布谷鸟，似乎成为了唯一的
陪伴。

一种悲凉感很快涌上他的心头。
不过，在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统

一安排部署下，很快他就开始了深入
的采访和创作，随着采访的深入和下
沉，他的心情开始了转换。

起初，他主要负责武汉方舱医院
和基层民警的采访，先后赴武汉东西
湖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武钢方舱
医院、汉汽方舱医院，及武汉市公安局
硚口分局宝丰街派出所、宗关街派出
所、汉中街派出所、江岸分局百步亭派
出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警务站等地，
共采访了医务人员、民警、后勤保障人
员30余人。

“当我渐渐走进武汉的心灵深处
时，发现武汉并没有在沉睡，更没有休
眠。这里并不宁静啊，甚至有了一种
这座城市从未有过的喧哗。”

面对新冠病毒，医护人员、干部、
学生、司机、个体户、保洁员、心理咨询
员、警察……他们都在战斗，社区、医
院、方舱……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滚滚长江水的奔腾声，齐心协力的“嘿
嗬”声，千里驰援的奔跑声，白衣战士
来回奔跑的脚步声，白衣天使轻柔温
暖地安慰和鼓励病人的说话声，一位
位治愈出院的患者走出医院时含着泪
花的欢笑声，失去亲人、战友、朋友时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这座城市里
沸腾。一位被采访医护人员对他说，
我们没有时间流泪。

他的脑海突然涌出一个思路：寂
静与火热。

——一个一千余万人口的城市，
因为封城而变得寂静，又因为这座城
市里每一个市民的付出，在肌理内更
加繁忙而火热。

随着采访的深入，纪红建连续创
作了《生命之舱》《春天的声音》《武汉

“转运兵”》《一个武汉民警的春天》《湖
南援鄂第一人》5 个短篇报告文学作
品，并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文艺报》《人民文学》《芙蓉》等报刊发
表，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那段时间，纪红建基本上是一天采
访，一天写作，每篇都在5000字以上，
写完又接着采访，处于高负荷的状态。

他叮嘱自己，一定要吃好穿暖，不
能感冒，不能生病。口罩一般戴两层，

到半污染区则穿上防护服，随身带着
消毒水，全身喷过，包括脚底。“不然，
路上到处量体温，体温异常寸步难行，
想要采访就很困难了。”

情感的凝聚：人心的震撼与
人性的呈现

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没有深
入采访就出不了好作品。

除了对方舱医院和基层民警进行
采访之外，纪红建又继续深入武汉雷
神山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协和医
院、金银潭医院、第九人民医院、同济
医院等医院，进一步采访武汉本地医
务人员，以及来自上海、辽宁、湖南、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的援鄂医疗队。
他还深入武汉的街道、社区、隔离点等
地，对下沉干部、党员、志愿者等进行
采访。

离开武汉时，纪红建已经积累了
40 万字的采访资料。随着采访的深
入，他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刻的
感受，对抗疫有了更多角度的认识和
理解。

纪红建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
肺炎疫情，虽然医生和患者的伤心无
奈让人心情沉重，但此次采访经历中，
更多的则是让人感受到温暖和信心。
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力量，还是
举国体制发挥的极大作用，还有普通
人深挚的家国情怀，都在武汉这座英
雄的城市彰显得淋漓尽致。

一部关于抗疫题材的长篇报告文
学也围绕这个主题开始着手创作。

“这部作品将通过事物的发展逻
辑和情感的逻辑来写。首先这是一座
英雄的城市，不光是历史也是现实的，
不光是武汉本地人的，也是外来人员
的。所有的情感，整个国家与民族的
情感，都凝聚在了武汉。”

发掘与思考：抗疫战斗者的
人性之美、之善、之爱

纪红建认为，这是一场人民的战
争，更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对
于武汉来说，这场抗疫不是开卷考试，
是一场闭卷考试，也就是说，这场战役
知己但不知彼，对手是陌生的、未知
的。而在其他地方，抗疫则是开卷的
考试。所以武汉的战役是一场遭遇
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最终仍然取
得了胜利。这场遭遇战不仅展现了我
们强大的动员和执行能力，同时也为
其他国家和地区赢得了抗疫时间，为
他们应对疫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典
范。不过，也必须意识到，虽然中国抗
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人类对新冠
疫情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

纪红建关于抗疫题材的长篇报告文
学将聚焦武汉主战场，以人民的视角，独
特而细微的场景，展现这场人民战争的
艰巨，展现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齐心协
力、万众一心，克服一切困难，打赢这
场大仗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展现新时
代的中国面貌、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同时，以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对社会民
生的真诚责任及对疫区的质朴爱心，
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深度，深刻揭示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人心的震撼与
人性的呈现，深入而真实地发掘一线
抗疫战斗者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
性之爱。

纪红建认为，一场疫情必定也会
给人们和创作者带来反思与思考。比
如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特大型城
市的基层治理怎么做……

在采访中，纪红建看到，武汉不少
数千人的社区汇聚了众多党员干部、社
工、志愿者等为小区做服务、搞管理，形
成了良好的治理模式。“众多的小区构成
了这个大城市，把小区管理好了，这个城
市就管理好了。这样的方式在以后的城
市治理中也值得借鉴与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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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之后，刘鹏佛领着我们前往《湖南文
献》编辑部——台北市区的一栋居民楼。一
路上，刘鹏佛向我介绍着台湾的道路：“中华
文化四维八德，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指忠
孝仁爱信义和平，台北市的东西巷便是这样
命名。而每个区域的道路，则以中国大陆各
个城市为名，从北到南依次排列，长沙街位
于中部。”这整座城市、还有这城市里的人，
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土、怀念亲人。

编辑部里摆满了各种杂志，刘鹏佛的办
公桌在靠窗的位置，桌上零星放着几份《湖
南文献》的文稿。38年前，年仅32岁的刘鹏
佛，结识了当时《湖南文献》的主编，此后，便
缘定一生。10年前，已经退休的他接棒成为
主编。看着书桌上的打印稿，刘鹏佛却不免
有些惆怅，树高百尺，落叶归根。来到台湾
的湖南人，都在等待着“归根”。《湖南文献》
里，承载着太多湖南人对家乡的思念。可
是，当年来到台湾的湖南人渐渐老去，这份
期刊也不复当年的兴盛。

《湖南文献》每年靠自发筹款来出
版。刘鹏佛担任主编不只没有工资，还得

为它主动捐款。但，或许是湖南人那种打
不碎、揉不烂、压不垮的倔强霸蛮精神，让
这份杂志年年春风吹又生。这些生活在
台湾的湖南人，模样清瘦，衣着简单，每到
要为杂志捐款的时候，便用各种化名悄悄
捐钱。刘鹏佛领着我去见与他一样默默
为期刊付出多年的胡宗彝，这位 81 岁的
老人，让我莫名地感觉亲切。

得知湖南卫视台的记者要去采访，胡宗
彝先生身穿灰色西装远远地迎在路口，出生
于长沙宁乡市坝塘村的他，说一口地道的宁
乡话，一路笑着将我们领回了家。1948年，
10岁的胡宗彝随母亲来到台湾。胡宗彝的
书桌上方贴着一张合影，那是1987年两岸开
放探亲后，胡宗彝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家
乡祭祖时拍下的。回到家乡湖南，胡宗彝才
找到了精神的根。他以个人名义在家乡设立
奖学金，奖励每一个努力奋进的胡氏子孙。
不只乡音无改，关于家乡湖南的书籍，更是摆
满了整个书房，对这位漂泊台湾71年的老人
来说，湖南是他的根，《湖南文献》便是开在他
的精神之根上的一朵永不凋谢的小花。

初次见面，我们将见面的地点约在台
湾大学的椰林大道，我背着相机和脚架，
刘先生戴着眼镜、背着帆布袋，胸口还别
着几只笔。在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中，我们
一眼就认出了高辨识度的对方。台大四
处是可以歇脚的木桌，我们随意挑了一处
落座。没有过多的寒暄，刘鹏佛先生便主
动介绍起《湖南文献》来。

“1946年，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在长沙
成立，出生于湖南湘阴的辛亥革命元勋仇
鳌为第一任主任委员，文献委员会的任务
除纂修省志、导修县志外，凡文物的征集、
保管、宣扬，及政制、礼俗、人物、特产与人
民生活状况的调查均属其工作范围。另
一重大任务是拟编印湖南丛书及分类翻
印普通书籍，目的是为了‘使古籍遍及州
阁，孤本不至泯灭，示后生以轨范，启学海
之津梁’。著名学者杨树达闻讯写下诗
句：‘但愿诸公振风雅，湘流今作大江声。’
因国内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直到1949年，

仇鳌的友人才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期《湖南
文献》。这朵孕育于大陆湖南，最终在台
湾艰难绽放的期刊之花，到今天已经出版
到第 184 期，度过了 70 个春秋。”70 岁的
刘鹏佛似乎想要一口气讲完《湖南文献》
的所有故事，可显然，这本历经70年风雨
的期刊，也如他的人生一样，不是简单几
句话就能说完的。

70年前，刘鹏佛的父母从湖南来到台
湾，生下了他。父亲来台湾后，一辈子没
再回过湖南老家，没再见过湖南的亲人，
最后抱着遗憾病重离世。后来，刘鹏佛靠
着父亲留下来的一张地图，在大陆找到了
父亲的老家。在家乡，亲人们抱着他痛哭
的场景，让他至今难以忘怀。对于漂泊异
乡的游子来说，寻亲，是一个挥之不去的
话题。对刘鹏佛而言如此，对其他生活在
台湾的湖南人来说，也是如此。而《湖南
文献》就好像是一根精神上的纽带，寄托
着无数在台湾的湖南人对故乡的思念。

原本只是为了不荒废在台湾的3个月
时间，我特意写了一份专题节目策划，取
名为《望湘》，想要在驻台期间拍摄几个生
活在台湾的湖南人。可在出发前，前辈告
诉我，台湾多年前有一本名为《湖南文献》
的杂志，杂志并不出名，不知道是否还在
出版。我们要用这几期节目，在海峡两岸
的人们心中搭起一座“人心的桥梁”。顿
时，一份心血来潮的策划，在我心中似乎
成了一种使命。从1949年到2019年，那
些远离故土的湖湘人在台湾生活得怎么
样？70年来，他们是否依然思念着故乡？

离开长沙初到台北，我们只觉得内心
火热。刚到台湾的第一周，我们的任务便
是与各个驻台媒体混熟，包括央视、人民

日报、海峡卫视、厦门卫视等等，这些媒体
大多设有与台湾相关的栏目，对台湾的了
解也相对全面。每见一拨人，我都会问他
们有没有认识的湖南人？是否听说过《湖
南文献》这本杂志？可一周下来，我并没
有找到期待的采访对象，也没有谁听说过
那本与湖南有关的杂志。它会不会早就
停刊了？又或者它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力？尽管有无数种疑虑，但我从没想过放
弃。

为了找到《湖南文献》，我四处撒网，
先是查到图书馆有这本期刊，后来又了解
到湖南同乡会也收藏了它。按照这些线
索，我很快联系上了这本期刊的主编刘鹏
佛先生。

金婷

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正在新建一所初中，旧房子轰隆垮掉的
声音，总让我想起去年冬天驻台时，深夜被地震震醒的恐慌。第
一次独自一人在异乡过年、第一次单枪匹马背着相机脚架采访、
第一次躺在床上感受到整栋楼在摇晃… …

在台湾记者站驻守的85天，是一段很特别的时光，我感受
到了温暖也经历了孤独，那算不上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却在我
的青春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寻找台湾的《湖南文献》

纪录片《望湘》海报

70岁的主编 70岁的杂志

为了杂志湖南同乡用化名悄悄捐钱

在海峡两岸搭起一座人心的桥梁

湖南卫视都市频道编导金婷与
《湖南文献》主编刘鹏佛（左）在台湾
大学椰林大道第一次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