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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音乐家琴师董庭兰，又名董大，他以善

弹“胡笳”而颇负盛名。李颀在他的诗句里形容

董大弹胡笳，可以使“空山百鸟散还回，万里浮

云阴且晴”。

不知董大得罪了朝廷哪位权贵， 这位音乐

家被贬逐出长安很远的荒漠之地。 几个要好的

朋友怀着悲戚的心情送别，离情别绪，本想一醉

方休，但老朋友们囊中羞涩，以茶当

酒。诗人高适只得吟诗一首聊表无

奈之情：“千里黄云白日矄，北风吹

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

人不识君。”他借董庭兰的“知名度”

从精神上来安慰落难的好友。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

识君。”这是文艺作品夸张的手法，

是诗人真挚感情的宣泄。现在很多

报刊电视媒体，在提到影视演员，歌唱演员和作

家们以及另一些专门家的时候， 都免不了在姓

名前冠以“著名”两字。哪怕有的人只在银幕上

露过一两次脸，舞台上唱过一两首歌，出版过一

两本小册子都可以获此花环。如此，“著名”多了

久了， 真还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天下无人不识了

呢！

李敖是台湾著名作家，并没有错。他写过一

篇记叙自己一件亲历的事。有一天，他到医院看

望一个朋友，但没弄清朋友住在什么病房。亍是

询问护士长 ， 并忙着自我介绍 ：“我是……李

敖。”护士长热情回答：“你是找李敖吗？对了，她

住妇产科，可能明天就要抱娃娃了。”弄得李敖

啼笑皆非。

齐白石是位很有名气的画家。有一次，他应

邀参加一次文艺界的盛会，赴会的人到了大半。

这时，齐白石先生走进会场，长袍布鞋，很像个

私塾老师。很多人不认识投以诧异眼光。齐白石

只好独自静坐一旁一声不响。不久，梅兰芳先生

来了。梅先生一眼看到齐白石，立刻快步走过去

热情握手，嘘寒问暖。齐老这时才解脱了尴尬局

面。会后，齐白石先生写诗抒怀：“记得先朝享太

平，草衣尊贵动公卿。今日燕市无人识，幸喜梅

郎呼姓名。”

这两个小故事说明，所谓“知名度”，知名确

实是有限度的。由于时间的冲刷，地域的差别，

生活工作和职业爱好的不同， 以及只知其名而

不识其人等等差异，构成了知名有度的局限性，

这是不足为奇的。护士长有她的专业，不一定热

爱文学，李敖也就很难收获“久仰大名”的荣誉

了。齐白石先生在一个特定场合“无人识”，很可

能与会者大都只知其名而不识其人， 并不完全

是“草衣”之过。

近日读到星竹先生的杂文 《影响你的那几

个人》（载《北京晚报》）颇有感触。文章写道：“人

的一生看似和许多人打交道， 但彼此多为匆匆

过客……无论你圈子有多大，真正影响你，驱动

你，左右你的人，一般不会超过八

九个，甚至更少。”这说得很实在。

一般人活动的圈子尽管广泛也绝

不会大到“天下”，倘过于沉迷于

那顶“著名”的花帽，认为自己“无

人不识”，那就难免要闹出李敖那

样的笑话。

在凄惨的环境下读高适的

诗，就会发现高适把“知己”注入了“识君”之中。

一个是贫困的诗人，但情感富有；一个是苦难的

音乐家，但内心平静。他们互拥纯真的友谊，互

有诚实的信任。他们的故事和诗篇能流传千载，

这是否可以说是另一种“知名有度”呢！

周末在乡下过。 星期六下午邻居夫

善的妻子朵容来我家玩， 是拿着烧玉米

来的， 边吃边说话， 顺便问我要不要尝

尝，随即将玉米折断，把她没吃的那一节

送到我手里。

其实我很喜欢吃烧玉米， 一年没有

吃过了。 接过半节玉米忍不住立即啃起

来，吃得津津有味。于是连续几个周末在

我住乡下的日子里， 邻居们每天总有人

将烧玉米送来给我吃。

烧熟的玉米有种独特的味道。乡村的

人吃烧玉米都是把刚从山上摘回来的新

鲜玉米放在柴火灶里烧，让玉米粒表皮烧

得有点带黑， 少数颗粒还烧得炸开了花，

才从灶膛中取出来，稍微冷一下，拍拍灰

就一行一行剥下来吃，既能品尝到玉米的

鲜美，又能感受到火烧后的香甜。

童年、少年时代在乡下生活，每年玉米

收获季节， 养父母知道我喜欢吃烧了的玉

米，总会烧几回给我吃。他们特别注意挑选

既不太嫩也不太老、外壳刚发黄、棒子上没

有虫咬过的烧。烧的时候也挺讲究，等饭菜

都做好了，灶里的旺火全部退掉，就着鲜红

的火子和滚烫的火灰烧， 不时用钳子夹住

翻一下，确保周围玉米粒全部烧熟。

养父母在每次烧好玉米后， 总要嘱

咐用凉水冲一下再吃，这样吃，不上火。

现在回到老家， 吃着邻居们送来的

烧玉米， 自然勾起我对当年生活的回忆

和对养父母的思念。

文化专刊部主办 邮箱：

chenhf333333@sina.com

百度一下“周立波”，立马出现的一系列词

条是当今大红大紫的主持周立波， 而我要寻找

的是作家周立波。作家周立波属于上个世纪，在

如今显然有些冷落了。但在他的时代，其大红大

紫的程度绝不亚于当今的主持。

社会的普遍功利、浮躁，文学没有不边缘，

作家没有不冷落的。但益阳没有忘记周立波，没

有冷落周立波。在周立波百年之际，益阳把周立

波的故居修缮好， 甚至把故居所在地清溪村都

打造成可供人们游览、休闲之所。不管出于什么

目的，这都是对周立波最充分的肯定和怀念。自

诩为文人的我， 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有过到周立

波故居一访的愿望，今年

5

月

2

日得以成行。

记得第一次读周立波的作品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那是一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

主义的苗”，结果是草也没有，苗也没有，物质食

粮与精神食粮都十分匮乏。 不知谁弄来一本周

立波的 《山乡巨变 》。当时 ，周立波的作品还是

“毒草”，我一把抢过来，如获至宝，如饥似渴，日

夜连台，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不仅没有

被毒害，心里倒有一种清香甜润之感。小说中的

亭面糊似乎就是我身边的大伯、二伯们，如此平

常的人物也可写进小说，还那么有滋有味，让我

大开眼界。小说中的陈大春、盛淑君的男女之恋

更是美妙得动人心魄。 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

一位中学老师，没想到他比我还痴迷，他能把其

中《山里》一节完整地背下来。当时心灵的干涸

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 文学的功用不只是认

知，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滋养。人之所以为人，人

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只是在于他能直立行走，

能制造工具，能劳动，还在于他有文化。古老的

文学，还有艺术，几乎同人类一路走来，一路给

养着人类的心灵， 以至于今天的人类整体上还

不太坏。好的文学作品是上等的营养液。在那个

年代，我们没有选择。那是一个书荒的年代。为

数不多的几部文学作品，诸如《青春之歌》、《林

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野火春风斗古

城》等都磨破了皮，在课桌底下传阅。我很感念

这些作品。说实在的，在我的精神血脉里至今还

流淌着她们的因子。

如今不书荒了，而是走到了事物的另一端，

书多得难以选择。 据中国现代文学馆最近公布

的

2009

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显示，

2009

年长篇

小说实体书出版达

3000

余部， 相比

2008

年出现

成倍增长。 据说网络文学长篇小说的数量更为

庞大。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可害苦了评论家

们，不全读完，或读完大部分就没有发言权，要

读完几乎不可能。

第二次读周立波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当

代文学课程，周立波的作品是必读的。这次阅读

让我知道了 “南周北赵”、“茶子花派”、“战争神

笔”、“农村铁杆”、“斯大林文学奖”等，如此多的

桂冠让我知道了周立波的高度。 周立波的高度

不是谁贬低就贬低得了的， 也不是谁想超越就

能随意超越的。

文革前夕，江青就几次点名批判周立波，周

立波仍然是周立波。有一则故事很有意味。

1967

年周立波在益阳挨批斗时，中间休息

20

分钟。一

个红卫兵小将拿了一本《周立波毒草选》，找到

疲惫不堪、 靠在汽车边休息的周立波， 请他签

名。周立波答应了，拿起递过来的钢笔，写下一

个英语单词：

liberty

。 红卫兵问：“你写的英文是

什么意思？”周立波回答说：“自由的意思，是我

的名字。”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一寝室的同学读周立

波，《山乡巨变》中的许多益阳方言，如：蛮攀五

经、泪眼婆娑、逗耍方、叫炒烦、擦黑、席面等，他

们不太懂，我就自然成了他们的“翻译”。说实在

的，许多益阳方言我口头会说，但要用文字表达

出来真不知所措。 周立波的方言写作让我体会

到了益阳方言的机智和幽默。

斗转星移，一晃

30

年过去了。我这次是去读

周立波的故居。出益阳城不远，在前往桃江县的

公路边，有一块木牌标示：周立波故居。

周立波

1908

年

8

月

9

日诞生于益阳县 （现益

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邓石桥村清溪组。这是一

个秀丽的小山村。山不高，却也绵延起伏，郁郁

葱葱。 进村的右侧不远处是立于资江边上的雪

峰山余脉会龙山； 左侧不远处是资江的一条支

流志溪河。如此山清水秀，具有浓厚湖湘文化底

蕴的益阳出个周立波不属偶然。

进得村来，首先是一个不大的广场。那意思

是乡村的禾场，现在把它修成了休闲广场。广场

边立有周立波及《山乡巨变》中的人物雕像。还

有一幢建筑像是会堂，我没有进去。农舍错落在

两侧的山麓，是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但装饰得有

些风格。村中一条很平整的沥青公路，顺着村子

蜿蜒蛇行。 没拐几个弯就到了村子的尽头———

周立波的故居。

这是村子里保留下来的唯一木结构农舍。

原以为周立波是地主，有好大一个庄园。猜想在

那个年代没有一定的家底读不起大学。 原来周

立波家只是一个中农家庭， 祖上只留下为数不

多的几亩田土。 周立波的父亲周仙梯， 自学成

才，教过私塾，在县立第一高小当过庶务。周立

波

1928

年去上海的路费都是其岳父天不亮起来

杀一头猪，把肉挑到石码头，卖了现钱给周立波

的。因此周立波还误了上船的时间，跑了好几公

里路才赶上。

故居虽然不是大宅豪门，但收拾得很整洁，

功能也很齐备， 三进正屋与偏屋及一些其他杂

屋合起来成一个小小的院落， 是一个典型的耕

读之家。 现在农村很难找到这种真正晚清时期

的木屋了。仅凭这一点都值得很好地保存下来。

参观故居时， 朋友开玩笑说：“周立波在世

的话会不会再写一部 《山乡巨变》？” 这话里有

话，言下之意，合作化时期把土地集中起来，山

乡巨变了；如今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山乡又巨

变了，你周立波怎么写？这个问题值得玩味。

这个问题困扰的不是周立波， 而是当代的

文学评论家们。它涉及到如何评价新中国

60

年，

更准确地说是新中国前

17

年文学。

17

年的文学

早有评价，只是现在人们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有

的“唱盛”，有的“唱衰”，有的说中国现代文学在

海外，有的要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此等等，纷纷

扰扰，莫衷一是。说来说去，是如何看待主流意

识形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

在以政治正确为唯一尺度的年代， 我们对

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评价过高而忽视了非主流文

学。近些年来，一些非主流文学得以发现、肯定、

推崇，这是纠正过去政治偏见的好事。只是肯定

了非主流又怀疑起主流来。

就拿与周立波同时代的湖南乡土作家沈从

文来说吧。我读大学的时候文学史很少提及他。

改革开放以后沈从文的研究从海外转移到国

内，然后其温度一路攀升，沈从文得到了应有重

视。相比之下，周立波就冷清多了。

如果抛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 仅就

乡土作品而言， 周立波与沈从文可谓有异曲同

工之妙。 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系列作品与周

立波以洞庭湖为背景的系列作品都是美妙绝伦

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作品中的人物都是

那么勤劳、朴实、正直、憨厚，有情有义，敢爱敢

恨。个个是那么个性鲜明，亲切自然。要说不同，

沈从文的作品里更多一些热烈、 粗犷的阳光之

美；而周立波的作品更多的是阴柔之美。有人用

清代文论家姚鼐之语———“其文如升初日，如清

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

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来评价周

立波的风格。

当然，周立波的作品里有土改，有合作社，

这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主流， 我们没有

理由要求作家逃避他所处的社会。并且，若干年

后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心路历程， 还得

找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来读。周

立波是不可替代的。但愿重写文学史者，不要顾

此失彼，或非此即彼，不要以一种偏见来替代另

一种偏见。

咏虎

一啸能教百兽寒

,

何辞孤影踏群山。

雄威只可龙相抗

,

狐鼠焉能正眼看。

咏牛

头角撑开道路宽

,

一犁春雨傍南山。

平生但解耕耘乐

,

不惯逢场听乱弹。

咏猫

称职何分黑白毛

,

护仓报主不辞劳。

纵然未入生肖列

,

威武还同小虎豪。

夜行闻鸡

九曲苍山踏露行

,

忽传云外一声清。

长驱独往无前客

,

何必殷勤报晓更。

咏鸽

来往云空羽翼轻

,

九洲衔信递和平。

一躬一鞠为何事

,

祷祝人间不用兵。

咏松

高洁何妨僻处栽，饱经霜雪自成材。

深情已许酬天地，岂肯弯腰就碧苔。

咏荷

未吐先含半面羞

,

碧波深处弄娇柔。

炎阳冷雨俱难动

,

独对清风一点头。

咏芋

气节凝身岂独篁

,

泥中茁体暗生香。

蛙儿蔽日青鸾伞

,

豸子销魂翡翠床。

灶垒松关迷宰相

,

根生沥浦达君王。

桥头忽见残兵涌

,

惹得将军速挺枪。

咏酒

曾遣曹刘并局中

,

梅园一角论英雄。

吟诗得趣传文曲

,

打虎增威助武松。

自古谁称伊利白

,

至今人说状元红。

奇功岂止愁城破

,

天下风云尽入盅。

咏茶

冗夜能延客

,

清谈韵味长。

开苞滋雀舌

,

泌汁润蜂房。

雨沐云畦绿

,

泉烹雪盏香。

可添仁者寿

,

亦醒醉人狂。

咏物

□

晏西征

三

读

周

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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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陈书记向管书记学习。”在株洲

市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上， 市委书记陈

君文如是说。

“管书记”就是

85

岁高龄的荷塘区湘

华社区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管庭春 。

1983

年，管老从湘华机械厂提前离休。本

可以颐养天年， 尽享天伦之乐的他却不

甘安逸， 在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这一平

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发挥余热。没想

到这一干就是

26

年，支部

7

次改选，他

7

次

均以满票当选。

2010

年

2

月，他荣获“湖南

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大家都亲

切地称他为“我们的管书记”。

管老是吉林人。

85

岁高龄的他，高大

魁梧，精神矍铄，骨子里透露出一股东北

人的直爽和豪气。在党支部工作中，管书

记敢说敢干、雷厉风行。

上任伊始， 为了管理好比自己级别

高、年龄大的老干部，他“约法三章”：不

管以前职务有多高、年龄有多大，都要过

党组织生活；要讲团结，有意见必须先向

支部反映，支部出面解决；党费要按时足

额缴纳。即便是在企业陷入停产、破产困

境时，党支部暂时没有上级部门的管理，

管书记仍然坚持组织生活不间断、 理论

学习不松懈、 党费缴纳不拖欠。 在他看

来，党支部是党的基层战斗堡垒，任何时

候都不能削弱。

1992

年，湘华机械厂进行破产改制。

很多下岗职工是老干部的子女。 有些人

情绪很不稳定，有集体上访的苗头。管书

记的儿子也下岗在家， 但管书记更多地

想到“要保稳定”。他召集全体党员老干

部开会，神情严肃地说：“作为老党员，在

任何条件下，都要维护党的威信。特别是

在关键时候， 我们要带头教育好自己的

子女，不能给党添乱。”在他的带动和影

响下，无一老干部及其子女进行上访，为

企业顺利改制助了一臂之力。

2006

年企业进行属地管理移交。一些

老干部对政策不理解，反对移交。管书记

一方面组织老干部学习中央关于企业改

革的有关文件精神，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

作； 另一方面主动找接收单位了解情况，

得到满意答复后，及时向大家传达，终于

打消了老干部的顾虑，保证了顺利移交。

为了及时解决老干部生活困难问题，

管书记坚持“政策规定的一分不少、没规

定的一分不要”的原则，往返企业与市、区

10

余次进行协调， 确保老干部的离休费、

医疗费不拖欠。 管书记患有腰椎间盘突

出，做起老干部工作来却全然不顾自己也

是个病人，坚持做到“特殊情况必访、生病

住院必访、 生日祝寿必访、 逢年过节必

访”。有人问他：“你是老革命，应该享受别

人照顾，怎么反过来为别人服务呢？”管书

记回答：“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能活到今天不容易。经常看看他

们，和他们说说心里话，我心里踏实。”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 管庭春庄严承

诺：“在我有生之年，继续服务好老同志，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其一言一行，无不

展示着一名老干部的高尚情怀和老党员

的崇高境界。

（管庭春，吉林省盘石县人，

1926

年

1

月出生。

1948

年

2

月参加革命工作，

1951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湖南省湘华机

械厂行政福利科科长。

1983

年离休。）

“

我们的管书记

”

———记离休干部管庭春

□

毛任

二

○

一

○

年

第

九

十

三

期

管见

集

知名有度

□

管正之

□

汪

肯

堂

湘江

短笛

□

蒋金云

烧玉米

古调新弹

新化县文联协办

湖 南 省 委 老 干 部 局 协 办

我的离退休生活

七 彩 晚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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