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年化国
家行列， 如何面对白发大潮的
到来， 已是全社会必须认真对
待的问题。 湖南作家彭晓玲出
于作家对社会的担当精神与责
任感， 独自出发到8省市13个县
区实地调查采访， 创作了长篇
非虚构作品 《空巢》。 专家学者
们认为， 这部作品在朴素的表
现中有一种鲜活的力量， 是作
者写给这个社会的报告， 是对
传统道德和社会现实责任的呼
唤和期待， 是对人及生命的珍
爱和善良积极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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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无数有志
青年梦开始的地方。 历史上，许多著
名爱国重教人士都与大学结下了不
解之缘，不少人甚至毕其一生致力于
教育事业发展。

上世纪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华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史无前例
的“造城”热。许多原本散落于城市中
心的大学纷纷扎堆搬到了郊外，在行
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形成了一座又
一座规模宏大的“大学城”。

世界上有许多以一座或几座名
校而兴市盛市的典范， 如英国的剑
桥、牛津大学，美国的哈佛、斯坦福、
麻省理工大学等。 我也曾专程赴剑
桥、牛津大学考察。几百年前，国外许
多志士仁人、 皇家贵族开始兴办学
堂，历经岁月沧桑。 随着知识不断拓
展、科技日益进步，一个院系逐步演
变为一个学院，数十个学院组成了一
座开放式的大学， 学校与周边的民
居、商业相互融合、血脉相连、共生共
荣。 这里，既拥有厚重的人文和历史
底蕴， 又有着独步全球的前沿科技，
更有着一大批莘莘学子所释放出的
青春活力。 那山、那水、那人，勾勒出
一幅美丽的画卷，彰显整座城市独特
的品味与气质。可以说，开放性、包容
性， 让国外大学城散发出永恒的魅
力。

其实，不仅大学与城市的互生互
长如此， 产业兴城的经典也不胜枚
举。如以纺织业兴起而名噪一时的英
国曼彻斯特，以汽车制造兴起而独树
一帜的美国底特律，以航空业兴起而
举世闻名的美国西雅图等。

我也曾积极参与中国的大学城
建设。 当年，我所任职的地方位于江
南水乡，当地民风淳朴，崇文重教，历
史上人才辈出。 改革开放的东风，让
当地经济迅速发展，但没有一所高等
学府， 成了当地老百姓最大的遗憾。
为了顺应民心，我和同事们开始了艰
难跋涉，从“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
智”。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几所大学表
达了转移或扩建的愿望，但与“引资”
的最大不同是：学校没钱搞建设。

记得那晚的决策已是半夜，会
议室仍灯火通明，大家毫无倦意。 经
过一番激烈讨论， 最终达成共识：把
政府修路的钱、造楼的钱统统省下来
盖学校！有同志甚至激动地说：“舍不
得孩子，套不住狼。 ”比喻虽不那么恰
当，但足以显示大家的决心。 这一决
策也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作出决策后不久，我率队进京拜
访了时任教育部长。听说我们有如此
决心，她非常高兴。“世界上以产业而
兴的城市有盛有衰，唯有以教育而兴
的城市永不衰落。 ”部长当时脱口而
出的这句名言，令我至今记忆深刻。

5年后，我再次回到了那里，一座
集近十所高校、几万名学子的崭新大
学城从一片荒野中崛起，由此产生的
其他效应不言而喻。随着人流、物流、
信息流在此聚集，商业、地产、公园、
文化创意、 高新技术产业等迅速跟

进。 新城建好了、城际快速铁路拉通
了、大型游乐场开园了、城市综合体
开业了……这里因此焕发出无穷的
生机与活力。 时至今日，讨论中国第
一座大学城是从哪里发端， 意义不
大。 要说归功于谁，那就是邓小平同
志领导的改革开放。

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造城运
动”。这次不是新建大学城，而是将一
个工业老城改造成为一个大学城、创
新城。 这个老城区，曾是新中国工业
的摇篮，一些中华“老字号”工业品牌
都产自于此。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
革的推进，一大批有着辉煌历史的企
业经不住市场经济的冲击，开始步入
“寒冬”。 尤其是大批工人的下岗，使
得整个老城区弥漫着失去希望的彷
徨和苦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 ”世纪之交新技术革命的
兴起， 让这座工业老城区看到了曙
光。随着当地十几所大学高高耸立的
围墙被推倒， 知识的芬芳在工厂、社
区流淌， 创新的因子在车间激活，破
旧的厂房被改造成创业的园区，传统
的社区接纳了许多知识精英。 于是，
一个校区、园区、社区联动发展的“知
识创新区”在这里脱胎换骨、涅槃重
生，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在此后联合
国召开的“让工业城市新生”的论坛
上，区委书记所作的精彩演讲，赢得
了台下不同肤色的专家、学者与城市
规划师的热烈掌声。

大学城的建设可以有各种模式。
但尊重规律、科学规划、因势利导、顺
其自然，仍不失为最佳。 在我看来，中
国最美的大学城就在长沙的岳麓山
下。 前临“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滔
滔湘水，后倚“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的巍巍岳麓，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
南师大等高等学府坐落在这青山绿
水之间。 说历史，这里有中国最早的
高等学府———岳麓书院； 道人文，毛
泽东、蔡和森等大批伟人在这里激扬
文字、指点江山；讲规划，三所高校早
就没有了围墙的物理隔阂，大学在城
市里、城市在大学中；论成果，一批又
一批学子犹如奔腾不息的湘江水，源
源不断地为国家发展建设贡献着光
和热。

城市养育着大学，大学承担着为
城市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有没有
大学，特别是有没有高水平、开放性
的大学集群或大学城，对一个城市的
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新
建的大学城缺少历史积淀，城市中经
过改造的大学城没有绿水青山，唯有
岳麓山下的大学城堪称集大成者。不
知今天的当政者是否珍惜并视作“宝
贝”。 我想，在“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成为新发展理念的今天，它
理应成为长沙乃至湖南最新最靓的
一张名片。 每当我路过此地，都会产
生一种冲动， 我愿意继续自己的梦
想，为这座最美的大学城效上绵薄之
力。

文学具有人文的情怀，才能
指向人心的归处

晏杰雄： 这几年你从个人日常生活描
写及诗意表达转向非虚构写作， 并获得中
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去年以来在重
要文学期刊发表了一系列非虚构长文， 产
生广泛影响。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比较火，
去年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西耶维奇获诺
贝尔文学奖， 更是提高了这种文体的热
度。 好的非虚构文本影响力以及对时代精
神生活的介入力量， 甚至超过大部头的现
实主义长篇小说。 请从你的创作实践出
发， 谈谈为什么当下非虚构写作影响力这
么大？ 非虚构写作与传统报告文学有何区
别？

彭晓玲：2013年春，鲁院同学方格子来
浏阳写关于留守女人的非虚构作品。 我陪
她采访，虽只有短短的几天，却深深地触动
了我，反观自己，我的生活、写作及工作与
现实、与大地、与心灵相距太远了，好像浮

在虚空里。
我读过齐邦媛的《巨流河》、熊培云的《一

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何伟
的《江城》等非虚构作品，作家们在对接现实生
活抒写现实生活时， 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
索，令我感动与深思，体味到了非虚构的独特
力量与魅力。 这种吸引力的实质是一种发现的
能力。

在我看来，非虚构文学可以说是以文学的
方式参与现实。 当下非虚构写作影响力之所以
这么大，主要在于非虚构作品比小说等虚构作
品更加贴近现实，直面现实，深入现实，总是能
击中人心，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非虚构写作
更日常、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需要用一种人
文素养、人文视角去关注人，让他人感受到写
作者对生命、对人的基本生存怀有一种天然的
怜惜和体恤。 因此，我在写作《空巢》时坚持一
种朴素的文风，朴素记叙，客观描写，不矫揉不
煽情，尽量把握自己的情绪，写得节制，尽量再
现客观情景，人物、细节纯用白描手法，将我所
有的情感注入到默默的叙述之中，以引起人们
警觉和沉思， 从个体的命运思索时代和生活。
非虚构写作需要一双慧眼， 需要鼓足勇气，用
直面真实的力量来记录时代，及时代里人们的
命运。

小说的魅力在于虚构一个世界，与现实的
世界构成张力。 虚构具有超凡脱俗的魔力，让
人们从平庸的琐碎事务里浮出头，呼吸到神奇
的气息。 而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可以让人真切
地看到现实社会里存在的种种困境和欠缺、珍
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获得人们广泛的敬重和

反思现实的力量。 文学抵达人心并非只有虚构
的方式，但与现实直接对话能展现出独特的空
间。 文学具有人文的情怀，指向人心的归处，非
虚构作品也是如此。

重建人与大地、人与内心之间
的精神韧带，做有根的写作

晏杰雄：你是一个具有深刻的自省能力和
进取愿望的作家，请谈谈你是怎么认识自己作
品中的心灵书写的？

彭晓玲： 很多时候文学与现实是隔膜的，
大多数写作者， 包括我在内， 更多是生活在
书斋里， 沉迷在个人的虚构里。 文学只是出
现在纸上， 印在书里， 和活在当下的人相互
隔膜。 历史的， 现实的， 很多真相在我们的
现实生活中都被封存着， 人的天性正在被侵
蚀。

我逃避现实的喧嚣与惶惑的方式，就是去
旅行，想让一种来自大地的真实过滤掉我过去
的浮躁、虚妄和忧心。 但我发现，我行走时看到
的依然是纷繁喧哗的世界。 我渐渐明白，真正
意义上的散文， 应是烟火人间的一面镜子，通
过思考与文化来印照纷纭的人世间，实现反思
并超越。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应该更加贴身大
地及世道人心去写作、

我总是告诫自己，不能沦陷在世界的喧嚣
之中，应该守住自己内心的一片沉静，接近大
地，接近事物和声音，也接近自己生命中那些
隐秘的角落。 今后我更需要在细节和经验中重
建人与大地、 人与内心之间的那条精神韧带。

简而言之，就是做有根的写作。

做到尽量真诚，走进老人们的内心
晏杰雄：现实生活是文学生发的土壤，

立足社会问题把握时代脉搏是文学经典的
思想性所在，《空巢》 无疑是这样一部优秀
的作品。 是什么让你坚持了采访、写作的？

彭晓玲：我是如此怜惜这些老人，打定
主意为空巢老人写一本书， 让人们真切地
看到老人们的真实境况、喜怒哀乐，让全社
会都关注老人，行动起来，让每一位老人都
能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老龄社会已经来临， 我们已经做好了
准备没有？ 我也知道，我所呈现的所谓真实
存在， 应是涵盖着某种偏见或只是冰山一
角，但我想做到尽量真诚。 至少读过《空巢》
的人，会去关注与思考老人们、特别是空巢
老人的生存现状。

具体采访过程满是艰辛， 近两年时间
里，我在八省十三个县（区）采访了71位老
人。 我一次次感动于老人们生命的顽强及
积极向上！ 与他们相遇，会怜惜他们的现实

处境，但走进他们的内心，依然会得到纷纭的
人生启示，包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这就是我
坚持下来的理由。

“救救老人 ”和 “救救孩子 ”是
相同的命题和呼吁

晏杰雄：《空巢》的写作宗旨是“让全社会
都能关注老人，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有尊严地走
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这是一个艰巨的社会问
题。 怎样才算有尊严的落幕？ 空巢老人现象是
这个时代典型的中国经验，你觉得这种经验对
今天中国现实意味着什么，中国文学应该如何
呈现这样的经验？

彭晓玲：一个老人，假如他有个性，有比较
独立的思想，当他面对孤独、病痛的时候，他会
比较从容，比较容易去对付。 中国很多老人是
没有个性的，好多老年人生活非常痛苦，有生
活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 有尊严的落幕，往
大处讲， 就是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从小处讲，就是
让每一位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 生病有照顾，
寂寞有陪伴，能安静平和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
程。

（彭晓玲，浏阳人，中国散文学会
理事， 湖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湖
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已出版
散文集 、散文特写集 、短篇小说集多
部。 晏杰雄，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青
年评论家，湖南青年文学奖获得者。 ）

罗雅琴

戴着金丝边眼镜， 穿着灰色夹克衫， 姚
峰看上去要比宣传画册上清瘦不少。 关于姚
峰， 更多人知道的是著名歌手姚贝娜的父亲。
而他是深圳音协主席、 深圳市文联驻会副主
席， 还是武汉音乐学院等国内10所大学客座
教授， 所知者便少了许多。

近日， 姚峰的身影出现在长沙的三所高
校。 这次， 他则是以音乐专家的身份， 为酷
爱音乐的学子们带来了 《歌曲创作且讲且唱》
《美声、 民族、 流行唱法之异同》 两道精致的
音乐大餐。

数度来湘， 与湖南有着不解之缘。

“奇峰三千拔地起，秀水八百生云烟……”
醇厚的嗓音， 饱满的情绪， 没有片刻思索，
姚峰张嘴就来。 这是早年姚峰与湘籍歌手宋
祖英合作的民歌作品 《乡情》。 除了宋祖英，
吴碧霞、 陈思思、 雷佳这些湘妹子均与他有
过交集。 而姚峰与湖南的缘分， 远不止于此。

上世纪90年代初， 姚峰第一次来到长沙。
如今回首， 他依稀记得五一大道这个城市坐
标。 尔后每来一次， 他都感慨和赞叹这座城
市的惊人变化和鲜辣美味的湖南口味菜。 姚
峰说， 攸县香干和常德米粉总让他念念不忘。
而这一次来到长沙， 他则深感长沙学子们对
音乐的无限热情。

在长沙师范学院举行讲座那天， 大厅内
座无虚席。 在姚峰看来， 音乐这门艺术， 需

要天赋和造诣。 在此基础上， 还要不断模仿
和练习。 说话间， 姚峰现场教学， 长沙话、
广东话， 他样样能行， 每一次模仿， 都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

“学习世间万事万物， 都是从模仿开
始。” 姚峰感言， 但要模仿得惟妙惟肖， 并
非易事。 谈及擅长的音乐创作， 姚峰认为最
大的收获来自于多年对民族音乐的不断探
索， “民族音乐是一座丰富的艺术宝库，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姚峰边讲边唱，
频频与在座学子互动， 现场的掌声
一浪高过一浪。

“音乐是我活下去的
唯一动力。”

每当姚峰聊起有关音乐的东西， 他总是
神采奕奕， 侃侃而谈。 而话锋转到姚贝娜时，
姚峰则难掩内心伤痛， 常常不觉间潸然泪下。

“太难受， 太难过了。” 失去挚爱女儿的
痛楚， 在过去500多个日日夜夜里， 肆意侵袭
着姚峰。 女儿离开的头7个月， 姚峰几乎每天
以泪洗面， 那种失去爱女的锥心之痛， 可想
而知。 每天， 姚峰都要看一遍姚贝娜的贴吧，
那里仿佛就是女儿的另一个世界。 漫天的信
息， 就好像姚贝娜不曾离去。

可姚峰终归要面对斯人已去的现实。 如何
处置女儿的遗物难住了这个父亲。“当时我想，
索性将这些衣服拍卖罢了，让她的歌迷代为收
藏。 这样， 贝娜的东西能得到最为妥善的保

管。 ”6场拍卖，姚贝娜的歌迷应者云集，共拍得
271万元，刨除必要开支，姚峰将剩余的251万
元悉数捐赠给了新疆的一所中学。

“贝娜走后， 音乐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
力。” 谈起心目中的“完美” 女儿， 姚峰原本
有神的眼睛便会失去光彩。 他说， 女儿去世
是他一生都走不出的伤痛。 唯一能让伤口稍
稍愈合的， 便只有自己钟情多年的音乐。

有心者会发现， 在姚峰的话语体系中，
从未出现过“玩音乐” 这个词汇。 他强调，
“玩” 这个字眼和音乐并用， 是对这门艺术的
亵渎。 真正酷爱音乐的人， 应该常怀一颗敬
畏之心。

如今他来到湖南， 来到长沙， 正是想将
这些年来对音乐的体悟， 分享给像姚贝娜一
样热爱音乐的莘莘学子。

江海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
滚滚洪流。 在这场波澜壮
阔的伟大变革中， 有成功
的喜悦 ， 有低谷的彷徨 ，

有幸福的回忆 ， 也有扼腕
的叹息……伴随着潮起潮
落 ， 这一桩桩 、 一件件 ，
犹如一片片五颜六色的贝
壳 ， 静静地停留在海滩之
上， 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大潮拾贝 4

“大学城”的兴起

“酷爱音乐的人，
应该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世界上以产业而兴的城市有盛有衰， 唯有以教育而兴
的城市永不衰落。 中国最美的大学城就在长沙的岳麓山下，
它理应成为长沙乃至湖南最新最靓的一张名片———

做有情怀、接地气的作家
———彭晓玲访谈录

晏杰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