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第54个“学雷锋纪念日”……

周
刊

WEEKLY

11
◎第233期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龚旭东 肖欣 版式编辑 李雅文

在曹家村，我找到了谭谈心中的那一丛火
花。

“我家屋前面一座山，叫洪界山；屋后边一
道岭，叫花山岭。花山岭是一座石头山，长不
出大树，也开不出鲜花，只长了满山遍岭的茅
草。我们的老祖宗，为它取一个这样漂亮的名
字，或许是寄托一种愿望，或许是宽慰自己的
心。”谭谈在他的散文《故乡的路》中，这样描
写曹家村。

这些年，特别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以来，中
国乡村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乡村的建设与发展更是如火如
荼。曹家村先辈的愿望，如今变成了美好现实。

2019年12月中旬，我跟随部分省会作家来
到曹家村。在“老农活动中心”，我被眼前的一切
深深震撼。由晚晴书屋、晚晴广场、晚晴诗湖三
部分组成的中心，面积达 2600 余平方米。中心
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功能多样：藏书万余册的阅
览室，笔墨纸砚俱全的书画屋，宽敞且灯光明亮
的广场上，棋桌、健身器材等一应俱全……

今年，我再次来到曹家村。后疫情时代的湘
中村庄，依然生机勃勃。

在这里，我碰到了谭文忠。曹家村土生土
长、在涟源市图书馆工作20多年的他，对此有着
更为深刻的体会。

谭文忠告诉我，不论是“作家爱心书屋”，还
是现在的“老农活动中心”，都是谭谈深得人心、
雪中送炭的善举，对当地文化的浸润是潜移默
化的，也是长久而稳固的，并将最终促进经济建
设。他说，自从建立了“作家爱心书屋”，田心坪

村读书学习的氛围浓厚了，也客观上培养了许
多大学生，有的还返乡“筑巢”回报乡梓。更为重
要的是，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逐步改
变着他们陈旧的观念；为农民带去知识的同时，
也带去了财富，种植养殖方面的书籍就是他们
最好的老师；让农民逐渐离开无聊的牌桌，从书
籍中学到更多为人处事、邻里相处之道，走向和
谐生活。

“‘作家爱心书屋’建立21年来，有98万人
次的农民和学生阅读，外借书籍46万册次。”谭
文忠感慨地说，“田心坪原本只是一个只有不多
房屋的小村子，‘作家爱心书屋’建立后，周边一
些乡亲为了儿女能到此看书方便，陆续到这里
置地建房，十几年下来，这里竟然变成了一个有
大几千居民的挺热闹、挺繁华的集镇。”

20多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简单
的农家书屋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建设
像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这样的文化场所成为
一种必然。我注意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文化建
设更被放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位置。于曹
家村而言，“老农活动中心”在充实地方文化内
涵方面肯定会起到显著作用，具有美好而广阔
的前景。

“这个中心，既是属于老人的，也是留给年
轻人的，它定会成为您的家乡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的美好园地。祝您和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快乐、
幸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给谭谈的贺信
中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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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开始“折腾”时，谭谈已经73岁了。但他不
服老，1.68米的个头，73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
路来，腰板笔直，脚步稳健，每天八千步，雷打不动。

他住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一所职业学院旁。刚住这儿
不久，消息就在学院传开，说学院旁住进了个“农民”，
每天天没亮就起床，穿着绿色解放鞋，一只裤腿高，一
只裤腿低，沿着万家丽路步行。他还三天两头和老伴在
房前的菜地里忙碌，弄得解放鞋和裤子上满是黄泥。有
时他穿着溅满黄泥的解放鞋和裤子就来到某个会场，让
满会场的文化人感受泥土的气息与芬芳。

气息与芬芳，来自湘中一个叫曹家村的曾经偏僻贫
穷的小山村。虽然他十多岁就离开了这里，但近六十年
来，不论是在异域他乡，还是在繁华都市，他的心都被
一根线紧紧牵着。

“有个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呢！”脚刚
迈进院子，谭谈便朝在屋里忙碌的老伴
谢梦兰说。

那天是3月5日，全国第54个“学雷
锋纪念日”。

“都一把年纪了，要不就算了吧！”老
伴的声音很小，与他的声如洪钟形成鲜
明对比。虽然他还没说要商量何事，但结
婚58年了，老伴太了解他的性格，知道他
又要“折腾”事了。

“这么多年，我走过这么多城市，看
到过城里这样、那样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就会想到那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老农民，他们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爱，
也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他说，“我想
发起在山村建个活动中心，既为村里的
老人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也让那里成
为引导青少年励志向上、发愤图强的地
方。”

“那工程不就大了吗？”老伴说，“要
不就发动作家朋友捐点书，让村里提供
一间房子，建个农家书屋算了。”

“我也这样想过，但现在时代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光建一个简单的农家书屋，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感慨地
说。

“这倒是个好事。”老伴说，“打算建
在哪里呢？”

“我想建在生我养我的曹家村。”他
说，“前段时间，碰到曹家村支部书记，我
了解到一些情况。他说村里贫困户基本

脱贫了，路也修好了，小日子都过得不
错，但文化生活非常缺乏，更没有个像样
的文化基础设施。”

“一下子哪能拿出那么多钱呀!”老伴
说。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个事。”他说，
“我想把‘三友会所’卖了。”

谭谈所说的“三友会所”，其实就是
他前些年在娄底市区买的一套99平方米
的商品房，因为每次回到娄底，总会要在
这里与自己的战友、工友、文友相聚，他
就干脆命名“三友会所”。

“你自己作主就是了，我支持。”老伴
说，“但还不够呀！”

“我还打算把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稿
费全部捐出来，再从家里的积蓄中拿
点。”

随后，谭谈先后拨通了女儿、儿子的
电话。女儿说，积极拥护老爸的决定；儿
子说，老爸的决定我举双手赞成。

这个晚上，谭谈辗转不能寐。他是个
急性子，就开始构思这个“作品”了，活动
中心分“晚晴书屋、晚晴广场、晚晴诗湖”
三章……

不久后，谭谈拿着76万元钱现金（卖
房48万，散文集《相依的山水》和《谭谈文
集第 13 卷：晚晴居散笔》等稿费 8 万，还
拿出家里的积蓄 20 万），交到了曹家村
隶属的涟源市相关部门。

消息传到曹家村，男女老少奔走相
告，一片沸腾。

涟源市白马镇田心坪村，建起了一座
“作家爱心书屋”……

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
1965年10月的一天，正在南方部队

当兵的谭谈收到父亲谭休祥的来信。父
亲告诉他一件事，生产队正在兴修一条
引水的渠道，可惜没资金，连买炸药的钱
都没有。

看着父亲的信，谭谈悄然流下眼泪。
他知道，自己的故乡是个封闭落后的小
山村，大多数人还吃不饱肚子，更不要说
读书上学了。他13岁离开村子到县城读
初中，30 多里的山路，要走4 个小时。14
岁的他，先到钢铁厂当学徒，又到煤矿当
工人，过早地体味到世间的酸楚……

就在谭谈为此事闷闷不乐时，一张
汇款单让他喜出望外。这年夏天，他在

《收获》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采石场上》
的短篇小说，12000多字。杂志社寄来了
72元钱稿费，相当于他一年的津贴费。他
二话不说，拿着汇款单就往邮局跑，取出
稿费，邮寄了60元钱回生产队修水渠。

这一上路，谭谈就再没停止过扶贫
帮困的脚步，甚至不断加速。

1997年暮春。谭谈与作家水运宪、蔡
测海结伴，深入湘西采访扶贫工作。

一天，他们来到湘西保靖一个高山
台地的村寨。

“小伙子，你在看什么书？”一个坐在
门槛上全神贯注看书的年轻人，让谭谈
停下了脚步。年轻人把书往谭谈跟前一
摆，说：“不知道是什么书。”

谭谈拿过书一看，已经破得没有封
皮了，页面也都卷角了。其实是本杂志，
省群众艺术馆编辑发行的《文艺生活》。

“这么旧的杂志还在看？”谭谈问。
“没办法，我们村就一本这样的书，是村

里一个在长沙打工的年轻人带回来的。”
年轻人说。

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幕不断浮现在
他脑海中。“我能为他们办点什么事呢？”
谭谈冥思苦想。

最早涌上他心头的，是想利用一下
自己的那些报纸杂志。选择一个山村，建
一个阅览室，把自己和同事看完的报纸
刊物定期邮寄到那里，给山村里的青少
年阅读……

第二年春节期间，一丛火花在他的
心头溅开。

他决定写一封致文坛师友的信，期
待大家伸出仁爱之手。

“……我想借助天下朋友温暖的手，
汇集广大作家的爱心，在贫困山区建一个
作家爱心书屋，给贫困山区的人民，尤其
是青少年们，送去一批精神食粮。这不是
学校，但又是一所学校无法替代的，富于
个性和特色，是千百名文艺家用爱心搭盖
的学校！尽管这个爱心书屋，只能放在某
一个村镇，但她是一丛火，将会在千山万
岭间燃烧……”1998年2月15日晚，谭谈
激情满怀地写下《谭谈致文坛师友的信》。

谭谈将这封信第一个寄给了他心里
景仰的文学泰斗巴金……

很快，谭谈收到巴金老人从上海寄
来的为作家爱心书屋的题名，并亲笔签
名捐赠了他的巨著《家》《春》《秋》和一套

《巴金随想录》，及一些他和女儿李小林
主编的书籍。

随后，强大的爱心从大江南北滚滚
而来。

“善举！善举！”谭谈到北京向诗坛泰
斗臧克家老人汇报完后，臧老连声说道。

“这完全符合老人的心愿。老人的故乡建了一
个冰心文学院，里面有一个公园，就叫爱心公园，办
了一份刊物，也叫《爱心》。老人病重，无法亲笔签字
了，但我们一定挑一些老人的著作，盖上老人的图
章寄来，算是给作家爱心书屋送去几朵爱的浪花
吧！”冰心老人的女婿陈恕在电话里说。

……
不到一年时间，建在涟源市白马镇田心坪村

的“作家爱心书屋”就汇集了 4 万多册图书。此
外，还在湘乡、双峰、新化、新邵14所中学设立了
爱心书柜。

更令人欣喜的是，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不久
后，受到“作家爱心书屋”启发，全国“育才图书室
工程”在北京启动，在全国西部等贫困地区中小
学校捐建图书室，每一间图书室将配有作家签名
赠书及其它书籍5000册以上……

放眼神州，我看到千千万万个谭谈。
千千万万个谭谈和他们心爱的书籍，架

起了贫困地区孩子接触外界信息的桥梁，潜
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思想
观念，也助推了农村的文化扶贫、乡村精神家
园的构建。

铁凝来信祝贺：“这个中心，既是属于老人的，也是留给年轻人的”

虽然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刚刚启用不
久，但我在走访中，就已经明显感受到它的作用
与力量。

“我喜欢看书，几乎每天都要去老农活动中
心。”退休教师谭小助说，“村里原来没有文化场
所，也没有文化氛围，现在好了。这个中心对村
里的孩子是很好的引导与帮助，也会影响他们
的一生，影响他们也就是影响曹家村的未来；这
里还是村民们跳舞散步的好地方，不仅仅只是
锻炼身体，更会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我没上过几天学，看不懂书，但每天都要
到老农活动中心跳广场舞，养成了习惯，没想到
这个中心对我们村的生活改变会有这么大。”55
岁的胡兰花说。

“我三个儿子，都是读书出去的。我喜欢读
书人，读书改变命运。谭谈在村里建老农活动中
心，这样的大好事，我们必须支持，我们当然高
兴。”72岁的邱玉莲说。

“虽然叫‘老农活动中心’，但适合男女老少
活动。我在娄底市区上班，以前不太愿意回来，
总觉得村子索然无味，但‘老农活动中心’让我
看到了希望。我正在考虑返乡创业。”95后青年
谭业康说。

从田心坪村到曹家村，发生的是从物质到
精神的内在变化，也是中华大地数以万计村庄
不断走向文明的缩影。

一个村庄，并不惧怕贫困，从某种程度上
说，越是贫困和落后，希望越大，发展空间也越
大；但怕文化的缺乏，怕青壮年大量外流，怕村
庄空心化，这样的现状更让人揪心。虽然曹家村

“老农活动中心”刚刚启用，但确实给这个湘中

山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曙光。谭谈告诉我说：
“我希望曹家村的一代一代人，像爱护自己的家
人一样爱护她，使她不断地壮大，不断地完善，
使她成为曹家村一处永远闪亮的文化风景！我
也真希望曹家村能像当年的田心坪村一样，十
几、二十年后，能变成一个热闹的小集镇，经济
和文化同步振兴。”

我想，甚至可以称之为——新生。
曹家村党支部书记颜买涛坦率地告诉我，

曹家村共 876 户 2786 人，19 个村民小组。虽然
曹家村不属于贫困村，但2014 年精准识别后，
建档立卡扶贫户有 143 户 407 人。虽然通过这
几年的努力，2019年底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
了零，但要真正让村民特别是青年留得下，振兴
乡村，必须有足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曹家村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什么？
——党支部的凝聚力；文化的凝聚力；可供

年轻人发展的舞台的吸引力。
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乡村在深情地呼唤青年与文化的回

归。一个乡村的“新生”，不只需要青年回乡创
业，也需要他们延续祖辈的田园梦与乡愁，更需
要他们参与重建乡村社会，弥合乡村文明的断
裂带，打造新的乡村文明。

我想到了95后青年谭业康。对于当下曹家
村来说，或许，他的回归比外出更有意义与价
值。

傍晚时分，我爬上曹家村后边的花山岭，极
目远眺。

那一丛在谭谈心中跳动的火花，正绵延万
里，生生不息……

中国乡村在深情地呼唤青年与文化的回归

在曹家村文化中心，谭谈与孩子们在一起。 严伯霖 摄

编者按

从田心坪到曹家村，从作家爱心书屋到老农活动中
心，从单一的图书室，到集阅览、书画、健身等功能为一
体的乡村文化综合体，从一个人的自发之为到全国作家的
同襄共举……

22年，作家谭谈以一己之力聚江河之水，为中国乡村
的精神文化建设输血，其言其行其功，已汇入到正在奔涌
的历史潮流之中。

2020年是共和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湖南作家纪红建
撰写报告文学《大山之子》讲述谭谈和其身后的作家群体
为中国乡村文化建设主动担当的动人故事。《湘江》摘选编
发部分内容，向这位脱贫攻坚战线上的特殊战士，致敬。

邓文慧

几年前，我在宁乡沩
山精准扶贫，工作忙碌时，
十天半月甚至个把月不回
家。为了填补愧疚感，我
习惯买些沩山土菜，接桶
山泉水，作为回家给家人
的“见面礼”。

沩山平均海拔 700
多米，典型的高山盆地。
集镇就在盆底，熙熙攘
攘，颇为热闹。记得那是
9 月底的一天，我准备带
点土家伙回城。秋天的
苦瓜、南瓜、丝瓜、茄子、
辣椒、豆角等看上去没有
夏季的个头大，但风味也
更见厚道。我蹲下身子
想买南瓜，左顾右盼，却
不见摊主。

旁边一个蹲在地上
的女摊主，却主动地招呼
我了：你买南瓜？你到对
面那里去买呢！她快言快语，矮墩墩的身材看上
去结实健康。原来是我们村老高的堂客春凤。我
朝她会心一笑，还没有等我开口，春凤就挥着右
手，指着对面女摊主，大声说：喂！喂！喂！他是
我家恩人，卖南瓜给他优惠点。

粗犷的嗓门，夹杂豪爽的笑声，引得对面的女
摊主咯咯地笑，倒让我这个大男人有些不好意思
了，赶紧挑了一个大南瓜。转身回来，又在春凤的
摊位上买了两条丝瓜、几个茄子、一把豆角。末
了，她还硬塞给我一把小菜，说是自己家种的，城
里买不到，只管放心吃。我连声说着“多谢！多
谢！”，赶紧开车跑了。

回家的路上，我边开车边嘀咕着：我怎么就成
了她家的“恩人”了？我只是尽职而已，称我为恩
人，受之有愧。

回忆起来，这个特殊家庭，我还是去过几次，
印象很深。

记得那是几年前春节后的一个雪夜，几个村
民反映说老高快不行了，躺在家里，没钱看病，担
心死亡，已备后事，甚为悲凉。村民介绍说，老高
才50 岁，堂客春凤30 岁，儿子10 岁，夫妇都是文
盲，十几年来在长沙郊外租地种菜，勉强度日。春
凤17岁时，被父亲捆绑着，蒙住双眼，从外省“嫁”
给了老高。

乡村干部约我一起带着新被子和慰问品，来
到这个房屋破旧、家徒四壁的家庭。我见到了胡
子拉碴的老高。他患酒痨，几近瘫痪，做不了事，
独自在家。他说自己老了，身体不好，锄头挥不
动，种菜困难，看不起病；堂客不识字，个子又矮，
卖菜不能摆地摊，只能“打游击”挑着叫卖，赚不到
几个钱；儿子在附近村级小学读书，学费太贵，负
担不起，想把堂客和儿子接回来。

不久，老高一家都回来了，乡村两级依程序拟
将他们列入新增贫困户进行帮扶，我们到他家现
场核实。老高背一梱柴赶了回来。春凤给每位客
人端来一碗茶，告诉我们，自己是少数民族，家里
很穷，没上过学，只会写自己名字，现在老家的详
细地址也搞不清了，十几年没有回过娘家，也不想
回。临走时，春凤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站立在一起
送我们，眼神满是期待。

不久后，政府将老高一家纳入易地搬迁户，搬
到集镇的爱心大屋。乡村干部带他们去看新房，
办理手续。“拎包”入住后，我和乡村干部提着礼品
上门贺喜。接下来几个月，我经常能看到老高背
锄头、挑尿桶、提篮子的劳动情景。村干部说，现
在老高心情好，戒了酒，身体也好转了，很勤快，种
了几亩蔬菜，还要我们帮他销售呢。那次买菜，偶
遇春凤，既是意外，亦是惊喜，表明这一家子的生
活走向了正轨。

扶贫归来转眼两年多，生活早已回归往常，我
习惯在周末到市区一家较大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周
的食材。不久前一天清晨6点多，我往市场门口路
边一处人多的摊位走去。只见三米多长的地摊上
摆满了西瓜、子南瓜、辣椒、黄瓜、苦瓜……一堆
堆，一筐筐，五颜六色，人见人爱。七八个顾客有
的埋头挑选，有的刷微信。女摊主嘴里不停在回
答问题或告知货款，耳朵在收听微信收款的语音
提示，在忙碌和谐的言与行之间，完成一宗宗小买
卖。

我听声音好熟悉啊！待她抬头，巧了，这不是
沩山的春凤吗！她看到我也笑了，问了一句，你家
住附近？就忙去了。等忙过一阵子，我提了好几
样菜，准备叫春凤称重。她把我选的子南瓜按了
一按，再把地摊上的十几个子南瓜逐个按一按，有
好几个被她扔到箩筐里。她说软的里面已经坏
了，但外面看不出，她不能骗人。

春凤告诉我，她和老高去年就返回了长沙，这
里每天有好几百元收入，现在又转到了这个大市
场，只是远了些，老高每天早上3点就要起床，没想
到才来这里几天就碰到了我。说话间，有顾客拿
了几根香葱，要称重买单。春凤回答说，你们自己
拿几根就是了。

我扫微信付款，显示春凤的微信名是“向幸福
出发”。

看来春凤一家人，日子是越过越好了。春凤
一家的变化，正是我们农村变化的一个侧面、一个
缩影。

摆
地
摊
的
春
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