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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湘江》
岂有词

我与湖南日报

17

写给乡土和
长辈的致敬之书

邝厚勤

在我漫长的阅读生涯中， 《湖南日报》 是我喜爱的报刊之一，
她是让我和所有忠实于她的读者受益终生的好报纸。 自从有了阅读
能力， 我就喜爱阅读 《湖南日报》， 但真正从心底喜欢上她， 还是
在我走出大学校园步入社会， 阅读她每周一期的 《湘江》 文艺副刊
之后。
一份报纸要想吸引读者的眼球， 就得融知识性、 趣味性、 可读
性于一体， 图文并茂， 雅俗共赏。 《湖南日报》 的 《湘江》 文艺副
刊体现了这一办报宗旨， 始终是富有个性特色、 高品位、 高质量
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大学毕业不久的我工作之余爱上了文艺创
作， 先习戏剧， 后主攻歌词。 当时我在中学执教， 苦于社会活动圈
子狭窄， 视野闭塞， 生活单调， 于是每日将能搜集到的报纸尽可能
找来阅读， 间接地体验生活， 扩大知识视野， 积累创作素材。 《湖
南日报》 成了我每日必读的报刊之一， 每期的 《湘江》 文艺副刊刊
登的文艺作品， 我篇篇必读， 特别感兴趣的还反复读上几遍甚至背
诵。 1981年5月， 我从 《湘江》 文艺副刊上读到一幅题为 《喂鸡》
的国画， 衣着朴素的农村大嫂端一碗剩饭喂一群鸡， 旁边的小男孩
举着小棍子赶一条与鸡争抢食物的小黄狗， 画面构图简洁， 生动活
泼， 趣味盎然， 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顿时让我遐思遄飞， 于是
我以 《小帮手》 为题， 写下了我平生的第一首歌词： “小帮手， 小
帮手/妈妈摘瓜我提篓/妈妈喂鸡我赶狗/妈妈缝衣我钉扣/啦啦啦/啦
啦啦/放学回家爱劳动/我是妈妈的小帮手……” 我麻着胆子将歌词
投寄到音乐文学的皇家刊物、 中国音协主办的 《词刊》， 想不到很
快就刊登出来 ， 被全国各地十多位作曲家谱曲， 其中由南京市作
曲家陈颖谱写的童声独唱被文化部评为1984年度全国优秀少儿歌曲
创作银奖， 曾两度作为每周一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金时段播
出。 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写作歌词的兴趣， 一发而不可收拾， 从此与
歌词结下终生不解之缘。
1996年7月， 我在 《湘江》 文艺副刊读到一篇描写苗家生活的
散文诗 《赶秋》， 平素储存在胸中的生活积淀像干柴遇到烈焰倏地
被点燃， 心中激动得简直不能自已， 一首题为 《晒秋》 的抒情歌词
像一股山泉， 从我的脑海中汩汩流淌而出， 我来不及找纸记录， 拿
起笔就将一句句歌词快速记录在报纸边沿上， 晚上稍加整理润色，
第二天投寄给了 《词刊》， 发表在当年的第五期上， 深得众多曲作
家青睐，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涌现出十多个不同版本的歌曲， 相继
刊登在 《歌曲》 《解放军歌曲》 等国家一级音乐杂志上。 这首作品
让我接连捧回了国家文化部“群星奖” 银奖、 国家广电总局“广播
新歌奖” 银奖、 广西首届国际民歌艺术节全国征歌大赛创作金奖、
湖南省“五个一工程” 奖等多个大奖， 后由著名歌唱家宋祖英首
唱， 参加了1997年首都军民春节联欢晚会演出， 相继被收录进 《乐
海真情》 《同一首歌》 《中国当代歌词精选》 等多部专集中。
回首驰骋词坛30余载的心路历程， 《湖南日报》 和她的 《湘
江》 文艺副刊不但给了我艺术养分的滋养， 创作灵感的激发， 生活
素材的积累， 知识视野的开阔， 更给了我精神层面上的关心关爱，
曾多次对我微不足道的创作“业绩” 进行宣传报道， 刊发过我多篇
歌词、 散文随笔和文艺评论。 由于她的激励和鞭策， 迄今为止， 我
已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 （含广播、 电视） 发表作品1000多件， 出
版了三部歌词专著和 《中国当代词作家作品经典·邝厚勤专辑》 CD
光碟， 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一百余项， 多件作品被选入大学、 中
学和小学音乐教材， 连续三届被选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我心中饱含对 《湖南日报》 和她的 《湘江》 文艺副刊难以言表
的感动、 感激和感恩！ 她， 是流淌在作者、 读者心中的“母亲河”，
以她丰润的乳汁滋养了千千万万个读者和作者， 赢得了人们对她的
深深挚爱。 欣逢湖南日报70华诞喜庆之际， 我在这里由衷地赞叹：
不读 《湘江》 岂有词， 《湘江》 为我添灵感。

星期五

聂雄前

湖南有条江， 湘江， 因了她的北去， 好多
人都视之为湖南人性格叛逆的象征。 其实湖南
还有一条江， 汨罗江， 江水一直往西流， 在汨
罗市磊石镇注入洞庭湖。 北去的湘江和西去的
汨罗江， 对“大江东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
固有认识的颠覆， 当然来源于三湘四水所构筑
的独立苍茫的地理环境， 也确确实实成就了湘
人经世致用、 忠诚血性、 忧国忧民、 自强不息
的族群共性和精神气候。
作为湘人的后代， 我知道幕阜山和汨罗江
本是多么平凡的存在， 正如我知道我的先辈是
多么普通和平庸。 但是， 当彭见明以他的生命
灌注这山这水这人， 展现出我的先辈那熟悉得
近乎陌生的生命形态时， 我知道， 《寒门之暖》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将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
特的存在。 独特在哪儿？ 彭见明有正常的叙述、
正常的姿态和正常的评判。

“聆听来自家族渊源深处的涛声”
《寒门之暖》 的叙述之所以是正常的， 就
因为彭见明不允许用条文概念固化历史， 也不
指望自己掌管历史规律的解释权。 他通过回忆
自己的九位长辈——
—太祖母、 曾祖父和曾祖母、
祖父和祖母、 外公和外婆、 父亲和母亲， 真切
地感到“一个家庭是一条河流， 我有幸最大限
度地看到了这条河流的长度和鲜活， 从以上四
代长辈的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形成。 我在一个层
级完整的羽翼下长大， 源源不断地聆听到来自
家族渊源深处的涛声”。
彭见明的自我定位就是“看”和“听”，因此他
的叙述不疾不徐，完全根据自己的感觉抒写自己
的亲身经历，这样的叙述使我们熟悉的历史焕然
一新，格外严峻的抗战救亡，格外紧张的阶级斗
争，格外敏感的恩仇爱恨，随着生活原生状态的
叙述展现，或松弛，或消泯，剩下的只有对历史的
深层理解。
彭见明不再把历史作为心灵的外在物， 而
是把自己活跃、 能动、 善感的主体整个融在历
史之中。 主体与历史一同跃动、 一同共振的结
果， 是作品一切的情节、 背景、 场面、 人物全
部被作家的主体情感所浸润、 温热、 拥抱， 出
现许许多多新鲜的诗意、 发现和奇想！
“我的崇拜” 这一章中写老祖父年轻时梦
中揭宝， 获几麻袋银圆， 让手下的伙计们“见
者有份”。 那场面的精彩， 那细节的准确， 那人
物的传神， 那乡约背景的导入， 活生生地将睡
梦时分的无意豪赌变成梦醒时分的皆大欢喜。
到新中国成立时大多被划为地主富农， 而他们
的老板——
—作者的老祖父却只“评” 了个下中
农成分。 勤劳的、 很用心的、 讲义气的老祖父

怎么破产， 怎么一蹶不振， 怎么在漫长的后半
生中安天乐命， 是命运的玄机， 也强烈地显示
出历史评判尺度的或然性。

抓住历史与当代的“精神联结”
彭见明每一个长辈的经历都有沉重的内核。
像老祖父， “手头宽裕的时候， 这地方上下十
几里的人家， 恐怕都借过他的钱， 他这人大方，
只要人家开口， 只要荷包里还有货， 没有不给
的”。 但日本人打进来后他家业败了没人还钱，
后来解放了也没人还钱， 老祖父通达， 临死前
叫后辈将一箩筐账本烧掉， 断了后人日后要账
的念想。
在 《寒门之暖》 里， 彭见明正常的叙述中
还有一个坚硬沉重的内核， 就是祖母的“会打
瞌睡”： 干活干得实在支撑不了能够靠着墙睡，
坐在椅子上睡， 与人说着话低头就睡。 因为祖
母嗜睡的遗传， “迄今为止， 流淌着我祖母血
液的后裔已逾百人， 好像还没有发现患过失眠
症”。 想一想， 这与 《百年孤独》 中的魔幻现实
主义多么吻合！
而这种来自时代对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压迫
所造成的疲惫， 真实得让我们陌生。 彭见明不
是被历史的沉重所震惊因而作为历史的追述者，
而是企图感动和激活历史的当事人， 他既把自
己的生命融入历史， 又把自己化成人物， 这样
他的创作就势所必然地突破规定情景， 写出他
不可能知道的历史当事人的隐私、 瞬间筋肉感
觉和刹那间的微弱情绪。 他的一个叔父居然练
成了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的本领， “但有一个
条件， 他不能领先也不能断后， 必须居中， 只
要前后响着脚步声， 他就会睡得安稳， 前面的
脚步上坡， 他可跟着高抬脚步。 碰到缺口， 前
面跳跃， 他也能用同样的尺度随着跳跃”。
借 助 “嗜 睡 ” 这 个 真 实 得 有 些 魔 幻 的
“梗”， 彭见明给予我们百年如一瞬的奇特感觉，
历史中有现实， 现实中有历史， 实际上历史是
一个生生不已、 无止无休无尽头的过程。 正因
为抓住了历史与当代的“精神联结”， 抓住了民
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传承与因袭， 《寒门之暖》
没有抛弃历史的真实性、 客观性和本质精神，
而是用历史主体化将这种真实、 客观和本质精
神带上了当代人的体温。

超越对农民文化苍白的
批判或虚幻的赞美
20世纪末的中国乡村是乡土中国的最后风
景， 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
下行将崩溃。 “最后的乡村” 这一无形的悲剧
氛围造就了一位真正的乡村抒情作家彭见明。
他以甜润的歌喉咏唱着属于这最后的乡村的美

丽的忧伤、 淡漠的希望， 至情至性的文字表达
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切了解和对普通人命运的
无限关注。
彭见明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读 他 的 《那 山 那 人 那 狗》 《大 泽》 《平 江》
《玩古》 《寒门之暖》， 仿佛他就是一个旧世纪
的送行人， 他的眼里有似血的夕阳和如海的苍
山， 但暮色苍茫中并不尽是萋萋芳草、 古道西
风和遍地废墟， 他的眼里更多的是漫山遍野生
生不息的苦竹直指苍天， 遍地夕烟中稼禾拔节
的脆响响彻大地。
彭见明不是充当忧郁的凭吊者和旁观者痛
诉家史， 而是以与平民百姓分享艰难共担困苦
的姿态， 从整体上超越了以往对农民文化苍白
的批判或虚幻的赞美， 将自己的努力融入农民
的耕耘和憧憬之中。 这是他历史主义评判与道
德主义评判达到高度一致的产物。
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家和家族的题材数不
胜数， 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一如既往， 对社会启
蒙进步的渴望一如既往。 这无疑是正确的，
“重要的是教育农民”， 于是， 有了农民题材小
说中几成永恒的启蒙与批判主题。 但历史的事
实是，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顺境中， 农民是毋
庸置疑的历史推动者；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
中经受挫折时， 农民群体是毋庸置疑的最大的
苦难承受者。 当我们目睹平江彭家第五代、 第
六代浩浩荡荡地成名成家、 发 家 致 富 的 伟 大
景象， 应该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真理—
—— 农
民是最信共产党、 最跟共产党的， 重要的
是教育干部， 重要的是党的干部要制定好
政策和执行好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 后出台的一系列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尊重
人性的政策， 四十年间就将几千年乡土中国
“聚族而居， 立祠而治” 的悠久传统彻底打破，
村社作为家庭 （
“血亲”） 的延伸， 由于乡村与
城市二元对立的消融， 封建宗法制度形成的乡
村超稳定结构应声瓦解， 农民这个卑微的群体
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工业化、 现代化的廉价劳动
力和起飞加速器。
《寒门之暖》 之所以截然不同于现当代农民
题材文学作品主流的“启蒙” “批判” 主题，
或许是因为他完整地经历了这段加长的历史，
或许是因为他对既成的历史评价、 结论有朴素
的反叛， 形成了自 我 的 独 立 思 考 。 “他 们 就
让我看着他们怎么活， 将千言万语隐藏在
他们活着的全过程中， 像一本无言的书，
他们坚信我能在书中读到什么。 言传是苍
白 的 ， 身 教 是 厚 重 的 。 ” 彭 见 明 最 后的陈述，
以致敬的姿态为全世界最发达的乡土文明送上
了赞美， 以致敬的姿态为全人类最文明的血亲
关系送上了颂歌。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就
是实事求是。
（作者为海天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征文

在如今这个节奏明快、 步履匆匆的社会， 很少有人
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文学名著， 篇幅短、 节奏快的微小
说便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 其短小精悍的
平民性、 天然的精炼性也更适应如今快餐式阅读， 其曲
折的故事情节、 鲜活的人物形象、 生动的现代表达也给
读者带来了阅读愉悦感。 湖南常德的作家们致力于用微
小说浸润和启迪人们的心灵， 每年都会发表1000多篇作
品。 “武陵微小说” 已经成为湖南文学中独特的文学现
象。 “善德武陵” 杯微小说大赛、 “武陵国际微小说节”
等已经成为湖南文学的重要品牌之一。

悲伤选择自杀的表现， 则足以让读者感到灵魂的震撼。
“小儿子” 的孝子形象和机器人身份， 是传统孝道和时代
进步相互作用的产物， 是对传统文化品格的现代表达。

武陵微小说：

反腐倡廉 紧跟时代步伐

常怀善德， 守护社会文明
“天下为溪， 常德不离。” 《老子》 中有此告诫， 常
德地名便来源于此。 武陵微小说中有许多表现善行文化
的优秀作品。 善卷设坛， 开启了武陵德文化乃至中华道
德文化的源头。 在这种积极向善精神的指引下， 武陵微
小说为武陵德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又为武陵德文化的
发展创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武陵农民作家伍中正常在作品中描绘各种善行， 如
《受伤的鸽子》 中袁四收养一只受伤的鸽子， 妻子因此与
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最后是这只受伤的鸽子唤醒了他
们之间的爱， 让他们重新回到了从前状态。 戴希 《童心》
写想靠行乞致富的伪残疾者被单纯善良的童心打动， 让
读者受到心灵的洗涤； 作品前半段以父女俩对话为主，
当女儿准备给乞丐钱时， “双腿残疾” 的乞丐却拔腿就
跑， 因为他听到了父女俩的对话， 知道女儿宁愿受骗也
不想错过行善的机会， 被女儿纯洁的童心打动， “女儿
愈喊， 他愈慌张， 跑得愈快”， 这一画面与他前面的乞丐

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幽默的乐感中让读者内心深处的
善良与童心产生共鸣。 欧湘林 《看电影的瞎女人》 写男
人与女人看电影不时谈说电影， 引起周围学生不满， 旁
边一位老师一语道破了她双目失明的原因： 这位是个女
老师， 在一次火灾中为抢救学生致使眼瞎……

崇尚孝道， 弘扬传统美德
武陵微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孝的内容。 常德是“善德”
之乡， “孝道” 自然成为武陵微小说中重点体现的传统
文化品格。
孝敬父母绝不仅仅应该在物质上满足， 更重要的是
精神上、 情感上、 心灵上、 人格上对老人的关爱、 慰藉

和尊重。 王祉璎微小说 《奶奶的宝贝》 中， 三个孩子起
初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老母亲， 当听说母亲有宝贝后， 对
母亲的态度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 请母亲吃饭， 嘘
寒问暖， 关怀备至； 最后知道老母亲的物品不值钱后，
三个孩子又回到了无情的状态。 通过写孩子们对母亲态
度的两次转变， 作者揭示和批判了当下社会中不孝顺父
母的现象， 力求引起读者反思。
戴希则在 《儿女》 中塑造了不一样的“孝子”： “小
儿子” 照顾老太太任劳任怨， 无微不至， 远在美国的大
儿子却连老人的葬礼都没有来， 一对比， “小儿子” 的
孝顺让人为之动容。 最后“小儿子” 的身份显露， 原来
他只是女儿为老人购买的智能机器人……如果说这一身
份已让人惊讶， 最后“小儿子” 的感动、 颤抖甚至极度

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宝贵的
道德教育资源，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戴希的微小说集 《死亡之约》 中有大量廉洁文化内
容的作品， 且多通过反讽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内核。
如 《家庭议廉会》 入木三分地揭示、 对比了清官和贪官
的境遇； 《数字没出官》 中马乡长谎报数据， 被评为全
县发展乡镇企业的功臣， 到处作报告吹嘘， 但最后县里
出台新政策， 马乡长所在的乡镇需缴最高税费， 其他乡
镇则得了补助……戴希的微小说顺应时代的潮流， 将中
华文化传统中的廉洁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 使武陵微小
说具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武陵微小说作家们将传统文化品格融入作品， 为传统
文化品格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作出了不懈努力。 当然，武陵
微小说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品格绝不止上文所说到的德、孝、
廉。 这些微小说篇幅短而道理深，语言明白却耐人寻味。
积水成流， 聚沙成河， 一篇微小说或许太少， 一大
批微小说作品体现的文化品格却足以起到教化人的作用。
武陵微小说创作通过观察、 探索和发掘， 提炼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正能量精神， 运用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融会贯通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发挥其积极意义， 构成
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作 者 系 湖 南 文 理 学 院 “武 陵 微 小 说 研 究 ” 课 题 组
潘宁峰、 郑宇、 周琪、 卢易环、 夏思思， 指导老师汪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