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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文章

常年在省城长沙工作的谭滔常常把自
己当作一位游子，他不久前出版的诗集《湘
西诗笺》，是他用诗歌来寻找故乡、寄托乡愁
的精神探索。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诗人的天职
就是返乡。”对故乡的书写、对生命的回望是
文学的母题之一。谭滔生于湘西、长于湘
西，常年在湘西工作，人到中年后才离开湘
西，调至省城工作，从此远离故乡。这样的
人生经历更容易让其产生思乡的情绪。《湘
西诗笺》写的大都是故乡湘西：《兄弟河》《峒
河小景》《矮寨》等，呈现出自然湘西的优美
山水和独特魅力；《南方长城》《家乡的鼓》

《凤凰》等，写的是诗人对故乡厚重文化的推
崇与歌颂；《父亲的雕像》《母亲》《清明》等，
则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父老乡亲根深蒂固的
血脉亲情。特别喜欢《铁匠铺》这首诗，诗中
对湘西人性美好的诗意表达，有沈从文先生

《边城》的味道。
故乡湘西是美好的，诗人的灵魂早已深

深扎根故土。然而现实中，肉身却只能依托
于他乡。“失根”灵魂的无归宿感是每个游子
内心最大的精神伤痛，精神的返乡则成为慰
藉游子们心灵的良药。所以，居于省城的谭
滔每次返乡都会异常兴奋。每次回到故乡
的怀抱，深埋于内心深处的诗意便会勃发、
喷涌。

很喜欢《回家》这首诗，诗里写道：“家远
吗，在那一片片茫茫的云海下面家还远吗，
在那一座座群山掩映之中，心里的距离说
远，无法丈量；说不远，天天在梦里邂逅。”这
首诗中，游子与故乡的这种“距离感”很容易
让人产生共鸣。诗人笔下的故乡湘西，更多
是乡土社会的模样，到处充满着灵性的山水
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
情人性、重情轻利的乡村伦理，这和都市文
明下的伦理秩序格格不入，甚至是冲突的。
所以，一个从乡土世界漂泊到现代都市的游
子，内心深处与故乡的距离，既有地理空间
上的，更有不同人文伦理导致的精神距离。

《回家》写出了诗人和“故乡”这种若即若离、
似近实远的精神距离。

当然，故乡不仅仅给诗人以迷离而沉重
的乡愁。在《父亲的雕像》《母亲》《苦苦菜》
等篇什中，故乡的父老乡亲们身上折射出来
的坚强不屈、勤劳韧性等品格，是湘西人共
有的精神特质，这些故乡赋予的人格力量已
深深融入了诗人的骨髓，成为“游子”与“故
乡”精神连接的“根脉”。

在诗人笔下，故乡是美丽的，是有底蕴
的，是让人魂牵梦绕的，是有“距离”的，同时
也是赋予自己人格榜样和生命力量的，是和
自己根脉相连、割舍不了的。故乡在诗人的
生命中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精神命题。

《湘西诗笺》选取了谭滔先生近百首诗
歌，整体上呈现出质朴的语言风格和丰富的
诗歌意蕴。这些诗歌并没有在形式、技巧上
有过多的讲究，这和谭滔先生并不是一位职
业诗人有关。多年的从政经历，百忙之中的
诗歌创作，或许让他少了对诗歌形式、技巧
上的讲究。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
有如湘西的山水，虽有失于雕琢，但自有一
份天成的自然。

诗歌需要形式、技巧，更需要对生命有
深刻的洞见。我想，谭滔先生在今后的诗歌
创作中，在用诗歌寻找故乡的一路上，会更
注重生命的体验和对精神深度的探索。

（《湘西诗笺》谭滔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闻轩

在常德宋教仁研究会会长谢春开
先生的精心谋划和亲自主持下，经过
20 多年的艰辛努力，《追怀宋教仁烈
士》一书终于编纂玉成。这是一件具有
深远意义的大事，可喜可贺!

一位最先觉悟的中国新式
知识分子

宋教仁，常德桃源县人，字遯初，又
作钝初，号渔父，1882 年 4 月 5 日出
生。1899 年，即戊戌变法的第二个年
头，宋教仁到桃源漳江书院(位于桃源
县城东街漳江阁旁。1904年改为速成
师范学堂，继改为桃源县立第一高等学
堂。读书的时候，受到当时的山长黄彝
寿及其他一些老师的影响，开始对清朝
统治产生不满，萌发了反清思想意识。

1903 年，是一个革命思想逐渐代
替改良思想（以康有为作代表的维新思
想）的年代，遍及全国各地的爱国思潮
形成了一个谴责清朝统治、谴责帝国主
义的影响全国的运动。总之，这一年革
命蓬勃发展，革命书刊很多，革命思想
传播广泛。就在这一年，宋教仁入武昌
文普通学堂读书。也就在这个时候，黄
兴因为“拒俄运动”从日本回国，来到武
昌，在武昌的西湖书院宣传“排满革
命”。对此，宋教仁“非常悦服”，结识了
黄兴。此时，应该说宋教仁已经确立了
他的革命思想和从事反清革命斗争的
宗旨。

就在次年 2 月，宋教仁回到长沙，
与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创立
华兴会；7月又返回武昌，与吕大森、刘
静庵等一些青年组织科学补习所，并担
任文书。这个科学补习所，其实是一个
革命团体。也就在这一年，华兴会密商
于10月10日慈禧太后七十诞辰时，兵
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
路。后因事机不密，遭清政府扑灭。但
宋教仁不知事机泄露，还跑到长沙准备
配合长沙起义，后清政府密令湖南巡抚
抓捕宋教仁未能得逞。宋教仁1905年
逃亡日本，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主革
命的洪流当中，率先创办了《二十世纪
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宣传民生
主义。

1905 年，宋教仁与黄兴一起助力
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同年7月参加同盟
会，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庶务干事
兼撰述，并且站在当时之时代的最前
列，可说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先行者，是
一位最先觉悟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

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1907 年春，宋教仁和白逾桓等赴
东北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开展革命活
动，谋占奉天，与南方起义相呼应。宋
教仁到东北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争
取流落“间岛”的反清的穷苦民众首领
韩登举，把这股力量争取过来，并在那
里割据一片土地，开展革命活动。二是
为了澄清所谓“间岛问题”真相。

其实“间岛”并不是一个岛，也没有
什么“间岛”存在，“间岛”是在我国吉林
省图们江上游以北的那一片地广人稀
的地方。一些朝鲜人越过图们江，到江
北那个地方开荒种地，并为其起了一个
朝鲜名字叫“间岛”(英文Kent，即开垦
的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于 1905 年侵
占了朝鲜，成为朝鲜的殖民统治宗主
国，借此大做文章，企图侵占我国领土，
便制造了所谓“中日间岛争端”。1907
年，日本在朝鲜的统监府还在龙井，即

现在我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日
本在延吉县城专设了一个“间岛派出
所”，以便施压清政府，然后达到占领

“间岛”，进而囊括吉林省的野心。
为了这，宋教仁扮作日本人，化名

“贞村”打入“长白山会”这个日本阴谋
团体，把“长白山会”所制造的变“间岛”
为朝鲜土地的所有假证材料，全都掌握
并拍成照片带走。回到日本又专门收
集了许多资料，特别是在日本东京上野
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
鲜人于康熙55年即1716年出版的《大
东舆地图》，详细记载了中国与朝鲜划
界的地图，图中清楚地标明了图们江为
中朝的分界线。于是，宋教仁运用这些
非常详细和珍贵的资料，写成了《间岛
问题》一书，论证了所谓的“间岛问题”
完全是日本人蓄意制造的一个阴谋，而
所谓的“间岛”纯属于中国领土。这充
分说明宋教仁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而且
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革命党人中屈指可数的理论家

应该指出的是，就在1906年2月，
24岁的宋教仁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预
科班学习后，始终坚持课余写作和翻
译。

在此期间，宋教仁翻译了《英国制
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
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 10 多部
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增进了人
们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
了解，宋教仁也成为当时革命党人中研
究欧美政治制度的屈指可数的理论家，
也为被封建专制统治几千年的旧中国
注入了法治的思想元素。特别是宋教
仁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书，
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措施)
以及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让国
人更多地了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
历史，以及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
起源，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应该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后，经宋
教仁一手起草的《鄂州临时约法》，可以
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带有
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体现了资产阶级
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起到了“根本大
法”的作用，后经审定由当时军政府颁
布实施。此法共七章六十条，法中规定

“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
自由通讯、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
经营等权利；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
依法不得逮捕、不得搜查的权利；人民
享有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利”，还规定了“人民有纳税、当兵之义
务”等等。

1911年1月初，宋教仁返回上海，
任《民立报》主撰，著文抨击清政府，
反对外国侵略，宣传民主，并与谭人
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被
举为总务干事，筹划在长江流域发动
武装起义。1911 年春，宋教仁还参加
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武
昌起义后又赴武汉，协助湖北都督府
办理外交，参与和主持制订《鄂州临
时约法》，后又到南京，筹建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并于 1912 年 1 月任临时政
府法制院院长。同年 4 月，临时政府
迁北京，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不久
便辞职。

此间，宋教仁以渊博的学识、高深
的理论和独特的见解，为南京政府撰写
了大量草案、文告、约法、中央和地方各
种制度和法令。特别是宋教仁起草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其所主张
的内阁制，被孙中山所采纳。此后，临
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也都是以宋

教仁的《鄂州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组织法》为蓝本。在这些法律文
本中，宋教仁极力主张议会制度，大肆
宣传民主宪政，主张实行民权革命，以
民主共和国代替专制主义，极力主张建
立限制大总统权力的责任内阁制，并身
体力行主张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宋
教仁不仅亲往东北，发动东北当时的所
谓“马贼”作为革命力量，想在东北那个
地方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而且参加过
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不愧为
一位反清斗争的英勇战士。

我国近代民主革命最伟大的
先行者

1912年8月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
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
理事、代理理事长，随后参加了当时国
会的竞选。竞选的结果是国民党在众
议院和参议院都取得了压倒优势。然
而就在 1913 年 3 月国会召开前夕，窃
国大盗袁世凯为了清除自己的对手，在
用金钱收买宋教仁不成时，冒天下之大
不韪，指使赵秉钧派人将宋教仁暗杀于
上海。宋教仁时年仅31岁。

综观宋教仁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教仁绝非某些人
所诬是“幻想家”“议会迷”“想当国务总
理”式的普通人物，而是在清朝末年的
革命大潮中最先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
是我国近代史上法制建设的拓荒者和
集大成者，并渐渐成为近代中国最伟大
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
伟大思想家、理论家和爱国的政治家、
革命家；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是
民国初年最引人注目的革命领袖之
一。宋教仁还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
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湖南人才珠宝库
中的超级钻石”。宋教仁的一生是值得
大书特书的一生，是自 1840 年鸦片战
争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奋
斗牺牲的人民英雄烈士!

敬畏历史，致敬历史。历史的事实
是无法改变的。宋教仁虽然离开我们
百年有余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存。我
们要永远铭记他，缅怀他，纪念他!宋教
仁烈士永垂不朽!

纸短情长，意犹未尽，写在前面，以
慰英灵!

（本文系作者为《追怀宋教仁烈士》
一书所写序言。）

余三定

日前，汤素兰的长篇小说《阿莲》
获得了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阿莲》非常独到、生动地描写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家小女孩阿莲的成
长经历，我们从作品中看到，在当时的
背景下，阿莲的成长是艰难的，但又是
自由、快乐的。

我们先看阿莲成长的艰难。首先
是生活的艰难，那时农村生活本就贫
困，而阿莲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
整天外出做裁缝，阿莲实际是跟着阿
公阿婆慢慢长大的。她五岁多就曾在
一段时间里天天背着几个月的弟弟走
山路到别人家里去吃奶，后来还要自
己在家里做饭，吃得很差，十岁多了才
第一次穿上凉鞋。阿莲上小学三年级
时晕倒在操场，她母亲曾在心里自责：
做母亲的时候，自己还差不多是个孩
子，丈夫长年逃婚似的待在外面，不肯
回家来，她“心里充满了怨艾和自怜，
更无暇顾及两个孩子”。其次是读书
的艰难，阿莲上小学时上的是村级学
校，条件很差，“学生不多，每个年级只
有一个班，班额太小的还采用复式教
学，一间教室坐两个年级的学生。阿
莲的学校没有课外书可看，上小学三
年级了，当梅伯伯问阿莲：“那你平时
读什么课外书呢？”阿莲居然不知道什
么是课外书。

我们接着看阿莲的自由成长。阿
莲上学期间几乎没有受到如现在从上
幼儿园就开始择校、就开始为迎接高
考做准备的严酷竞争和约束，可以说
是纯自由地生长、成长的。那时考试
很容易通过，完全没有排名压力，小学
升初中也没有升学考试。上小学一年
级后，“她放学以后主要是带弟弟，等
弟弟睡着了，或者弟弟自己一边玩去
了，她就把课本拿出来，反反复复地
看。一整本语文书，开学不久阿莲全
看完了。碰上不认识的字，她就问阿
公。阿公虽然并不主张女孩子多读
书，但只要阿莲问，总是很耐心地教
她。没多久，整本语文书上的字阿莲
差不多都认识了”。阿莲善于独立思
考，看着课本上那些字和字旁边的画，
阿莲想到了一个问题：“阿婆，为什么
工人、解放军、医生都是男的，不是女
的呢？为什么农民是女的？农民也有
男的啊。”阿莲的家里环境也完全是自
由的空间，爷爷、奶奶只在生活上照顾
她，她的学习、成长完全是自由、自觉
的。阿莲的自由还表现在她能自己做
主，自己主宰自己，当丁老师想让她作
继女，带她到省城吃国家粮时，阿莲连
想也没想就回答说：“不愿意！”家里也
只能完全尊重她的选择。

我们再看阿莲的快乐成长。自由
是快乐的源泉，阿莲是自由的，所以阿
莲是快乐的。阿莲的快乐首先来自于
学习。阿莲天资聪颖，喜欢学习，学习
对于她来说完全不是苦差事，而是非
常快乐的事。在完全没有督促的情况
下，阿莲“已经是千丘田学校读书最厉
害的学生了”。课外阅读的快乐更是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作品
写道：“若干年以后，只要阿莲回想起
来，还是会觉得那年的暑假是最快乐
的暑假。她完全不记得腰上的丹毒和
大腿根上的疖疮有过怎样的疼痛，只
记得一本本连环画和一个个神奇的故
事。”上小学高年级后，阿莲渐渐从梅
伯伯那里借字书来看，“每天夜里，阿
莲就躲在张着蚊帐的木床里，就着昏
黄的煤油灯看书”。阿莲阅读课外书
籍真正是乐此不疲。鲁迅在散文《风
筝》中说过：“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玩
具是就地取材，作品中写到了阿莲玩

“抛石子”游戏，写到了欣赏扑克牌，写
到了阿莲最喜欢听阿公讲“寒凉时节”

（从前）的故事。
阿莲的成长可以给我们许多的启

示：艰难可以磨砺人，锻炼人，培养人，
艰难有时可以成为很好的老师；自由
和快乐对于孩子们是特别宝贵的。今
天的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
儿童和少年的自由和快乐为代价的，
这值得我们很好地反省、反思。

（《阿莲》汤素兰著 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

致
敬
宋
教
仁
烈
士

书里书外

读有所得

艰
难
而
自
由
、
快
乐
的
成
长

在诗歌中
寻找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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