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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孝廉 彭萍

《周立波年谱》，是邹理博士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的成果，也是周立波研究史
上的首部年谱，具有鲜明的文献
特色和学术价值。该书以大量珍
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准确生
动地再现了周立波平凡朴实、辉
煌灿烂的一生。

真实客观地记述了周立波
的一生

周立波不仅是一位作家，而
且是一位战士。正如周立波夫人
林蓝所说，周立波的所有作品，都
是为我国工农兵及所有劳动人民
所唱的颂歌，都与我国各个革命
历史时期斗争紧密相连，都是他
投身我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忠
实印记。

对周立波的研究，从上世纪
40年代开始，成果非常丰富。众
多研究者集中对周立波的小说创
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79
年周立波逝世后，学界对他的研
究出现新的高潮，但研究的主要
对象依然是其小说，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出现了庄汉新的《周立波
生平与创作》和胡光凡的《周立波
评传》等重要专著。随后，学界认
识到周立波不仅仅是小说家，还
具有诗人、散文家、翻译家、评论
家、新闻工作者和报告文学作家
等多重身份，并将周立波与其他
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入新
世纪，周立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
展和扩大。但是不能不承认，学
界对周立波生平历史的研究还远
远不够。

《周立波年谱》拓展了周立波
研究的新领域，在周立波研究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谱主1908
年诞生到1979年病逝，逐年逐月
逐日地记叙了周立波的生活史与
创作史，展现了一个丰富而完整

的周立波。

年谱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周立波为我们留下了两百多
万字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评论成
果、近百万字的翻译作品，以及大
量文艺讲稿和亲友书简。

要为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经
历丰富的人物写一部比较详尽的
年谱，确非易事。况且我们至今
没有发现周立波留下多少日记，
为他写年谱，没有像鲁迅等名家
大家那样有较为连贯完整的日记
文献等原始资料作为参考。

作者在年谱创作过程中进行
了多地走访，受访者超过100人，
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一些采访
可以说是带有抢救性的。如原清
溪村党支部书记莫梓群在作者采
访后仅十几天便病逝了；周立波
最亲密的同事，担任过湖南省文
联领导的作家谢璞也在采访后不
久逝世。

年谱挖掘了一些被遮蔽的历
史细节，填补了周立波生平史研
究的一些空白。例如周立波在沅
陵只有半年多时间，人们一般只
知道他在那里编过《抗战日报》，
其实编辑《抗战日报》只是他在沅
陵工作的一部分，他还是中共沅
陵地下县委三个领导者之一，担
任了县委宣传部兼统战部部长，
做了许多党的地下工作。再如周
立波担任 8 年湖南省文联主席，
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为湖南文艺
事业作了哪些贡献，也是周立波
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年谱对此作
了详尽考证。

三维结构，显示出年谱
的学术创新

《周立波年谱》在编写体例上
采取了历时、共时、按语相结合的
三维结构模式，以纵横交错的形
式进行编年纪事。

年谱首先从历时性向度将周
立波一生的创作、活动、工作、事件
等按逐年逐月逐日的顺序进行编
写；其次从共时性向度，记录周立
波所处历史时代发生的与周立波
有关的重大事件，展现出他的活
动、思想变化和文学创作的宏阔时
代背景。同时，以按语形式对需要
的史料进行说明、考证、补充、评
述。按语以周立波创作、翻译及评
论作品、来往信札等一手资料为主
要依据，搜寻相关文献资料，以期
对周立波的人生活动进行更详细
的考证和说明，将“年谱”和“评传”
融为一体，水乳交融。

邹理于2015年开始《周立波
年谱》的撰写，力求为周立波编撰
一部日志式的生活史与创作史，
展示周立波的生平经历、创作道
路、个性心理、时代环境，为读者
揭示周立波的崇高精神风貌和辉
煌成就。《周立波年谱》显示了周
立波研究的最新进展，实践了作
者“为作家立传，为文学建档”的
初心。

（《周立波年谱》邹理著 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善君

长沙市作家协会主席唐
樱新近推出的长篇儿童小说

《南瓜节》，一如既往地沿袭着
她真诚、细腻、神秘、幻异的叙
事风格，熟悉里带有陌生感，
疏离处却还在生活中，不经意
间常多寄寓，神奇鬼怪迭出，
却又是那么地轻描淡写、波澜
不惊。唐樱的文本如同她的
绘本，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个
性特色异常鲜明。

首先，它是绝美的。中秋
月圆之夜，群峰叠翠之间，清
风徐来，鼓楼前，一群群身着
少数民族节日盛装的少男少
女，在尽情地唱着歌跳着舞，
间或又是打粑煮茶，又是舞狮
奏乐，其乐融融。这样的“成
年礼”，想想都是醉的。

其次，它是向善的。南瓜
节里偷南瓜是不可耻的，但是

“偷”走瓜后，必得用石头压住
一块硬币放在那儿。倘若有
谁在南瓜节里任性犯错，他或
她甚至于家人就要被看不
起。南瓜节里的分工是细致
而明确的，责任心被当作成年
教育第一课的核心要义。

再次，它是求真的。南瓜
节的事情，大人是不管的，全
都由孩子们自行设计处置，让
孩子们在过节中学会怎么干
活做事、怎么为人处世，学会
基本的人生道理和学问。南
瓜队和油茶队既分工又合作，
还要打破村寨藩篱，分别要和
别村别寨的油茶队和南瓜队
结对过节。这就要求他们不
仅活要干得好，还要会交往。
湾里寨的南瓜队长江东，最终
凭借自己的一腔真诚，与岩鹰
寨冰释前嫌，成功结对过节。
外求真知，内求真心，是南瓜
节孩子们的必修课。

这样的南瓜节谁都应该
喜欢，它可能不是生活现有的
样子，但它是生活应该的样

子。作为我省有名的儿童文
学作家，唐樱的表述、观察和
思考是准确、细致和深邃的。
它吟唱出了当下小孩子健康
成长的儿歌。放下手机、忘掉
游戏、走出自我，唱一唱南瓜
歌、过一过南瓜节、想一想南
瓜事，对于小孩子的身心健康
和茁壮成长是极其有利的。

它也映照出了上一代人
童年生活的恋歌。在科技没
有如今发达、生活没有如今富
裕，甚至还吃不饱、穿不暖，没
有玩、帮着做的他们的童年时
光里，快乐并没有少，甚至也
没有谁输在了起跑线上，相较
于现在拔苗助长、催生早熟的
儿童成长模式，过去的童年生
活是多么地值得回味、回望。
它表达出了人们心里正在渴
求的慢歌。当今时代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人们的精神压力
越来越大。“慢下来，等等灵
魂”，是时代精神征候的呈
现。作者借大学生湘木调查
乡村民俗文化之行，探访并参
与到南瓜节当中，向我们勾勒
出了一幅尽管偏远但文明道
德，尽管闭塞但乐观向上，尽
管贫穷但充满希望的乡村生
活图景，唱响了一曲有别于都
市时尚生活的时代生活慢歌，
在有意无意之间，寄寓了对

“现代性”的拷问和思考，让人
读来韵味悠长。

儿童文学要求用小孩子
的视角、口吻和心理来进行叙
述、抒情和说理，但是儿童文
学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所包含
的意蕴并不幼稚，相反它倒是
要求愈成熟愈深刻愈好。低
龄文学不低智，幼儿文学不幼
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唐樱的《南瓜节》在童话
里告别童年，在未成年的世界
里探求和发现整个世界的美
丽、奥秘与无穷，它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不失为一部成功
的儿童文学作品。然而，作者
在一心想着为小朋友“立言”
或“代言”时，却在一定程度上
忘记要“蹲下去”写了，或者说

“蹲下去”得还不够，这造成了
文本“儿童性”的成色不够。
另外，所选题材受到限制，否
则文本的“时代性”可以体现
得更加充分，作品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会更强。

在我看来，《南瓜节》是本
好书。愿小朋友喜欢它，大人
们也可以喜欢它，因为多读多
想会多受益。

（《南瓜节》唐樱著 湖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祝勇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故宫书写者”祝勇最新的
随笔集，也是其唯一一本具有回想录性
质的作品。在书中，祝勇深情讲述其丰
富且传奇的生命经历，从沈阳到北京求
学、闯荡，入藏地，远渡重洋，辗转多地，
故宫一直是祝勇深埋在血液中的文化
故乡。本书中回顾了作者过往30年的
文学创作，新散文、历史书写、纪录片、
影像表达，他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推
广故宫文化，凭借个性化的创作打开六
百年紫禁城的更多可能。书中，无论是
其个人生命经验的感性流露，还是近20
年来对故宫书写的深情厚爱，都十分令
人动容。

甘建华

南京大学文学院傅元峰教授在谈到
新诗地理学时说道：“在很多情况下，考察
一个诗人的精神气候和他的作品的经典
化可能需要地理学的协助，而不是在时间
性的传承中溯本求源。”新诗地理学是文
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概念，愈来愈被人们
熟知并给予关注，地理诗也成为当下诗歌
写作的热点现象之一。陈群洲新近出版
的《约等于虚构》可为一证。

这部诗集是从诗人近年创作的四五
百首诗歌中，精挑细选160余首力作的荟
萃。我一方面惊叹诗人的高产，另一方面
惊叹诗作的高质。在每日繁重的案务劳
形之余，诗人却有着难得的静气与灵感，
这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恐怕都无力做
到的事情。

这些爱美的豹子，它们的穿着
比老虎还时尚，永远有时间的美学潮

流
在云端里小憩的时候，才意外交出身

体里的软
路过的春天，误把它们当成草木的
柔情，山水迷人的一部分
风吹过，群峰抖动
火山爆发之前，常常有这样的征兆
开卷之作《紫鹊界梯田》，诗写新化县

水车镇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南方稻
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融合的历史
文化遗存，不但惊艳了世人的眼球，也成
为无数诗人吟咏歌唱的对象。陈群洲的
这一首，暗合了新诗地理的三重意义：第
一，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第二，景观
意义的生成必定是心物一体；第三，景观
意义在不断地凝视和反思中变化。我就
一直在揣测，从“比老虎还时尚”的“爱美
的豹子”，怎么突然跳跃到了“火山爆发”，
诗人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这首饱满、充
盈、虔诚、神性激荡之作，令人常读常新。

其实，让我吃惊的还不止是《紫鹊界
梯田》，还有另外一首《衡州窑》。衡州窑
因窑址位于衡阳湘江沿河两岸而得名，据
说窑址达百余座，号称百里窑场。它起自
唐代中期，至五代时极为兴盛，南宋后逐
渐衰落，1973年开始被陆续发现，现在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在年前出版
的《衡州窑》一书勒口，看到半个粉色的瓶
底上，印着陈群洲的新诗《衡州窑》，尽管
之前曾多次读过这首诗，但我还是因诗人
天才的想象、繁富的意象而震惊——

从烈火里取出光和时间的骨头
工匠们都是异想天开的诗人
他们，在低处写高于想象的唐诗宋词
万里江山的社稷风云，赋予泥土生命

的荣耀
一个又一个春天，在光阴里远走高

飞
这首诗对于我来说不但是激动和感

动，更多的是对我的地理诗写作的唤醒。
就像诗评家李犁谈到南疆某人的诗歌所
说的那样：“它让我们在疾风中慢下来、停
下来，眺望一下生命的来处，感受一下心
灵的形状和温度。”陈群洲实践着洛夫先
生所说“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
一种价值的创造”。他的诗歌没有刻意雕
琢的痕迹，裸露出鲜活朴素的品质，因而
有着独特的艺术质地和文化底蕴。这也
是他率领蓝墨水上游诗群，锐意开辟一条
宽敞航道的理由和信心。

陈群洲的新诗地理之美，能够让人看
到他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悟性，而衡岳湘
水优势的地理条件，“可以更好地保护诗
人的天性和灵性，并激发和驱动着诗人灵
感的爆发和蔓延”（李犁语）。譬如《祝融
峰》，虽只有短短的四行，却以妙笔隽语写
尽了南岳七十二峰最高峰的神奇和神性。

凡尘的最后一站
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各路神仙
方可，继续中转
基于对南岳这座宗教名山的理解与

把握，在修仙成佛的路上，在出世入世之
间，诗人脑海中灵光一闪，以丰富的想象
力和奇异的感觉，代替神祇向人间宣喻，
从而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心灵感应。这是
一种难得的灵感写作，诗人藉此获得了

“继续中转”的“特别通行证”。它也预示
着《约等于虚构》之后，诗人的创作前景亦
如晋贤顾恺之所言：“千岩竞秀，万壑争
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约等于虚构》陈群洲著 广西师大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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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治愈系1·去爱吧
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王承辉、王宁 编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治愈系”音乐系列图书，由知名作
家余言策划，编写者王宁系著名音乐人、
湖南省键盘音乐协会理事、中国音协音
乐考级考官，王承辉系湖南省键盘音乐
协会副秘书长，两人均师从名家，具有十
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该书精选了66
首治愈心灵的流行音乐编配成钢琴曲，
难度适中，非常适合演奏，让那些热爱音
乐的人，在身心俱疲时，随手弹上一曲，
自我放松疗愈。“治愈系音乐”的作者们
深感现代人内心的孤独与疲惫，希望通
过此书、通过优美宁静的音乐和文字，给
每一个人带来力量。

投稿邮箱：7323492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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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安

在怀化工作近十年，沅陵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沅陵山河别
致，保存有典型的湘西韵味和情致，更是
因为这里涌现出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与文
人！如戴小雨，他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给
人以别致的感觉，无论是他的叙事方式，
还是语言表达，都显现出他在创作道路上
的认真探索和执着追求——既有深刻的
思想，又具有一定的艺术张力。

中篇小说《一辆车的公路》最初在《青
春》文学月刊2009年第12期发表，主编以
头条形式推出，随即被2010年第1期《小
说选刊》“佳作搜索”栏目收录。这篇小说
写得别有意味，它的价值就在于，作品给
读者以艺术美感享受的同时，也留下了对
生活的考量与生命的思考。

小说主人公三胜为了表达对长浪山
最漂亮女人二秀的喜欢，宣称自己要修一
条从二秀家门口到浪塘码头去的公路。
说了这话后，他就失踪了。两年后，三胜
突然从大山外回来，他手里还真搞到一笔
钱。回到村里，他找来长浪山三个村的村
长，说要修一条简易公路通到浪塘码头上
去，大家不相信，以为他在吹牛。“直到三

胜从县城将车开回来的当天，他将车开到
二秀家门前，一个劲地按喇叭。二秀爹始
终没有出来，知道那喇叭声是冲自己而
来的。”“三胜更像只斗胜的公鸡，在别
人羡慕的目光里梳理自己的羽毛。”不
久，公路修好了，幸喜二秀还没有变心。
可现实情况是：二秀在他外出期间，被人
侵害过——不得已，只好嫁给了同村男子
石左山。

不幸的打击几乎接连而至。公路刚
修好那阵子长浪山与外界是连通的，可后
来，下游浪谷电站大坝关闸蓄水，将沅水
北岸的公路淹了，这条公路居然变成了死
路。这样，三胜的双排座就被关在了山里
面，出不去。当然外面的车也进不来。“三
胜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开着他那辆绿色的
汽车，在长浪山这条孤独的公路上来回疯
狂奔驰，横冲直撞，谁遇着都远远躲开。
老人怕被三胜当成二秀爹，年轻人怕被三
胜当成石左山，女孩子怕被三胜当成二
秀。一句话，三胜浑身冒着火，谁都怕惹
火上身。”小说就是这样，从容地讲述着大
山深处的“情爱”与“心伤”，讲述着人性中
的“善”与“恶”，行文自然流畅，表达曲折
深刻，显得余韵悠长。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乡村

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面对加速运行的文明
转型，乡村延续数千年的社会秩序及传统
道德已然渐渐瓦解，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
约束力，从前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素朴、单
纯与和谐，时过境迁，成为了历史。

小说《一辆车的公路》较好地塑造了
三胜这个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的农民形
象，显现了时代进程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冲
击，从传统、伦理、道德等层面展示了人性
的内核。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人性的表现
通常是最充分的：人性当中的“恶”发挥得
穷形极相、酣畅淋漓；与此同时，人的善
良、人性中光辉和明亮的一面也显得更加
光彩夺目。它不像在贫穷或富裕环境下
呈现得那么暧昧，一切都很直接：一个人
可以坏得很明确，一个人也可以好得令人
炫目——小说就是这样唯美而又浪漫地
演绎着乡村的一幕幕恩怨情仇。

近日，西影电影集团著名导演马德林
将小说改编成“扶贫题材”同名电影。导
演敏锐发掘了小说的诸多精神元素和思
想内涵，让这篇十多年来寂寞的作品在新
时代重放异彩！影片中，众多知名影视演
员加盟，沅陵那绮丽的风土人情也一一在
影片里交替出现，如碣滩、云庐酒店、北溶
乡洞上坪村等。影片描绘真实的生活，塑
造当代的人物，反映地方风情，相信会达
到修复人们疲惫心情的目的，产生良好的
积极向上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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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