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马观书

□陈惠芳

吴志松是我的诗友。他的诗歌，我读了整
整两年，有些了解。

基于人品与诗品，我答应给他的诗集《分
行的随笔》写一个小小的序。我不惧怕写诗歌，
就怕写评论。写评论是一件苦差事，甚至费力
不讨好。因为被评论的诗人，大多爱听好话，爱
听奉承话。而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表扬与
评论是五五开。

好在志松肚量很大， 内涵与外形都很大。
所以，我就放心了。与其说是“小小的序”，不如
说是“大大的共勉”。

志松很谦虚，自称诗歌是“分行的随笔”。
得此启发，我也就称他为“整体的诗人”。他是
靠整体的诗歌品质，在诗坛上站稳脚跟的。

我记得很清楚。 认识志松是在2012年6月3
日举办的新乡土诗派首届长诗研讨会上。 他跟
着一帮娄底诗人赶到长沙，不声不响。那一次，
诗友们重点探讨了我的长诗《湘》。如火如荼的
新乡土诗派，在那个夏天形成了一个创作高潮。
志松还属于“小字辈”。但我注意上了他。我想，
他质朴的外表中，一定隐藏着一颗质朴的心。

志松回到娄底之后，写作了《与6月3日有
关的诗歌走笔》。这就是“分行的随笔”。我估

计， 这一次长沙之行是他诗歌创作的转折点。
自此，他以极其膨胀的热情，参与了一波接一
波的“诗歌接力”与“和诗”活动。就在这样的夜
以继日的集体活动中，志松的诗歌能量凸显了
出来。收入《分行的随笔》中的大量诗歌，就是
这一令人难忘的“诗歌马拉松”的产物。自觉与
不自觉中，志松成为了新乡土诗派不可或缺的
一员大将。两年之中，这个阵容进进出出，志松
始终坚守着。这一点，让我十分敬佩。真正的新
乡土诗派诗人，就要有这种执着与痴迷。志松
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一棵松。

品读志松的诗歌，要品读整体。他的诗歌
大都意气飞扬，构想大胆，很多奇丽的意象巧
妙地分列于诗歌之中，而其理想在大幅度的时
空之中闪烁。

早期交往中，我对志松的警示较多。因为我
发现他有些游戏诗歌，写作态度并不严谨。这对
于想“留下一点什么”的诗人是致命的缺点。诗
歌是不能游戏的。诗歌的神圣殿堂，绝不能容忍
乱七八糟的草鞋。好在志松醒悟了，较早地端正
了创作态度，诗歌的品质也由此提升。

浮躁的诗人，是没有出息的诗人。志松读
过很多山水。游历是诗人的公共财富。但要把
这种公共财富转化为诗人的私有财产，必须提
炼，必须用心去感受山水之间的特质。山水是
有思想的凸起与荡漾。 志松较好地转化了山
水，写成了一批有思想、有韵味的诗歌。这是他
重大的新收获。

学无止境，不是一句空话。诗人也有工龄，
也有资历， 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学习的理由。志
松告诉我，这段时间他在系统学习聂鲁达等诗
歌大师的诗歌，我第一时间予以赞赏。我一直
以为，聂鲁达、惠特曼的诗歌是世界级的大气，
是世界级的澎湃，是世界级的思想高峰。我也
深受他们的影响。志松意识到，要向真正的诗
歌大师学习。这说明他的诗歌价值取向与创作
思维，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深信，这又是他诗
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

分行的随笔也好，分行的翅膀也罢。诗歌
都是要飞翔的。飞翔的动力源于自信与自省。

志松与我都在创作的途中。 结伴而行，是
一种美差。

□纪红建

关于雷锋的文艺作品难以计数。 但当
我细读何宇红的长篇报告文学 《雷锋在
1958》（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感到亲切
和欣喜。 这部作品主要记述了雷锋18岁时
的故事。18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雷锋的
18岁也不例外。这年他学开拖拉机、开垦团
山湖 、当文学青年 、当工人等等 ，积极 、阳
光，偶尔也会犯点小错误。何宇红给我们刻
画了一个客观本真、血肉丰满的雷锋。

“画像”的扎实首先得益于作者严谨扎
实的创作态度。雷锋的各种故事，已经由众
多的文艺工作者和史志工作者进行了多次
具体生动的表达和细致全面的叙述， 似乎
挖掘新鲜史料的空间不大了。 但何宇红不
信“邪”，更没有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而是
遵循了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责任与良知，
坚持用“脚步写作”，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
性分析。 她的创作完全来自第一手资料和
口碑资料， 她采访了与雷锋在望城团山湖
一起生活、工作过的存世老人李湘枚、卞志
红、金顺文、丁应龙、赵阳城、朱艳等，这些
被采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一直被媒体所
忽略的。 她不仅挖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 还通过全方位的调查了解， 不动声
色，还原了一个客观而立体的雷锋，让人读
了可亲可敬可信， 更好地彰显了榜样的力
量。

作者把这次采访和写作当成了一次再
学习和理解雷锋的过程。 这不仅是报告文
学创作文本上的严格要求， 更是作为一名
作者心灵的需要。 何宇红在文中说：“常常
有人怀疑，说雷锋没有我们宣传的那么好。
其实，我那时候也带着这样的疑问，认为可
能雷锋被美化了不少。 可是， 我了解得越
多， 雷锋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高大、 越可
爱。”她在后记中如此感慨道：“写这本书的
过程，就是一个重新认识雷锋的过程。我一
边写一边感动，一边写雷锋一边学雷锋，这
是一次有笑有泪的创作， 这是一次感情和
道德的升华。”

作者不仅仅只刻画了的雷锋画像， 同
时也生动描绘出了人民群众为创造美好生
活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 从此书中， 我们
看到， 在雷锋的背后， 是整个望城人艰苦
奋斗的宏大场景。 1958年， 数以万计的望
城人在治理沩水工程结束后， 又开始新的
战斗， 将那个名为 “团山湖” 的荒芜的湖
沼地， 变成了米粮仓。 这是望城人民的奋
斗史， 更是中国人民奋斗的一个缩影。 这
也是此部作品的另一大魅力。

逼近现实、 刻画现实人物的报告文学
写作难度本身就很高， 更何况还是一个人
人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 何宇红很好地抓
住了 “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 必须有生动
的形象化的细节” 这一报告文学写作的要
诀， 从人物的一言一行入手， 把人物刻画
得栩栩如生， 作品的感染力也因此大大增
强。

《中国记忆，1966———一位法国摄影师镜头
下的彩色中国》———（法） 索朗日·布朗摄影， 杨
浪 释图，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还只有二十
来岁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供职于北京法国大
使馆，但她的镜头却穿过了北京、南京、苏州等多
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虽然这些图片诞生于一个西
方人对中国的好奇，现在却反过来唤醒中国人对
那段特殊年代的记忆。杨浪通过图片表达了一个
中国人对“西方眼睛”“自由心灵”的重读。

《中国民族工业设计100年》———2015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重点图书。解放牌

卡车、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蝴蝶牌缝
纫机 、华生牌电风扇 、海鸥牌照相机……100
年来，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崛起和发展经历了漫
长而曲折的道路，中国的工业设计也同时写下
了一部精彩纷呈又与众不同的历史。 事实上，
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日常生活的变迁，都可以
从工业设计历史中找到其风格鲜明、符号性和
时代感极强的回应和印证。

《一生里的某一刻》———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一本关于生活、生命和爱的随笔集，但也
是一本厚厚的故事书，作者写童年、写亲人、写

消逝的时光， 写离去的带着记忆和温暖的小
河；写那些已经淡出自己生命的好朋友，写那
些掠过青春的浮躁和轻快，写那些在这样转瞬
即逝的时光里被忽略的故事。她寻找失去的自
己，这样的记录弥足珍贵，带着热辣辣的疼痛。

《惜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一
本书其实是止庵母亲书信和惜怀感念的汇合。
文字质朴深刻， 每部分总是让人情不自禁一读
再读。人生的无常与惜别，年年岁岁，记得珍重，
念及。花朵，阳光，美好，亲人。一切的一切。写到
了人心里最深最温暖也是最脆弱的人间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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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芒

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项目、多达428卷
的宏篇巨制《红藏（1915—1949进步期刊总
汇）》近由湘潭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恢宏
的出版工程，收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直接创办和在中国共产党影响、组织下
创办的151种红色期刊，影印、汇编成428卷凡3
亿字的大型原始期刊资料集。这些期刊诠释人
类理想、指引华夏希望，刻录宏伟历程、闪耀理
论光芒，控诉侵略压迫、述说斗争艰辛、演绎团
结统战、描素中共形象，解读经验启示、谱写胜
利华章！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
取之不尽的宝藏、用之不竭的富矿。这是新中
国出版史上可圈可点的大事，也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文化工作史上的大事。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波澜壮阔的
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和间接领导编辑
出版了大量革命的或进步的红色期刊，凝成了
中国革命的不朽史诗。这些期刊对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 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培育和形成，具有极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它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

思想，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传递了中国
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由此掀起了反帝反封建
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巨浪。其次，它推动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对实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及其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再次，它宣传了中国
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了中国革命的
前进和发展。如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农村包围
城市道路的开辟、抗日救亡运动和全民族抗战
的形成、发展和胜利，民主运动的高涨和统一
战线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形成、人民革命
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自
身建设和发展等，都与这些期刊的理论影响和
战斗作用密不可分。总之，它凝聚了中国共产
党长时间中不断涌现、不断培育和不断丰富的
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红色文
化的宝藏。期刊中记录和介绍的无数革命先烈
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赴汤蹈火、出生入
死的感天动地精神和可歌可泣事迹，是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
强大正能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创办的红色
期刊， 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产
物，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原始、最真实、最
生动的记录，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
命史、 中共党史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然
而， 由于年代久远和当年印刷条件的局限，
这些刊物的部分善本正在漫漶消失、污损散
落，亟须抢救保护。即使是曾整理影印出版
过的少数红色期刊，也只分散于少数大型图
书馆，查阅利用很不方便。今天，国家繁荣、
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正是“盛世修史”的好
年代，《红藏》应运问世，弥补了上述缺陷，抢
救了宝贵资料，具有重要政治、学术意义和
使用、收藏价值。这一浩大工程更是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新形势
下中共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一项基础性
工程。同时，以出版载体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
诸世代子孙， 亦不失为功德无量的善举，必
将产生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

□杨增和

唐曾孝10年磨一
剑的长篇小说 《金鸡
梦 》， 最近由漓江出
版社出版 。这是他的
第10部文学作品集 。
这部作品用现实主
义手法真实地还原
了湘南自然风貌和
乡风民俗 ，以及底层
农民的生存状态 、素
朴的情感和人生理
想。

《金鸡梦》叙述焦
点是以金鸡岭为中心
的农村改革中农民的
命运变迁。 随着农村
的变革和新价值观念
的变化， 农民开始从
对土地的依附中游离
出来， 三户农民两代
人进城、 出国发财圆
“金鸡梦”。 作者从广
阔而厚重的地域文化
视野中， 审视农村联
产承包给农村带来的
深刻变革， 从农村发
生的变革、 现实语境
和精神构建等层面书
写农村改革蕴涵的深
层次矛盾， 前瞻性地
预示农村发展前景。

作 品 描 写 金 鸡
岭的民俗文化 ，体现
了浓郁的湘南地域
文化特色 。 金鸡岭 ，

是因从九天飞来金鸡而出名的，以此地寓
意发展的金鸡传说。相传是在很久以前的
九天仙界一对金黄色的金鸡在金鸡岭落
窝，生下一窝十只金灿灿的小金鸡。小金
鸡长大又生小金鸡，有福气、讲孝道的村
民，时不时揽到小金鸡，捡到金鸡蛋，就是
一坨坨金灿灿的黄金。金鸡岭人做起金鸡
梦，金鸡梦成为这里的人世世代代追求的
人生伟大目标。金鸡岭风景秀丽，更有很
多美丽的传说。 蒋老文在月亮下读书，感
动月亮公公，有意成全他，用脚蹬了三下，
月亮便往下坠，落到地坪上，酷似活脱脱
的月宫，这后生仔月亮下读书，亮如白天，
学业有成。作品对一些匪夷所思的怪异生
活景象的描写，演绎着湘南农村漫长而神
秘的社会生活内涵，可见这些奇异民俗风
情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小说的结构艺术体现出传统小说特
色。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春卷：奔走富路；
夏卷：激烈较量；秋卷：喜事频传；冬卷：结
局奇特。 运用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章回体
的标题，如：小神童进城“吃螃蟹”，大口岸
拥来巨贾佬；申半仙刷掉穷对联，养鸡王办
起养鸡场等， 将读者的审美注意吸引到小
说文本中。注重小说的艺术技巧，采用悬念
设置和情节突变的戏剧化来建构小说，作
品从建癫子写起， 建癫子夫妇从澳大利亚
留学回来， 过去的建癫子到现在留学回国
的博士申国建，悬念迭出。书中有大巧、中
巧和小巧，合理铺垫，将两代农民的冲突在
改革大潮中交织展开， 跌宕起伏、 引人入
胜。

作品用朴实的生活化语言展现农民的
社会生活， 口语和方言贯穿到作品之中，体
现了湘南地域文化特点。 人们用方言取外
号，如“鬼画符”、“打赌桥”、“梦铁鸡”、“申半
仙”、“广播歪”、“辣椒婆”等，生动形象。运用
民间流行的俗语、打油诗、顺口溜等，具有浓
郁的地方色彩，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作品
大量用到了顺口溜：“出工一条龙，下田一窝
蜂，做起事来像相公”；“只要圈圈（工分）到
手，管你田里收了几斗”；“你上坡，我上坡，
大家圈圈一样多”。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责
任制是个宝， 用到哪里哪里好”，“包干到了
户，家家是干部”，“种好地，收完粮，农民成
了自在王”等等。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反
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 忠实反映
了它的各种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句
话用来描述唐曾孝的小说语言，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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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藏》：红色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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