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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屈原的“沅有芷兮澧有兰”，到宋玉的
“燕翩翩其辞归兮”；从陶渊明的“武陵人捕鱼
为业”，到刘禹锡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两
千多年来，常德就是优秀文艺作品的讴歌之
地、创作之地、盛产之地，其地方文化也是湖湘
文化中特色鲜明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常德大
力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文化“走出去”“请
进来”成为这一发展战略的先行使者。

常德市制定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不断加
大文化产业投放资金，引导本土文学人才搞创
作，充分运用常德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地方
文化品牌，并利用经贸及招商引资活动、举办
重大体育赛事、旅游文化节庆等活动平台，组
织输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精品。同时，
加强与美国、日本、德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交往和联系，对外文化交流取得实质性进
展。常德鼓书、常德丝弦、常德汉剧及米粉、茶
叶等常德地域文化，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
大大提高了“桃花源里的城市”知名度。

其中，在丁玲文学研究方面，由常德市文

学界发起成立的“中国丁玲研究会”，现已举办
了 14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围绕“丁玲与新
时期”、“丁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主题开展
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先后有来自日本、韩国、美
国等海内外的近百名学者参与，并催生出一大
批学术论文在全国学术刊物发表，目前已结集
出版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2 本。这些丁玲研究
成果在全国乃至海外产生广泛影响，推动了中
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展。

常德还积极组织丁玲研究学术讲座，设立
“丁玲讲堂”，邀请著名作家来常进行诗词、散文、
小说创作讲座，以及开展各类读书分享会；为纪
念丁玲、宣传丁玲文学作品，在传统节日举办“走
进丁玲故乡”文学采风暨新年音乐会、“情系丁
玲·书香常德”新春诗会、“丁玲故里·情满中秋”
音乐朗诵会、“缅怀丁玲”清明扫墓等文化活动。

正值青春年华，丁玲从沅澧大地出发，一
路笔撒豪情，结出奇美的花。若干年后的今天，
她的追随者向心而行，为了中国文学的灿烂明
天，再出发。

赵四清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耿
飚同志去世 20 年了。看着老朋
友从水口山发到我手机上翻拍
的同耿老的合影，依然思绪万
千。

那是 1991 年 10 月，国庆节
假期刚过，组织上通知当时在水
口山矿务局团委工作的我，加入
局接待组，接待已离开水口山达
65 年之久的耿飚同志。我对水
口山矿工出身的耿老充满了崇
敬和景仰，这次能亲自接待心目
中的大英雄，非常激动。

10月8日下午，耿老乘坐的
专车驶进了水口山矿务局招待所。下得车来，
耿老抬头四盼，喃喃自语：“时间过得真快啊，
好像一眨眼的功夫，竟然过了65年。”

看着这张合影，便回想起接待耿老的情
景，更回想起耿老笑谈他在水口山的 10 年时
光。

水口山是耿飚一生难忘的“宝山”

耿飚于 1909 年 8 月 28 日出生于湖南醴
陵。1916 年 3 月 10 日，7 岁的耿飚随着一家子
逃荒前来水口山投靠堂舅宋乔生。宋乔生连夜
把自己住的草棚子房掀开一面，加长了一截，
又用废旧铁皮，搭起一个厨房。当时，这个住的
地方叫“半边街”，耿飚在这里度过了6年儿童
时光。

宋乔生疾恶如仇的刚强性格对他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使他受到了早期的革命教育。
1922 年，年龄尚不足 13 岁的耿飚成了矿场的
敲砂童工，同父亲一道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
任。敲砂童工大都营养不良，很多人还患有佝
偻病，脑袋很大，肚子也是鼓鼓的。他们一边敲
砂一边“哇哇”喊叫，像稻田里的“麻拐”青蛙一
样，因此被大人们叫做“敲砂麻拐”。耿飚体质
好，脑子灵活，常常帮一些体质弱的童工完成

任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
王”。

1925 年 2 月，虽然革命
处于低潮，耿飚却毅然决然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开始了他的新人生路。
1926 年 8 月，上级党组织指
示成立了中共水口山特别支

部，宋乔生被任命为特支委员。
耿飚也参加了工人师范培训班，
结业后，被分派到醴陵开展农运
工作。

1916 年到 1926 年，耿飚在
水口山整整生活了 10 年。这 10
年，是耿飚参加革命的起点，也
是他逐渐成长和坚定革命信念
的10年。正如他自己说的，水口
山是他一生难忘的“宝山”。

1991 年 10 月 8 日，阔别 65
年之后，82 岁高龄的耿飚乘飞
机转火车换汽车，不辞辛劳地回
到了水口山。

“水口山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1991 年 10 月 9 日，秋高气爽。在水口山
矿务局招待所用过早餐后，局长肖先金便
陪着耿老上了专车，向耿老曾经生活过 10
个春秋的水口山铅锌矿驻地出发。坐在车
上，耿老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观看十里矿
区的惊人变化：原来的平房和茅房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全是高楼大厦；原来运矿的挑
篓和板车不见了，全换成了载重的大货车；
原来的泥泞烂路不见了，全变成了宽敞的
水泥马路……

“变化太大了，水口山变得我都不认识
了！”耿老一边观看，一边喃喃自语。

到了水口山铅锌矿驻地，耿老下车想寻找
原来自己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却再也找不到脑
海中留存的模样：原来破旧的厂房已变成机器
轰鸣的现代化厂区，原来共过事的矿工要么已
经老去，要么已调离了水口山，耿老的欢喜中
也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惆怅。接着，耿老去看了
水口山最古老的矿井，望着高高的井架，再俯
首瞧着深达几百米的矿井，耿老默不作声，遥
想当年……

10 月 10 日，水口山矿务局在第六冶炼厂
大礼堂举行一千多名干部职工代表大会，聆听
耿老讲水口山故事。80多岁的老人，在讲台上
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三个多小时自己在水口山
的10年经历，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这次大会上，耿老被授予“水口山矿务
局功勋矿工”荣誉称号。

时间一转眼，又过去快30年了。看着与耿
老的合影，对耿老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油然而
生。

向心而行
——丁玲文学奖从地方走向全国的背后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李璞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12 月 10 日，
在丁玲的家乡常德市，她的读者、敬仰
者从全国各地追随而来，以文学之名
聚集，以信仰之名坚守，在掌声与鲜花
汇成的旋律中，共同见证第十一届丁
玲文学奖颁奖典礼。和以往不同，这个
地方性奖项，从本届起正式成为全国
性文学大奖。

当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白庚胜宣读获奖者名单，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出席活动。本
届丁玲文学奖小说类、散文类、诗歌
类、文学评论类“成就奖”分别由著名
作家王蒙、张承志、汤养宗、张炯获得；
叶兆言、彭程、江非、南帆等 12 名作家
分别获得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类“作
品奖”；付秀莹、朝颜、江汀、张定浩等
12 名作家分别获得 4 个门类“新锐
奖”。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
澧人，是我国唯一获得过斯大林文学
奖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命途坎坷的女
革命者。她用自己的作品为女性摇旗
呐喊、与时代抗争，著有长篇小说《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
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毛主席曾
经称赞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
军”。

1987 年 3 月，丁玲逝世一周年后，
原常德地区文联和丁玲的“第二故乡”
北大荒文联共同发起、原中共常德地
委批准设立的跨地区文学奖项——丁
玲文学奖诞生。该奖旨在继承和发扬
丁玲矢志不渝为人民写作的精神，坚
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奖励和推出体现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此
奖每 3 年评选一次，至 2018 年已举办
十届，共奖励两地文学专著 480部。

毋庸置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作出了无法取代的贡献。她从沅
澧流域出发，奔向大江大河，其文学成
就和人格力量，让她成为一个超越了
性别的大写的“人”，至今具有强烈的
感召力。因此，“丁玲不仅是常德的骄
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成为长期
以来文学创作者们共同的心声。

为将丁玲文学奖办成全国性奖
项，常德市高度重视，2019 年对原《丁
玲文学奖评奖条例》中的评奖周期、奖
项设置、评奖机构等进行修订，并从本
届起，正式面向全国征集作品。在丁玲
诞辰 115 周年之际，第十一届丁玲文
学奖评选活动在北京启动，由《文艺
报》《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四
家学术支持单位组织开展各门类评选
工作，经过初评、复评、终评，最终评出
成就奖 4 名、作品奖 12 名、新锐奖 12
名。

让丁玲文学奖突破小域局限，开
放走向全国，这是对文学巨匠丁玲最
好的致敬。《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李云雷认为，在这强有力的举措下，大
家一定能把 20 世纪文学的精神、丁玲
的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丁玲文学
奖首次作为全国性奖项，让各地名家纷至沓
来，如众星捧月般，推动中国文学树立起又一
个典范。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优秀作家作品，至
此有了新的高地。

“在 20世纪中国人民大革命中，人们不会
忘记著名的女革命家丁玲、著名的大作家丁
玲。我本人对丁玲和她所出生的湖南常德也充
满了崇敬之情。”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小说类

“成就奖”获得者、人民艺术家王蒙，特意通过
视频发表获奖感言。他说：把丁玲文学奖授予
我，我深感荣幸，也愿意继承丁玲的遗志，把自
己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业做得更好。

散文类“成就奖”得主张承志说道：“丁玲
先生一生经历那么多苦难、误解，直到百年之
时，她不是一件件回数自己的苦，而是坚持志
向与初衷，以作品高声喊出内心的誓言。这个
誓言是什么？我把这个问题留给自己，作为她
的读者和追随者，我的学习才刚刚开始。”

本届诗歌类“成就奖”获得者汤养宗，其作
品在反复冲击语言表达边界的同时，也表现出
强烈的对话性，通过个体生命在诗歌语言中的
敞开，不断开掘精神世界，探寻真正的诗性。他
感言，丁玲就是一部打开的大书，值得后来人
细细品读。今后将以自己更加勤奋的创作回报
时代、回报社会，并以此向文学大师丁玲致敬。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得主、著名作家阿来，此次凭借《水杉，一种树
的故事》一文，获散文类“作品奖”。评委点评
道：“作品针脚绵密，描写细腻，叙述舒缓，梳理
了水杉的前世与今生，勾联了历史与现实，表
现了对于自然与人生的关注与思考，透露出诗
意而透彻的文学内质，显示出高远而宽广的历
史眼光。阿来寻找水杉，也就是寻找一个中国
人在文化上重新觉醒、重新发现世界的故事。”

青年作家渡澜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大三学生，她坦言，从小喜欢并敬
重丁玲，但一直不知道有丁玲文学奖的存在。
作为本届小说类新锐奖获得者之一，渡澜谦虚
地说：“对一个新人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鼓
励。感谢曾经在写作路上帮过我的人，希望自
己今后也能成为一个能帮到别人的人。”

丁玲文学奖的升格，也让常德本土作家感
触良多。曾获第九届丁玲文学奖的常德作家伍
中正告诉记者，虽说今后获奖难度增大，但我
们努力的空间也更大，只有写出更多有深度有
力度有厚度的作品，让常德文学走得更高更
远，才无愧于脚下这片热土。

常德青年作家秦羽墨表示，丁玲文学奖的改
革，势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名家来到常德，增加共
同交流的机会，不仅能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还为
自己的文学创作带来更多的激励与鞭策。同时，不
少常德作家也希望，今后丁玲文学奖在作品征
集、评选等机制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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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走向全国，彰显“开放”胸襟

从地方走向全国，
致敬文学巨匠

从地方走向全国，打造文学高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为著名作家张承志颁奖。 刘蓉 摄

李跃龙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悬挂在岳麓书院
大门的对联，很多诠释文章解释这副对联的出
处，认为上句来源于《左传》，整联则是嘉庆时
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和贡生张中阶共同创作。
这其实是一个流传久远的错误。我认为，上联

“惟楚有材”并非来自《左传》，而是元代诗人方
回；整联也非袁名曜张中阶首创，而是出自康
熙年间杨绿绶所撰的《创建阳春书院记》。

“惟楚有材”是湖南湖北共同
的历史文化资源

说上联“惟楚有材”并非来自《左传》，理由
很简单，因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原文是“虽
楚有材”，而非“惟楚有材”。而且《左传》“虽楚有
材、晋实用之”明显属于贬义，是对那个时期楚
国政治腐败、不重视人才、留不住人才现象的直
接批评，从而派生出“楚材晋用”这样一个成语。

最早把“虽楚有材”变成“惟楚有材”，从目
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是元代文人方回。在其

《桐江续集》的《送常德校赵君》中，已有“惟楚
有材”之谓。之后，明代王世贞、清代朱彝尊等
名家都说过这句话。其中，方濬师在《蕉轩随
录》中甚至说“惟楚有材，信矣”。从明初宋濂开
始，竟然将《左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改成

“惟楚有材、晋实用之”，宋濂的初衷是从元初
名臣耶律楚材(字晋卿)的名、字来历发议论，何
乔远、吴兆宜、徐炯等人跟进转述。本质上仍然
是为《左传》的观点背书。但把一个贬义的词汇
改造成褒义词，把一个批评语气转换成肯定语
气，专门针对楚地培育人才这个主题，进而写
到文章中，要归功于清顺治年间一位已经离任
的湖广巡抚林天擎。顺治十四年春，新修武昌
府学落成，他应邀作文以为纪念：“余思惟楚有
材，自昔艳羡。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
为之前茅者矣。”林天擎以前湖广巡抚身份说
出“惟楚有材”，那么这个“楚”当然是指湖北和
湖南，而且没有歧义。

新词“惟楚有材”出现以后，因为它的正面
意义，得到高度认同，湖广省的文人士大夫广
泛运用并发扬光大。比如康熙中后期湘潭籍名
宦陈鹏年，享有清誉，苏州人曾为他立专祠。据

《楹联丛话》之《庙祀下》记载其祠联：“洛蜀任
分门，惟楚有材，增赋肯凭官似虎；河淮方夺
路，如尊乃勇，拯民忍使国无鸠。”联家把“惟楚
有材”这个评价送给了这位从湖南来的清官，
就是认可“惟楚有材”包括湖南。

湖北人对“惟楚有材”也有一份特殊感情，
尤其是武昌，并且积累为一种地域特色的历史
文化。2006年，武汉市政府将“惟楚有材”传说
颁布为武汉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昌贡院悬
挂有“惟楚有材”题刻，还融入了地名，有楚材
街、楚材巷。前辈的湖南人士是认可的。曾国藩
在咸丰八年六月份经水路抵达武昌，盘桓 8
天。现存武昌的“惟楚有材”牌楼就是曾国藩所

题写，我们可以从其6月28日的日记“早，写贡
院匾，至午刻毕”找到佐证。湖南和湖北两省都
曾经是楚国的核心地区，有很多共同的历史文
化资源，应该合作而不排他，共享、共同开发而
不否认对方。一个“楚材”，各自表述，这是应有
的基本态度。《对联话》卷一《题署一》中曾记载
清代武昌两湖书院门联，“荆衡秀气、邹鲁遗
风”。“荆”当指荆楚湖北，“衡”泛指南楚湖南，
吴恭亨评价此联“八字包罗万有”，个中深意值
得我们今天一些意见极端的人士好好学习。

“惟楚有材”和“于斯为盛”
组成了一个新词组

在确认上联来自元人方回后，下联“于斯
为盛”来源于《论语·泰伯》中“唐虞之际，于斯
为盛”，这个没有不同意见。

那么，把“惟楚有材”与“于斯为盛”组合在
一起，是否就是目前众口一词的袁名曜和张中
阶呢？我不这样看。首先，咸同年间山长丁善庆
编纂《岳麓书院续志》，卷之四《艺文》中记载这
副对联，但并未注明作者。其次，在早于袁名曜
张中阶八九十年前，已有“惟楚有材、于斯为
盛”的说法。它出自康熙四十八年安陆知府杨
绿绶撰写的《创建阳春书院记》，见之于李权

《钟祥金石考》卷五。钟祥为郢中故地，留有宋
玉阳春台遗迹，从宣传和弘扬当地历史和传统
文化角度看，打通文脉，激励莘莘学子见贤思
齐，把新创办的书院命名为阳春书院，的确是
个金点子。杨知府认为创建书院的目的，“一以
仰古人，一以开后学，欲使肄业其中者，词擅

《阳春》，文赓《白雪》，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文
章第一次把“惟楚有材”和“于斯为盛”两个成
语组成一个新的词组，并赋予了新的意境。

散文变成对联，平淡化为传奇

《创建阳春书院记》问世五十五年后袁名曜
才出生，“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知识产权属于
河南人杨绿绶无疑。晚杨禄绶几辈的袁名曜、张
中阶是否看到过《创建阳春书院记》这篇文章呢？
现今已无从考证。如果袁张二人看到过《创建阳
春书院记》，那么，岳麓书院的大门联就不是集句
联，而是化文成联。虽然是一字未改，但绝对不能
看成抄袭，而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二次创作，因为
他们把散文变成了对联，“造化赋形，支体必双”。
只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师生对”这段掌故，则纯属
子虚乌有，是后人的穿凿附会。如果他们确实没
有看到这篇文章，那就演绎了楹联史上的一段佳
话，从对联的创作技巧上，它既可看成一副流水
对，又是一副标准的自对(边对)。

由《创建阳春书院记》中的一句话到岳麓
书院四言门联，平淡化为传奇。仅仅八个字，本
来属于阳春书院，但知道的人太少；岳麓书院
用来作对联刻挂，却是名声大噪，无人不晓，我
私下称之为湖南第一联。所谓楚人遗弓，楚人
得之，又何足道！

也说“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