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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羊春秋公离开我们 20 年了。20
年来，似乎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庄重平
和的心情，怀念自己曾经亲近了差不多
20 年的老师。清夜扪心，惭愧于自己的麻
木，更惊恐于日常生活残忍的琐碎。

羊先生湖南邵阳人，字子高，曾署公
羊，1922 年生，幼读《唐诗三百首》《声律
启蒙》《龙文鞭影》，读四书五经。在《我的
文化摇篮——杨塘书院》一文中，羊先生
自述，四书五经除了《礼记》只读过《曲
礼》《檀 弓》，《易 经》只 读 过《文 言》《系
辞》外，其余都是点过背过的，十岁进家
乡杨塘书院，他是书院年龄最小的学生，
却屡屡以压卷的文章让他的老师曾仲温
先生浓圈密点，当众评说，故有“神童”之
誉。在书院，经过“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三六九作文”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较深的
旧学基础。

1943 年进入“国立师范学院”时，羊
先生已有文名，1942 年在《大刚报》上发
表小说《麻三老子》，这算是他的处女作，
1944 年 与 王 天 石 合 作 在 公 益 书 局 出 版

《详注古今爱国绝句选》，由此可见他的早
熟与早慧。

读书期间，以青春的热血而愤慨于山
河蒙尘、民生困苦，羊先生参与了抗战及
湖南的解放事业，以“秀才”之身却一度戎
行，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游击支队名
声在外的成员，曾以“政治土匪”的名义被
悬赏通缉过。

解放初期，羊先生在武汉的中南行政
区教育部工作，1957 年考入华中师范学
院“元明清文学研究班”，两年间从马宗
霍、骆鸿凯诸大师游，得以窥知“章黄学
派”的治学门径。毕业后，任职湖南师范学
院中文系。

1978 年，羊先生应聘为湘潭大学中
文系主任，先后主编《历代论诗绝句选》

《历代论史绝句选》，个人撰著《唐才子传
校笺》《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元人散曲
选》《明诗三百首》《元明清散曲三百首》，
点校《宋十大名家词》，辑注《李群玉诗
集》，主持或参与整理《曾国藩全集》及其
他湘籍文献，撰写《唐诗百讲》《唐诗评
译》《散曲通论》《孔子家语注译》《领略传
统学术的魅力》，晚年将数十年的诗文写
作，整理为《迎旭轩韵文辑存》与《春秋文
白》出版。

2.学界诗人，诗界学人

在湘潭大学的 20 余年，是羊先生在
学术事业上建树最多的时候，也是他真正
确立在湖南乃至全国教育文化领域重要
地位的时候。

很多年前，我曾经应《古典文学知识》
的约请，为时年七十岁的先生写过一篇题
为《学界诗人，诗界学人》的“学者列传”，
对他的学术个性和特征总结为三点：第
一，对“博”与“约”的辩证掌握。第二，对

“文”“史”的通观，懂得经学，熟悉诸子，
对朴学不陌生，所谓“识得字”。第三，治学
与创作兼通兼得。

羊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内容覆盖了
古代中国文学的大部分，从屈赋到唐诗宋
词元曲，包括戏剧小说，都有撰述，多所用
力的则是唐诗与元人散曲，某些方面的研
究 具 有 拓 荒 的 性 质 ，譬 如 散 曲 ( 大 元 乐
府)，譬如晚唐诗歌中的杜荀鹤、李群玉研
究，因此得以主坛“中国韵文学会”“中国
散曲研究会”多年。

散曲内含着一种特殊的美学，呈现的
是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喜怒哀乐不得其

“正”，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一种真正通向市
井、能够与市井接洽的语言与气质。羊先
生把握了这种美学，并且用自己的创作实
践了这种美学。

现任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赵义山教
授在《笔挟幽愤存骚雅——读羊春秋散
曲》中说，羊先生的散曲创作，“取得了可
与元明诸家比肩的成就”，“羊先生的散
曲，在愤郁之情的抒写中继承了中华文
化的骚雅传统，彰显着志节之士的正义
立场，发扬着元代散曲的讽世精神……
其情深意挚，气豪境阔，语隽律熟，就其
整体成就而论，不仅是湖湘古今曲坛巨
擘，而且也是 20 世纪中国曲坛上难得的
大家之一”。启良教授对此的解读更加深
入。他说，羊先生的散曲“雅俗无间”，打
通了雅俗，大雅大俗，大俗大雅，浑然天
成 ，不 着 痕 迹 ，而 并 不 是 所 谓 的 雅 中 有
俗、俗中有雅。

我想，启良教授所说的“雅俗无间”，
应该是基于羊先生的某种特别的人格与
精神气质，特别的见识和教养，特别的梦
想与光荣，特别的痛苦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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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长江最新出版的长
篇报告文学《石头开花》，获
湖南省“梦圆二○二○”专
题文学创作一等奖。12 月
15日，由湖南省报告文学学
会、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共
张家界市委宣传部、中共武
陵源区委区人民政府联合
举办的《石头开花》研讨会
在武陵源举行。与会评论
家、作家认为，《石头开花》
是一部辨识度极高的优秀
精品力作，创造性地发展了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为刷新
报告文学的面孔、创造性地
推进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
立下了汗马功劳。

纪实与思辨并驾齐驱

《石头开花》共七个篇
章，以七个以上扶贫脱贫
案例加七篇随想，构成了
纪实与思辨并驾齐驱的基
本架构。省报告文学学会
常务副会长纪红建指出，
作家针对武陵源以及我国
反 贫 困 事 业 的 现 状 与 前
景，针对乡村旅游与农文
旅融合、多维贫困、教育群
众与教育干部、人力资本、
扶贫模式、乡村建设与乡
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话
题，进行了探讨与思考。作
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
的高度，以巨大的政治热
情拥抱现实，既充分肯定
成绩、认真总结经验，又不
回避问题、敢于正视矛盾，
是一部从当下众多同质化
写作中成功突围的超拔之
作。

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日
报《湘江周刊》主编龚旭东
认为，这些思辨单元与纪实
单元旗鼓相当，使整个作品
延展为复调式的格局，使对
精准扶贫的记录与思考构
成了并行不悖的二重奏；罗
长江对于武陵源精准扶贫
模式的总结及其与乡村振
兴战略对接的深入思考，达
到了专家级水准，大大拓展
和升华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和深刻性，更打破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常
规套路，提供了一个“报告文学原来还
可以这么写”的文本，对于报告文学创
作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省文学
评论学会会长卓今说，“链接与延伸”特
别值得一提：罗长江从就扶贫写扶贫的
模式跳了出来，以一个社会学家的思考
方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反贫困问
题，是对整个反贫困事业所作深度思考
的拓展和延伸，他在谱写一个整体性的
乡村振兴大合唱，为扶贫题材的写作创
立了标杆。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湘江
文艺》《文艺论坛》执行主编王涘海认
为，《石头开花》视野宏阔，写武陵源旅
游扶贫脱贫模式的过程中，把乡村发展
放在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个视野加
以考量，有很独到的理性思考，颇为出
彩。作品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探索
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规律和道路，
并给出了药方。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吉首大
学张家界学院院长简德彬觉得，《石头
开花》整部书既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也
是一篇政论文章。作家对武陵源模式的
解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政治的、
经济的；既是哲学的、美学的，也是文学
的、文化的。可以说，《石头开花》既是一
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文论作品，特别
值得我们关注。

光明日报编辑、评论家刘江伟认
为，《石头开花》有很高的站位。作家有
着很大的一个雄心，既要做描述者，又
要做思考者，要从这些庞大的描述中、
从反贫困的艰巨性中，提炼精准扶贫精
神脱贫的内在逻辑。作家力图通过脱贫
故事与反贫困随想的协奏，在尽可能宽
阔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下，依托
内容上的经纬交织和文体上的融汇渗
透，增加作品张力，给常态化报告文学
写作注入新的元素。

跨文体的诗性表达

龚旭东认为《石头开花》具有很高
的文学品质。好的报告文学不仅要有报
告，更要有文学。整部作品，语言的诗性

和诗意非常强。他把自己放
进去了，真正的用心投入，
通过感性的力量让作品在
文学上飞翔起来，获得了文
学的厚度；通过理性的力量
让作品在思想上飞翔起来，
获得了文学的深度。作为有
影响、有创新精神的散文家
和散文诗人，罗长江运用散
文和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人
物命运和故事，作品充满诗
意、弹性和张力，汁液饱满，
鲜活生动，富有诗意乃至诗
性；每章的“反贫困随想”则
同样充满着激情与论辩之
美。

卓今强调，强结构是这
部作品在形式上的最大的
突破。强结构的好处就是骨
架非常强大完整，小说、散
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元素
全部加在里面作为肌理，非
常丰满，形式感、容纳性特
别强。

《湖南报告文学》主编
王杏芬认为，《石头开花》具
有很高的文学韵致、艺术品
位和文化视野，作品中随处
可见的古诗、竹枝词、民谣，
与作品所要呈现的精准扶
贫这一主题有机结合，折射
出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和
充分的文学准备，有极强的
带入感。青年评论家罗建辉
认为，作家文思凝于内，才
华溢于外，在抒写脱贫攻坚
的同时，与武陵源作心灵对
话，散文与散文诗式的语言
成了作者情感和文思的发
轫物，使得《石头开花》不仅
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
学，而是升华了情与景，超
越了形与意，获得了极大的
自由度和空灵感。

王涘海充分肯定作家
罗长江这些年在艺术上所
做的探索与创新，突破与超
越。《石头开花》有新闻的手
法，散文的笔调，诗歌的风
格，还有思辨的纵横捭阖，
多种文学手段融入其中，文
本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
容性。它是报告文学，坚持
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
性和政论性；但它又不是传

统意义的报告文学，作家赋予报告文学
以新质，创造性地发展了报告文学这一
文体。

如盐入水的文化书写

龚旭东说，扶贫是一个具有很强政
治性的题材，《石头开花》别开生面地把
精准扶贫放到一个历史文化民族文化
十分悠久、地域文化性格极为鲜明的背
景和语境中呈现与书写，构成了一种厚
重的文化气息，并赋予主人公们以强烈
的文化力量和文化精神。这也是作品创
新出彩之处。

武陵源区文联主席朱明先则从两
个方面剖析了《石头开花》中无处不在
的文化书写。一方面，作家将文化书写
如盐入水般融于决战贫困的主旋律之
中，赋予浓郁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作品通过对“反贫困文化”的
横向与纵向梳理，给如火如荼的反贫困
事业提供了厚实的历史背景和坚实的
理性思考。作品的思辨部分梳理出导致
贫困的真正根源，如环境恶劣致贫、闭
塞落后致贫、贫困文化致贫、人口陷阱
致贫和贫困陷阱致贫；梳理出多维贫困
下潜在的可能性陷阱，包括村民主体地
位边缘化、村民利益缩水化、村民生计
单一化、村民生活空间缺失化和村民脱
贫快餐化等，进而提炼出最靠谱的精准
扶贫是社会政策的帮扶、精神和文化的
帮扶、既输血又造血的帮扶、人力资本
的帮扶和制度化扶贫，阐述了提高人力
资本首推思想观念的变革、劳动技能的
提高、道德水准的提高、公民意识的提
高。总之，充满理性与知性的“反贫困文
化”，已如盐入水般渗透这部作品的肌
理与内核。

省作协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游
和平总结道，《石头开花》作为一部见证
脱贫攻坚伟业的力作，如实记录了一个
时代，讲述了一场伟业，致敬了一方山
水，一个个鲜活动人的故事，一幕幕波
澜壮阔、可歌可泣、意味深长的画面，在
拥有悠久历史民族文化和鲜明地域文
化性格的武陵源地区，凝结成了一股磅
礴力量，使千年的石头开了花。

（石雨 整理）

一代学人的身影
——纪念羊春秋先生

我最近从《春秋文白》里读到羊先生的一篇

文章《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这是我第一次读
到这篇文章。请原谅，我之所以现在才读到，是
因为当学生的都不免有要逃离自己老师的倾
向，我也不例外。我曾经害怕羊先生的思维方式
和文笔对我形成太大的影响，以致垄断了我，决
定了我。还有，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一个通病，以
为自己爱的人，自己的亲人，自己身边的人，自
己最熟悉不过，用不着去太多关注，更不想去打
探。其实，最熟悉的人往往最不熟悉。彭燕郊先
生去世后，我曾经去看望彭先生的夫人张老师，
她在病房里正拿着彭先生的诗集在读，她说：彭
老师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她不敢相信，她的
身边生活着的、大部分时间抬不起头来的、平生
屈辱远远多过光荣的这个人，原来居然是那么
伟大的一个人，一个不朽者。

从羊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知道，他
曾经那样倔强地反抗，替自己辩护，他果然是一
个邵阳人。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有所转变，不得
不以自己的方式——像元曲一样的方式——玩
世不恭、庄谐杂陈地去适应这个世界对他的摧
残。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起过这些事，在我面前，
他总是一副光明的人间美好的样子，一副阳光

灿烂、温柔敦厚的慈悲样子，看不出作为邵阳人
的性情上的陡峭与崖岸。读了这篇文章，我现在
懂得了，一个看上去唐诗般明媚、宋词般温柔的
人，为什么会在散曲创作上人称“独步”。也许，
还不得不说，是元曲拯救了他，元曲的世界拯救
了他的心灵，让他隐忍着、光明地活下来。

羊先生是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既能投
身，又能超越的，既高蹈远举、清高自重，又可以
泯然无我接地气的。

更加重要的是，他一直以顾炎武的一个说
法作为自己为人为文的依据：“有体国经野之
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
可以考古论今。”这其实也是一个沉淀着不止一
代文人士子知行体认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接近
于信仰。《迎旭轩韵文辑存》《春秋文白》，便是羊
先生在此种精神和价值目标下顺理成章的收
获，也是他可以称为一代学人的重要标志。

从这里，我们也大致可以懂得，羊先生所从
事的学术，并不是如今为了管理的方便确立的
所谓一二级学科可以范围的某种专门之学，所
谓文学也不止是独立的审美知识，而有着更深
远的关涉与含纳，关涉乎“修齐治平”的抱负和
理想，含纳“体国经野”的胸怀、思维与热情。

而羊先生毕生以之的堪称广大的学术和创

作世界，不止是一个值得我们解读的案例，更有
一种值得我们今天仰望的高度。

遥想很多年前，年少轻狂的鄙人，据说因为
复试时一篇抒情言志的小文让羊先生青目，故
而获得入室求知的荣幸，可是及门之后，我读得
更多的，却是奥古斯丁、黑格尔、萨特、海德格
尔、维特根斯坦、罗素之类，对此，羊先生不仅不
作干涉，反而多所鼓励。也许是如此阅读的结
果，我从此之后的文章便一直没有“行云流水”
起来，而是充斥着翻译体的滞涩，充斥着所谓

“逻辑的艰辛和痛苦”。我甚至没有成长出吟诗
作词的嗜好和习惯，风云世界于我仿佛天聋地
哑，良辰美景于我常常是“苦闷的象征”。每念及
此，我就不得不告诉自己，羊先生的人格与精神
世界，对于我来说其实多少还是隔膜的，我并不

怎么真正懂得羊先生的忧乐欣戚，也未必懂得
他在属于他的时代的言动应对。

庚子中秋，玉宇澄澈，月光如水。“人生几见
月团圞，去日堂堂两鬓斑。梦里不堪垂老别，醉
中犹唤裹尸还。十年甘受千夫指，九死难忘一寸
丹。且作婆娑长夜舞，为留清影在人间。”这是先
生收录在《迎旭轩韵文辑存》中的中秋节赋诗

《癸亥中秋偶成》，作于 1983 年。诗中展露的是怎
样的“士子”之情和家国之思，我们似曾相识，然
而，或许确实有点不明所以了。是因为我们拥有
了新的文化身份和立场，还是因为我们数典忘
祖，从知识到教养到抱负，早就自我断送了与羊
先生那一代学人对话的资格呢?

我知道，我必须用更成熟的思考，才可能澄
清自己的疑惑。我也知道，怀念先生对于我来
说，依然是一种求知，而不止是倾诉和言情。

与学术上的口碑相比，羊先生数十年杏坛

垂教有更多佳话。
他长于记诵，敏于新知，即兴发言、立论、吟

诗作赋的能力，具备古人所谓“倚马可待”的功
夫。弟子们无不惊讶于他学无涯涘的渊博与手
到擒来的敏捷。上世纪 80 年代，羊先生带领自己
的研究生游学江苏、湖北，在扬州师范学院(现扬
州大学)作讲座，讲到窗台上都爬满了学生，在武
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教师
元明清文学讲习班”上，羊先生应邀讲演，一张
纸不带，全凭记忆，侃侃而谈 3 个小时，出口成章
的大部分是古诗文，结果自然“下不来台”，只好
再讲 3 小时，依然是一张纸不带。此事是我亲历，
情景至今犹在眼前。我之贪慕三尺讲台上的那
一点虚荣，也许就是受了此种情景的蛊惑。

羊先生指导学生属于“宽松”一路，他不会
要求你一定要研究什么，他不会给你的毕业论
文命题，他甚至从来不去诱导和规定自己的学
生将来的从业。我所记得的他唯一给出过的规
定动作，是要求我们必须做得好文言文和旧体
诗，为此不惜反复检测。所以，及门弟子大多有
此一门手艺，我的师兄如熊治祁、沈家庄、李克
和、颜家安等，练就的一手古文和旧体诗，漂亮
得常被身边的人视为唐宋中人。

羊先生对学生的来路也并不“唯学历论”。
1979 年他在湘潭大学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其
中就有没读过大学本科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刚
读了一年的新生，但就是这样的学生，不仅日后
成为自己所在业界的“闻人”，卓有建树，还在羊
先生门下就读时，就能够接二连三地把长篇论
文发表在今天很多大学高额悬赏、奖励教授们
去攻占的所谓“核心期刊的核心期刊”《中国社
会科学》上。

羊先生的宽容和宽松成就了我们的自由和
放肆。我的师兄师妹日后不少从业于教育文化
界，却至今很少按照流行的“行情”和“规矩”去
经营自己的事业，以赚取曾几何时开始日益深
入人心的“数目字经济”——“头衔”“排名”“项
目”或“奖励”，而是我行我素的多，有的甚至敢
于“述而不作”“不求闻达”，纯粹以饱读诗书方
可能陶铸出来的气质、风度、修养示人。

概而言之，仅就对湘大、对湖南的贡献而
言，在羊先生手下，诞生了一个学会——中国韵
文学会，出版了一个刊物——《中国韵文学刊》，
组织了一个学科和院系，成就了一批学生。

一个人的生命很短暂，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不会太多，羊先生显然做出了不止一个人的成
就，这些成就让我们至今受惠，我们真是有福了。

3.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能投身，又能超越

4.羊先生的宽容和宽松

5.怀念先生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一种求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