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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海音

时光荏苒， 我从湖南日报社通讯
员变成了湖南日报社的一分子， 如今
又变成了他的忠实读者。

我自幼喜欢文学和体育， 读小学
时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和体育记者。
我与《湖南日报》 的第一次情缘是在
1994年2月26日，《湖南日报》“洞庭”
副刊“音乐茶座”栏目刊登了我的一篇
“豆腐块”《唯有真情》， 评论歌手李春
波的《一封家书》，那时我还在读大学
中文系，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印上《湖
南日报》。

1996年我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
望城县政府工作，在惊心动魄的“98抗
洪”中，我因工作原因以通讯员身份在
《湖南日报》发表过几篇与抗洪救灾有
关的新闻稿。没想到一年多后，我竟成
了湖南日报社的一员。

2000年初，我在每天必翻的《湖
南日报》上看到报社招兵买马的公告，
便悄悄做起了准备。 先买回一堆新闻
专业书，埋头“恶补”了一个月新闻理
论，又加强学习了近期的时事政治，再
把大学时期读了又忘了的文学、历史、
哲学等方面的书草草“复习”了一遍，
最后我把过去发表的各类作品及获奖
证书从箱底下翻了出来， 复印装订成
厚厚一册。

笔试顺利过关后是面试。 我精心
准备了三分钟的自我介绍， 还就主考
官可能问到的几个问题设计了一套自
认为天衣无缝的答案。面试那天，一进
考场， 头发花白和蔼可亲的报社负责
人（后来知道是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发
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让我的精
心准备全部扑了空。 他只问了我一个
题目：从你的工作经历看，你认为自己
适合搞哪方面的新闻报道？ 我一听便
知道自己的“体育记者梦”要破灭了：
我从没有体育工作经历，喜欢足球、围
棋也停留在“球迷”“棋迷”水平。 只好
迅速调整策略，说自己主要从事农业、
农村经济方面的工作， 写过农村题材
的长篇通讯并两次获得省级新闻奖，
在《农民日报》发表过关于促进乡镇企
业发展的理论文章， 在贵报发表过多
篇防汛新闻稿……最后忐忑不安地走
出了考场。

一个星期以后，报社通知我已通过
考试和政审，被分配到湖南日报社经济
新闻部从事农业、农村经济方面的报道。
就这样，我成了湖南日报社的“本报记
者”。

在湖南日报社的工作丰富多彩，
我把12年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长沙
市芙蓉中路的那个大院。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2003年11
月， 有个势力很大的房产商开发的同
升湖山庄， 利用长沙举办第五届全国
城运会的机会， 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
发短信中大奖有奖竞猜活动。 泡泡吹
得太大，大奖无法兑现，获奖者与开发
商引发激烈冲突。 湖南日报社展开舆
论监督，我的稿件在《三湘都市报》见
报后，CCTV-2“经济半小时”记者联
系我了解情况后跟进报道， 引发高层
关注，结果却不了了之。一个细节我记
得特别清楚：2003年10月30日， 现场
一自称为山庄法人代表的王姓男子用
轻蔑骄横的语气嘲笑一名获奖者：“发
一条短信就想得洋房， 你真的以为有
篓子捡！ ”直到2012年年底我调离报
社，这个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疙瘩，
挥之难去。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2019
年4月， 在全国扫黑除恶的浩荡东风
中，长沙公安机关通报：长期盘踞在雨
花区同升湖一带的王忠和涉黑犯罪团
伙被长沙警方抓获。 这个王忠和正是
我十几年前报道中那个满脸匪气的
“王董事长”。正义有时可能迟到，但绝
对不会缺席！

站在2019年的时间门槛回望过
往，我仿佛在时光穿梭机里穿越，在湖
南日报社的作者、记者、通讯员之间不
停切换身份。 其实不管我是湖南日报
社的作者、“本报记者”还是“通讯员”，
我从精神上始终认为：今生今世，无论
世事如何变幻，我都是《湖南日报》纯
粹的读者，永远的追随者！

（作者系湖南省发改委干部）

肖智群

春天， 大自然披上了新
装，各种鲜花次第开放。田野
里的草籽花点缀出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春耕时，为了把
养育它们一冬的田野土质变
得肥沃一点， 它们就成群结
队葬身于泥土之中。 没有一
丝怨意，心甘情愿。草籽花是
英雄的花，世上最美的花。

1989年秋， 组织上找我
谈话， 准备调我去县委宣传
部工作。 不久偶遇宣传部一
位熟人， 告诉我到宣传部工
作必须擅长写报告文学。 我
哪懂报告文学啊！ 于是立马
找到组织部领导央求莫调动
了。 他说， 组织决定了就得
去。县计委主任说得更明白，
让你去是组织上重视你，去
吧！ 那就去吧。 去后工作之
余， 我就拿着办公室所订的
《湖南日报》 等党报认真学
习，边回味报上的文章，边翻
箱倒柜将过去写过的文章统
统搬出来，翻出了一篇《草籽
花》，几番斟酌后誊好，独自
跑到邮局双手将信捧入了绿
色邮件筒。

几个月后《草籽花》在
《湖南日报农村版》 刊发。
望着报上印着的自己的大
名，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半
夜里都爬起来反复读。 对
平生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兴
奋情景，每回想起来，就兴
奋一回。

此后， 在写作的路上艰
难地爬行， 虽然发表数量甚
微，但初心未减，阅读日多。
1993年，经层层推荐，我荣获
了“湖南省优秀党员教育工
作者”称号。后来新闻干事缺
位，部里让我兼任。 1995年，

我获得了编号为邵N090的
《湖南日报》 通讯员采访证。
从此，我跟《湖南日报》的关
系变得更加亲密， 有了经常
聆听报社编辑、 记者教诲的
良机。 翻开泛黄的剪报本，
1995年在《湖南日报》上稿的
成绩尤让我深感自豪，从1月
9日在“七嘴八舌话当前”征
文栏目发表《人怕出名“猪怕
壮”》，到11月21日发表《洞口
百名失学少儿重返校园》，全
年发稿达24篇，其中5月份就
发了8篇。 随着发表作品增
多， 我先后加入了湖南省作
协、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楹联
学会。

党的十八大以后， 县纪
委要选配一名分管宣传的副
书记， 组织从报刊上找到了
我。 在编辑记者老师们的关
心下，《洞口两会以“最严”赢
得“最好”》《洞口：“县级样
本”的全面从严治党“红利”》
《红军标语耀古祠》等报道与
作品在《湖南日报》发表。 我
县党风廉政建设声名鹊起，
我也从中收获了许多本应属
于老师们的掌声。 今年4月2
日，春意盎然，全市党风廉政
建设宣传工作会暨业务培训
班在我县召开， 领导让我上
台为年轻同仁介绍体会。 凝
视台下一张张熟悉、 不熟悉
的笑脸， 我不由得又想起了
《草籽花》和那本珍藏至今的
采访证， 一幅生动景象浮上
心头：雪峰山脊，弧形梯田层
层叠叠，雄浑壮观，草籽花挤
挤挨挨，开放其中。小小的花
儿依傍着健硕的田坎， 沿着
山坡，朝着蓝天，放飞希望！

我就是一朵小小的草籽
花，在《湖南日报》的广阔田
野上放开梦想。

文选德

一位法学博士为什么要写
一位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

前不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省
青年学者张军创作的长篇传记《曾国藩传》。
此书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和读者
的喜爱。 正如书中“序言”所说，“改革开放十
年后，我们出版了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
藩》三部曲；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的时候，我
们又出版了这部张军的四卷本长篇传记《曾
国藩传》。 ”一家出版社在事隔30年后，以同
一选题推出一个新人的《曾国藩传》，这不仅
说明出版社眼光精邃，当然也表明了这本书
自有它的“新意”。

近些年来， 湖湘文化成为一门显学，是
湖南的一张“文化名片”。 张军是一位法学博
士，从学科上说，他写作《曾国藩传》也属跨
界。 一位法学博士为什么要去写近代史上一
位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 也许是一种文化的
情结让张军沉浸其中， 使他用了6年时间埋
头写作，完成了这部144万字的作品。个中的
艰辛自然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得到的。

回望30年前开始的“曾国藩
热”

一部作品的问世，尤其是写历史人物的
传记文本小说， 既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
表现的题材又要得到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
认可和喜爱，这需要作者有扎实的文史方面
的学问和厚实的文学创作根底。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争
议”的人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他组建
的湘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延长了清代封
建王朝的寿命，出现了“同光中兴”这个短暂
的社会现象。 曾国藩也因此被冠上了“曾屠
夫”、“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及
封建王朝卫道士的“反动”名声。 在相当长的
一个时间里，对曾国藩的研究都是历史研究
领域里的一块“禁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省文化厅任职的
我，曾和一些文化工作者去曾国藩家乡双峰
荷叶塘实地考察，都认为其老家富厚堂以及
曾氏家族散落在当地其他一些地方的诸多
建筑虽有破败，但仍可以修缮复原。 况且当
地政府和百姓都说曾国藩虽是“曾屠夫”，但
他治国治军、治文治家都有建树，应该对富
厚堂进行保护， 同行者也大都有这个看法，
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于是大家要我写几个字
表示支持。 但由于当时的思想还比较禁锢，
加之上级也没有明确指示，我要题字还真有
些勉为其难。 但盛情难却，于是我想了想，提
笔写了“风景名胜，加强保护”八个字。 当时
我想：这里山清水秀，古迹也多，“加强保护”
理所当然，并不为过。

不久，亦即刚好30年前，唐浩明先生的
《曾国藩》 出版， 一时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
应，连许多中央首长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
本书，一时有着“洛阳纸贵”的声誉。 30年来，
全国不少出版社因“曾国藩热”而出版了不
计其数的与曾国藩相关的作品。 面对这种经
久不息的“曾国藩热”，张军能知难而上，他
的底气源自于他对湖湘文化的热爱和研究。

不戏说，不图解，唯真实 ，
见兴亡之基，知成败之数

在创作思想上，张军用其敏锐的历史眼
光和超前思维，以春秋史笔把人物和事件放
到历史的社会中去还原，不戏说，不图解，唯
真实。 为此，他重新梳理这个历史人物在他
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里的个人作用，大
量收集湖湘历史人文环境和社会变迁、政治
结构、 风俗人情等方面的创作素
材。在作品的结构上进行全景式的
谋篇布局，以一个人物、一个家族、
一个团体和一个社会横断面的众
生相，用传记文学的表现形式来写
作《曾国藩传》。

著名传记文学家朱东润说过：
“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
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
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
人物形象的塑造。 ”传记文学的写
人方法可以不拘一格，但再现人物

的真实性格、精神面貌及精神品质，就必须
对人物的记述做到据事“直书”，“情真而不
诡”，“事信而不诞”。 这方面《史记》堪称典
范。 张军本着这个宗旨，曾多次到当年湘军
主要活动过的地方实地考察， 搜集资料，保
证史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浓彩重笔剖析
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多样性和局限性，把人物
的命运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大势相融合，将
对人物的褒贬、 毁誉寓于对人物的记述之
中。 作品立意上，以“不为圣贤，必为禽兽”为
主要人物故事命运的主线，以细腻生动的笔
触，着力描绘了曾国藩终成大业、走完“立德
立功立言”圣贤之路的曲折途径，见兴亡之
基，知成败之数，真实地艺术再现了一个誉
之为圣贤、毁之曰元凶的历史人物的灵魂与
形象。

观万物而生意，为前贤立传，张军可谓
自成一家。

一次开创性的有益尝试：相
隔30年，前后两部书

出版社通过审读作者的书稿后，对作者
有了信心，认为这是一本厚重的、有新意的
作品。 张军从曾国藩祖父一代开始着笔，一
直写到曾国藩去世；以出生地的山水田园风
水之美开端，至去世时的挽联年谱文辞之美
结束；记述了曾国藩一生的经历轨迹，还原
他的真实面目，全面表现他的功过是非。 全
书采用章回小说形式组合章节，用成语式的
四字句做小标题，脉络清晰，情节鲜明，典雅
文秀，力图与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的历史地位文墨相亲。 这种语言风格上的文
脉回归，和以传记体裁而又用文学表现的张
力相融合，与唐浩明先生《曾国藩》艺术创作
上审美情趣的雅俗共存， 歌以咏志的灵性，
有着异曲同工之品赏。

“君子善假于物”。 在今天推崇创造，重
视创新的时代里，张军新作与唐浩明先生佳
作，或说从“三部曲”到“四卷本”相隔30年，
在一个出版社前后出版，见证了优秀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张军的《曾国藩传》是以
传记文学的体裁，源于史料，以文学的表现
形式，真实再现了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折射
出清王朝走向灭亡最后一抹余晖的消失。 这
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而唐浩明先生的《曾国
藩》则是以史实性强、资料运用与历史事实
和创作的有机结合，开创了历史小说新的表
现路径，有开先河之誉。 这两本书都能让人
有阅读的快感与受益，这也是出版社一次有
开创性的有益尝试。

《曾国藩传》着力揭示和表达
的“新意”何在

湖湘文化作为地域性的文化，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厚积成势，体量博大。
两千多年来，湖湘这块热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奠定了湖湘文化学说的根基，岳麓书院讲
堂所悬挂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湖湘文化所
代表的是儒学正统。 宋以来的周敦颐、张南轩、
王船山、曾国藩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
求、学术涵养，无不是以孔孟之道为其根本，同
时又因受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的浸淫，铸就了
湘人刚烈、倔劲的血性；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
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表现出一种特别的
人格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境界。 在张军着力创作
的曾国藩这个人物的灵魂里，这一点得到了生
动体现。 这一认知高度概括和凝练出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真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

“以天下为己任”的悲天悯人忧乐情怀，与湖
湘儿女一腔血性特质在艺术上形成了一次
有机融合。

我想，这是张军在《曾国藩传》中着力所
要揭示和表达的“新意”。

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黎 安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湖
南日报》的读者，真正与《湖南日
报》结缘，是30年前的事。 1989年4
月20日，我的一则小评论《“丛书家
族”盼团圆》刊发在《湖南日报》第
二版“半分钟谈”栏目，连同标点符
号不到180字， 谈论的是商业工作
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要，采
取不同销售策略。我这位当时的小
年轻、普普通通小老百姓居然在权
威的省委机关报上发了声！

当时我迷上了学习和撰写杂
文及理论文章，除参加中国杂文函
授学院的函授学习，自学鲁迅杂文
和《当代杂文选粹》丛书，就是翻阅
当时能接触到的报章杂志，《湖南
日报》自然成了我几乎每日必读的
报纸。当时《湖南日报》的理论和评
论都办得特别好，“半分钟谈”“思
想者”等专版专栏文章成了我的精
神食粮和写作范本。 读得多了，便
对编辑选稿的要求，栏目文章的标
准有了大致的了解，也学着给这些
栏目投稿，在“思想者”栏目发表了
《对牛弹琴新解》等文章。《湖南日
报》在理论与评论栏目设置方面注
重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比如“三湘
时评”栏目，贴近时代、贴近基层、
贴近读者， 每篇文章篇幅并不长，
却主题集中，观点鲜明，给人以思

想启迪。我曾连续两天在该栏目发
表短文《在农村多种文化“土菜”》
和《交心谈心贵在“真心”》，算是我
撰写时评生下的“双黄蛋”……

融媒体时代，《湖南日报》诞生
了新生儿《新湖南》，我这个老读者
第一时间下载了这既亲切又新鲜
的APP。 隔三差五，我会上《新湖
南》看新闻，找资讯，偶尔也会上篇
稿。记得2017年7月初，浏阳普降大
雨，迅速酿成洪灾，浏阳摄影工作
者等忘却自身安危， 直抵抗洪一
线，将镜头、笔触对准抗洪勇士，体
现了强烈的社会担当，我第一时间
写下评论《洪水里凸显文艺情怀》，
《新湖南》当即刊出，并配发了文艺
工作者奋战在抗洪第一线的照片。

去年7月，“晨风” 系列评论在
社会产生极大的反响，《湖南日报》
推出的系列政论文章，紧扣实际工
作，贴近百姓生活，既接“天线”又
接“地气”，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点
赞。 这是党报在有效发声、有效引
导和有效传播，作为党报的“编外
评论员”，我深知，这份点赞是《湖
南日报》 长期注重理论评论建设、
厚积薄发的结果，也是湖南日报报
人守正创新的结果。

我要给我的“老东家”一个发
自内心的大大的赞。

百姓也能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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