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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曹纯

先猜一个谜语： 家里哪个大？ 天下哪个大？ 数目
哪个大？ 时间哪个大？ 打一常用政治名词。

这条谜语出自 《陈定国诗谜选》， 该书收集了500
首谜语， 全部用洞庭湖民歌手法创作而成。 民歌写谜
语， 全国都少有。 陈定国通过民歌、 曲艺、 方志、 地
名等表达途径， 挖掘、 传承洞庭湖区乡土文化， 几十
年一路走来， 至今腿不停、 笔不辍， 不时弄出新成
果。

上面谜语的谜底是“祖国万岁”， 读者朋友， 猜
着没有？

钟情洞庭民歌 ，要将 “文化
金牌”传下去

浩渺洞庭湖， 周极八百里， 湖水连天天接水， 洞
庭民歌宛如洞庭湖里的水一样多， 成为湖湘文化特色
鲜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陈定国1936年出生在南洞庭湖边沅江市共华镇白
沙洲村， 2000年从市文化馆退休， 一直住在县城， 可
一有空闲， 他总喜欢回到生养之地走走、 看看。 有一
回， 一位儿时玩伴跟他说： “定国， 我们饭是吃饱
了， 却空着肚子过日子。” 说的是群众缺少喜闻乐见、
乡土味浓厚的文化生活。 这里曾经是洞庭湖有名的

“诗窝窝”， 1958年国务院授予白沙洲“诗歌之乡” 称
号。 当时， 年轻、 高颜值的陈定国在这里担任农民创
作组组长、 俱乐部主任， 和一批有志青年发动群众学
文化， 作民歌， 演戏曲， 用青春热血、 汗水智慧， 结
晶出白沙洲“文化金牌”， 有680多位村民参加创作活
动， 白沙洲一时间声名鹊起。 陈定国诗歌 《共产党是
带路人》 等一批优秀作品广为流传。 上世纪50年代末
至80年代初， 陈定国先后3次代表沅江出席全国英模
表彰大会。

洞庭湖地区的山歌， 多是渔民轻轻摇船， 轻轻撒
网， 一路划船一路唱歌， 自然流露， 轻松流畅， 山歌
多用比兴、 替代、 隐喻、 迂回的表现手法， 追求简
练、 含蓄、 生动、 形象的表达效果， 特别讲究构思奇
妙， 调句灵动， 意境精彩， 富含情趣和美感。 最解不
开的乡愁是飘香的故土、 燃烧过的青春， 陈老决心把
白沙洲“这块‘金牌’ 永远传下去”！ 2013年， 他向
共华镇党委提出建议， 以白沙洲为点， 成立共华镇农
民诗社， 把全镇带动起来，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4年
来， 他5次带着专业老师到共华镇培训农民诗友， 为
增进授课效果， 有时走进家里开家庭培训课， 面对面
讨论作品。

现在， 共华镇10个村， 村村都有农民创作组， 办
起了内部诗刊， 一季度出版一期， 全镇2100多人参加
写诗， 还有10个舞龙队、 秧歌队， 经常演出， 群众文
化活动持续高涨， 当年的文化景观重新回来： 犁田种
地忙干活， 汗水浇开诗窝窝； 田边休息打腹稿， 收工
回家细琢磨。 你一首来他一首， 天天都有新创作。

不断拓展创作领域， 靠崽伢子
拿钱把书出

陈定国写山歌写出了名， 当时沅江报社、 益阳文
联等单位想挖他走， 白沙洲大队留住不放， 他依然不
停地写山歌、 作曲艺。 1984年， 省人事厅通过考试确
定他达到中文大专毕业水平， 准予录用为国家干部，
老陈成为沅江县文化馆一员， 其时年近半百。

时代推动新诗不断发展， 不少人对民歌不屑一
顾。 陈定国对同事说： “如果任由这样下去， 不要多
少年， 青年人就不会知道民歌是个什么东西了， 我们
民族的优秀文化就会失传。 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于是， 他以一己之力搞“大工程”， 系统收集整理洞
庭湖民歌。 他与妻子刘翠娥走渔村、 上渔船， 访渔
民、 采渔史。 一年以后， 由200首新情歌组成的 《洞
庭情歌》 正式出版， 不久被中国文联等单位评为特级
作品， 参加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博览会展览时， 大会向
全球拍卖、 出售版权， 洞庭民歌走向了更宽广的世

界。
陈定国以前很少写儿歌， 近年在与幼儿园、 小学

孩子们接触中， 发现他们普遍缺乏艺术的感染力。 他
想， 用艺术的形式启发小朋友感知生活美感， 民歌上
口、 易记、 易懂， 恰好适合孩子们的特点， 孩子们从
小与民歌亲密接触， 自然日久生情。 他磨了一年， 写
出400首儿歌， 经常到附近幼儿园、 小学去念给老师、
孩子们听， 还发动小朋友们一起写儿歌。

2004年以后， 他用洞庭民歌来“玩” 灯谜， 还受
相关单位邀请承担了 《沅江市文化志》 的编写任务，
因需要进文化局档案室查阅资料， 他常到得太早， 别
人没上班， 被“铁将军” 拦路。 局里知道这事后， 给
了他一把门钥匙， 他便自由方便， 整天与档案为伍。
几年来， 陈老编写出 《沅江市文化志》 《沅江市民歌
志》 等7部志书， 多本志书荣获省级奖励。 他还撰写、
主编了 《沅江市名人录》 《历代名家咏沅江》 《洞庭
湖民俗》 等文化普及著作。 他自己统计， 几十年来创
作出版的文艺作品总字数达到600多万字， 其中光民
歌就有3000多首。

除志书外， 陈老自费出版自己编撰的书籍。 他两
夫妻工资都不高， 出书的钱全靠两个在外工作的儿子
资助， 前后已花去10多万元， 两个崽都理解支持父
母， 劝爸妈不用为出书的费用担心。 书出来以后， 陈
老从来不卖， 只送人或给相关单位作资料收藏， 他说
自己只传承弘扬乡土文化， 不为了赚钱。

满湖打捞历史遗珍， 为的是
留住老地名

“白沙洲村与富足村合并， 取名富足不妥。” 两
年前的一天， 陈老一大早急匆匆赶到沅江市民政局，
找到相关领导建议在合乡并村中， 保留“白沙洲” 这
个历史地名。 他说： “取名富足， 是有人认为如今村
民富足了， 应该肯定成绩， 这种做法却忽视了历史文
化。 地名是历史文脉之根， 白沙洲这个名字， 镌刻着
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他向在座的民政工作人员介
绍， 很多历史名人都曾经讴歌赞美过这里。 保留白沙
洲这个地名， 有利于褒扬真挚的家国情怀， 延续浓烈
的湖乡文脉。

最后， 沅江市、 共华镇重视了陈老的意见和建
议， 白沙洲村、 富足村合并， 村名定名为白沙洲村。

诗情画意的水乡沅江， 地名文化十分丰富， 李
白、 杜甫、 欧阳修、 朱熹等文化名人曾在这里留下印
记， 石矶湖、 景星寺包含了岁月风霜， 凌云塔、 万子
湖见证了文运兴盛。 在挖掘、 创作民间文艺时， 陈定
国一直对地名文化进行保护传承， 将民间搜集的故事
编辑成册， 出版了 《沅江老地名故事》， 宣传地名文
化。

第二次地名普查中， 陈老参与普查数据整理核实
工作。 他不要报酬， 兢兢业业修订更正几十处错讹地
名， 不顾耄耋高龄， 实地调查挖掘老地名故事。 有一
次， 去草尾镇采访， 走到半路突然发病， 腹部剧痛，
激烈呕吐。 他咬紧牙， 忍住痛， 慢慢地往前走， 找到
一位老渔民坚持做完采访。 对新安村“新安” 这个名
字的来历， 一般人以为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有了新的
安身之所， 谓之“新安”， 这位老渔民却讲了一个传
说千载的由来： 南宋时期， 农民起义领袖杨幺在战场
上发现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 便在青草湖建孩儿城让
孩儿重新安家， “新安” 一名由此流传至今。 此时，
陈老痛得直不起腰， 蹲在地上缩成一团， 随行者找来
小车将他送进了医院。 他一边打吊针， 一边写出了

“新安” 老地名来历的故事。
在全国“寻找最美地名故事” 征文活动中， 沅江

由于广为发动， 写出了20多篇反映地名文化的佳作并
参赛， 结果， 湖南4篇作品在全国得奖， 沅江占了3
篇。 沅江的3篇中， 两篇出自陈定国之手。 去年12月，
国务院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特邀他至北京出席全国地名
文化保护与传承座谈会并发言。

妻子的笑容像姑娘般灿烂

说陈定国， 不能不说他的妻子刘翠娥。
妻子比他小15岁， 是一名小学老师。 陈老在书中

这样称赞妻子： “既是随身‘秘书’ 又是热心‘保
姆’， 既是特聘‘编辑’ 又是第一读者， 既是启蒙老
师又是贴心学生。 文化程度比我高， 懂拼音， 在音韵
上是‘活字典’， 帮我反复推敲用词。”

刘翠娥说丈夫最大的特点是时不空过、 路不空
行， 走路想几句话打腹稿， 回家赶紧记下来； 每天除
了看新闻， 其他工作时间都在搞创作。 她坦言当年看
上陈定国， 是被他的行为感动了， “诚实纯朴， 好学
勤奋”。

结婚以后， 为了让丈夫称心、 专心、 安心搞创
作， 刘翠娥心甘情愿承担起几乎所有家务， 连不小心
跌倒摔断肋骨， 住院十多天， 也死活不要他到医院陪
伴。

陈定国也处处呵护妻子， 全心营造欢悦的家庭氛
围。 从不怎么花钱的一个人， 甩出大几千元请沅江最
好的婚纱摄影师， 给爱妻拍出4厚本精美无比、 光彩
照人的婚纱艺术照。 刘老师如今每次翻看这些照片，
笑容都像18岁姑娘一样灿烂。

陈定国、 刘翠娥用心经营的这个“温馨小窝”，
多次被评为沅江市“五好家庭” “双文明户” “文明
家庭”。 2011年， 陈定国、 刘翠娥家庭被评为“全国
模范和谐幸福家庭”。 家庭幸福能够感染人， 让陈老
感悟出生活赋予文学艺术的美感， 发现生活中的真善
美， 生活每天是新鲜的， 创作每天是鲜活的。

今年， 陈老有4本书要出版， 还计划明年出版
《洞庭湖地名故事》 一书。 他说闲不下来， “都是自
己要来的事”。 前不久， 他顶着烈日来到传说中西施
洗尽铅华的胭脂湖， 找村组干部、 老支书挖掘范蠡与
西施泛舟五湖的故事。 他们向绿树掩映的湖对岸驶
去， 只见小舟冲开万顷玻璃皱， 微风送爽荷花香， 金
鸢细碎浪头光。

神奇的胭脂湖哟， 会让陈老打捞出怎样的惊喜来
呢？

搭车
易石秋

真不是夸张，在我的记忆里，1978年进入镇上（当时
叫公社）读中学之前，我甚至还不知道客车长什么样儿，
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搭车这档子事了。

我们家地处湖南最北端的岳阳县毛田区（当时县里
的派出机构）大云山腹地，路途僻远，地势险要，崎岖难
行，交通十分不便。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才有十分简易
的县级公路通到区公所沿途的乡镇。路逶迤于群山之间，
让人头晕目眩的。那时能够看到手扶拖拉机都很兴奋，偶
尔有大货车经过，则要欢呼雀跃闻着汽油味追出好远。至
于客车，除了在电影里朦朦胧胧地见过几回，连这样的概
念都很少在脑海之中出现， 因为对于一个长期穿着草鞋
或者打着赤脚在村子里转圈的孩子来说， 那毕竟是一个
太过遥远的梦。

我对搭车的最早记忆， 源于父亲农闲时节偶尔被生
产队里委派去岳阳城里搞副业。 那时我们乡里还没有通
汽车，区里也就一趟，还不准时，并且要反方向走20多
里，既费时费力又不划算。 最稳妥也最经济的办法，就是
去20公里开外的中心集镇甘田搭车，那里不仅有正式班
车，还有几趟过路车，距离岳阳也更近，车票钱要便宜三
分之一。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很早就弄好早餐，让父亲早早
吃过后赶路， 自己则带着我们几兄弟姊妹站在高高的山
头上， 久久地目送父亲的身影一直消逝在遥远的大山深
处，让少不更事的我们也跟着涌起一种别样的情感。

也许是榜样的作用，也许是生活的重压，也许是即使
想搭也必须走一半里程才能到区里沿线的乡镇去上车，
读高中的两年里，尽管距学校有近30里山路，每周要往
返近60里回家一趟带米带菜，我一次车也没有搭过。

第一次搭乘客车是1981年，我们那里刚刚开始通客
班，一天一趟。我因为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选拔中超水
平发挥，赢得了到岳阳城里体检与填报志愿的机会，终于
可以如愿以偿地坐客车了。我特地起了个大早，可当我踌
躇满志地早早赶到距家几里之外的镇上临时露天车站
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客人。原来这时已经开始
改革开放联产承包， 几个月之后就开始全国性的分田到
户了。伴随着思想解放而来的，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
改变，进城做点小生意或务工的人员渐渐多了，班车的开
通也许正是顺应这一需要的产物。

33年之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搭车的情景。 那车
真挤呀，严重超载。 当时正值一年之中最炎热的季节，车
上就像一口巨大的蒸笼，让人难受极了。汽车行走速度非
常缓慢，不到70公里的旅程走了4个多钟头。 一下车我就
忍不住哇哇大吐起来。

后来去省城上大学，毕业后回岳阳任教，搭车的机会
与次数自然多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车留给我的印
象还是挤，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带着妻子、小孩回老
家过春节，又要抱小孩，又要提年货，在人流之中左冲右
突，连上车都成了一场不小的战役。

进入20世纪，要致富先修路的观念深入人心，修路
已上升为乡村基本建设中的头等大事。 国家在财政资金
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特地拨出大笔专项资金用于村级公
路建设，同时为了刺激乡民的修路热情与参与意识，要求
地方财政配套一部分，乡民自筹一部分，让每一个村民都
自觉地站到乡村公路建设的队伍中来。 乡村公路的等级
与里程都有了很大的进展，班车的数量与班次也增加了，
搭车比原来方便快捷了许多， 除过年以外基本上看不到
拥挤的情形了。

近年来，“美丽乡村”战略稳步推进，“村村通”政策不
断深入，国家对乡镇公路的投入与补贴不断加大，不仅拓
宽与平整了县级公路的主干线，铺上了柏油，大大提高了
行车速度，缩短了运行时间，坐在车上平稳舒适多了。

清明前几天， 好一段时间没见面的堂弟突然打来电
话，要在清明同我一道回老家看看。我以为堂弟要坐我的
便车回去，忙说单位的公车已改革了，我打算去汽车站搭
乘班车。堂弟一听笑了，说他开车来接我。我闻言一惊，这
个堂弟家境贫寒，没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在街上打工，尽
管做事勤快，脑子也灵活，但娶妻生子，落户置屋，也应该
是累得够呛。早年出来还要为车票钱发愁呢，没想到现在
也开上自己的车了。

第二天，堂弟果然开着一辆崭新的小车来接我，汽车
亮晶晶的漆水映着他饱满而有些许沧桑的脸， 显着一种
人到中年的成熟与自信， 我想他现在一定生活得很是开
心。 透过车窗，我看到的不仅是满目的青山，小楼林立的
乡村，更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沧桑巨变。

向坚守者致敬
陈勇

陈定国老人一辈子痴心传承弘扬乡土
文化， 曾经与他一起写民歌演节目的 “热
角”， 以及 “接棒” 的年轻人， 不少中途辍
笔改行他就， 只有他像山头的巨石， 岿然
不动。

坚守， 需要惯看秋月春风的定力。 陈
定国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做人不变， 风格不
改 ， 他敏锐地感知身边急速变化的时代 ，
始终坚守文艺本真， 倾心尽力为群众奉献
精神食粮 。 坚守 ， 需要美美与共的胸襟 。
陈定国在接受采访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一辈子想巩固这个事”， 他所要巩固的是
上世纪50年代蓬勃兴起、 群众喜闻乐见的
大众文化生活状态。 为了这个初心， 他除
了自己拼命写出好作品以外， 还几十年如
一日从事文化培训普及工作， 培养了一批
批业余农民创作者， 仅白沙洲村先后走出
了120余名文艺特长人才 ， 现在他80多岁
了 ， 还到共华镇去授课培训 ， 该镇已有
2100多人接受过他的指导。

坚守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陈定国编
著了几十本著作600多万字， 所获各类奖励
的 “红本本” 摞起来比教室讲台还高， 喜
欢他作品的读者不可胜数。 目前， 他还有
旺盛的创作力 ， 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 ，
“我写山歌有点 ‘癫’， 一夜写得好几篇”。

陈定国说得对， 生活像一条河， 你爱
她爱得深， 她就会回馈你很多甜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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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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