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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一位长者的文字人生
——欧阳梅先文集《知言》序
张千山

1935 年出生的欧阳梅先是长我近 志趣有关，更与他的文学价值观念与
30 岁的老师与前辈，也是邵阳本土老 精神追求密不可分。欧阳老从小热爱
一辈文字工作者中颇有影响和代表性 文学写作，一直以本土先贤魏源先生
的人物。我尽管与欧阳老师直接打交 为学习的榜样。正如他在最近完成的
道不多，但其人其文却颇为熟悉。早 《我向魏源学写诗》一文中所说的那
在三十年前，唐琰等本土文化旗手领 样，一学其先进思想，二学其创作实
衔成立邵阳市杂文学会时，我们都是 践，三学其勤奋精神，他始终像魏源先
其中成员，活动一同参加，作品一同入 生那样坚守着文以载道的文学正道。
集。自那时起，每于报刊见其文字，多 也正因如此，他以自己的勤奋好学、积
会浏览或细读。持续三十年，如此文 极努力，在上世纪 50-60 年代，就公开
缘，可谓不薄。最近，欧阳老从他已发 发表了 80 多首新诗和民歌。到上世纪
表和出版印行的各类文字中精选有代 80 年代后，他转入杂文随笔、散文、寓
表性的篇章，汇集成我们眼前这部名 言、小小说、传统诗联等方面的创作，
为《知言》的选本，打电话嘱我作序，我 发表量数以千计，特别是杂文、诗联作
思虑片刻之后便欣然应允。我觉得， 品，更是遍地开花，获奖不少。其本人
自己无论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工作者还 还于 2013 年与马轶麟、邹宗尧等先生
是社会科学界的服务员，能以这样的 一起获评“传承国粹服务隆回十佳诗
方式向一位值得敬重的文化前辈致 人”。今日重温其当年结集出版的杂
敬，很荣幸，很值得，也很应该。及至 文集《闲谈杂议》等著作，阅读《
“民主”
通读全书，
更是感慨多多，
敬意深深。 与“米煮”
》
《李逵再遇假》
《孔明再挥
一是感动致敬于其深厚的文字情 泪》等篇章，依然被其思想情怀的光芒
怀。
“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 深深打动。正所谓时文即史文，好的
年。”这是欧阳老传略中引用的诗句， 当代讲述就是历史讲述。这也正是每
也是他读书写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一 个真诚的写作者的价值所在。关于他
个人一生以读书写作为业、为乐、为追 的杂文等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贡献，
求、为寄托，真可谓不俗也不易。有类 本书中收录了好多位专家文友的评
似经历的人都知道，爬格子的活是又 论，
都很精当中肯，
我十分认同。
苦又累的。欧阳老从十多岁开始文字
三是感动致敬于其年轻的写作心
工作到从隆回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 态。欧阳老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思
任岗位退休，退休后又长期担任县里 考与写作到老的楷模。他的思想总是
重要史志的撰稿人，并一直坚持文学 与时俱进，他的写作心态总是那么年
创作，文字生涯七十余年，无论哪个岗 轻。每个时期，每个年龄段，他都能针
位，哪种环境，都与文秘调研、材料写 对最新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作出自
作、文学创作密切相关，而能坚持不 己的思考与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引
懈，甚至岁老弥坚，并获得各级各类众 发大家的共鸣。就在我拜读其书稿期
多写作方面奖项，真是可敬的一位文 间，他还从邮箱里给我发来了最新写
化朝圣者和殉道者。
作的三篇文稿。其中一篇就是《我向
二是感动致敬于其认真的创作精 魏源学写诗》，另外两篇是《难忘抗美
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 援朝的那些事》和《令我难忘的两位当
空。读欧阳老的文章，对此我更是深 代隆回诗人》。三篇近作中，
《难忘抗
为认同。书中各辑篇章，无论记事写 美援朝的那些事》是专为纪念中国人
人的史料文字，还是杂文时评、旅游散 民志愿军出国入朝作战 70 周年而写的
记、文艺评论、序言题跋，都能言之有 最新篇章。文章既追溯和还原这一重
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情，以 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与脉络，又结合记
及言之有趣。这与他与生俱来的天性 录“抗美援朝”那两年零九个月中他在

●读《红楼梦》

家乡参与相关宣传发动工作的经历，
讲述身边亲友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和干
部群众捐款捐物的感人故事，字里行
间，热血沸腾，洋溢青春活力，感奋人
心。这种年轻态、激情章在他退休以
后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比比皆是。真可
谓文心不与年俱老，
白头常发壮年歌。
四是感动致敬于其特有的文化贡
献。每个写作者的文化经历、文化视
野、文化站位以及文艺爱好、文字特长
都有不同。欧阳老一生主要工作于乡
镇、区、县党政机关，是公务员岗位上
少见的长期笔耕不辍的一方名笔，一
大秀才，这也让他的文字人生与其他
职业身份相对稳定的专业写作者有了
区别和特色。他的阅历、交往和文字
写作，本身就是一部地方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的鲜活记录。是当代人记当代
事、写当代史的忠实实践。
《知言》一书
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类对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记录和有关人物
的写照。作者在长期编撰《中国共产
党隆回历史》
《隆回县人大志》等重要
地方史志的同时，撰写了不少地方文
史散文，在本书的“史实散记”
“奇人轶
事”两个专辑中，
《隆回解放时的几件
事》
《隆回的苦日子》
《黄埔一期刘柏
生》等文以及对龙崇卿、刘国隆、欧阳
涛、申季龙等本土当代人物的讲述与
记录，都是很有文献意义和文化价值
的，大多篇章富有情趣妙趣，可读性很
强。这样的文字留存，要求作者必须
有真切的史实经历，真诚的文学品格，
良好的写作禀赋，几者都不可或缺。
我们在呼吁和期待更多历史亲历者参
与地方文史写作的同时，对欧阳老的
文史贡献倍增理解与尊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
之累之苦之甜之乐，非道中人难以体
察。几番品读，掩卷沉思，深感《知言》
之难得与厚重。面对这样的长者、这
样的文字，
我们必当满怀敬意。
是为序。
（张千山，文艺评论家，邵阳市社
科联主席）

瞧这父子俩
黄三畅

这 父 子 俩 是 指《红 楼 梦》中 的 贾
珍、
贾蓉父子。
本文不说这一对父子在秦可卿重
病中和死后治丧期间的表现——前者
忙里忙外，
“ 哭得泪人一般”
“ 无心茶
饭”，后者若无其事，
“ 不知道哪儿去
了”；也不说这一对父子与尤二姐、尤
三姐的“聚麀之诮”——只说他俩日常
生活中的其他糗事。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写道，五月
初一日，贾母带着一干人来到清虚观
祈福。负责护卫和管事工作的是贾
珍、贾蓉父子。贾珍在大殿的阶矶上
吩咐了管家林之孝一番话，把他打发
走了，就问“怎么不见蓉儿”，一声未

了，贾蓉便从钟楼里跑了出来。贾珍 关系，贾蓉当然很恨乃父，而乃父当然
便怒从心起，说“你瞧瞧他，我这里也 也要拿出威严，处处压他，防他造反。
还没敢说热，他倒乘凉去了”！出人意 其三，
要从贾蓉自身找原因，
不能自立，
料的是还命家人啐他。有个小厮便上 整日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甚至与婶
来 啐 了 贾 蓉 一 口 —— 大 概 也 不 敢 不 子王熙凤暧昧，
乃父也看不起他。有些
啐。贾珍又要小厮问贾蓉，
“爷还不怕 人就是这样，自己可以做人所不齿的
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的表 事，
别人做了，
他就道貌岸然地鄙视。
现是怎样的？只是“垂着手，一声不敢
父子俩也有“同心同德”的时候。
说”。贾珍又要贾蓉骑马回去告诉“你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道，
贾敬
“羽化”
娘母子”
（贾珍的妻子尤氏和贾蓉的第 以后，
贾珍居丧，
不能游玩旷荡，
又不能
二任妻子），说老太太和姑娘们来了， 观优闻乐作遣。无聊之极，
便生了个破
叫她们快来侍候。贾蓉跑出来后才敢 闷之法。日间以习射为由，
请了各世家
发一声怨言：
“ 早都不知做什么的，这 子弟富贵亲友来较射。又说如果只管
会子寻趁（找碴儿）我。”想打发小厮回 乱射，
不但不能长进，
还坏了式样，
“必须
去，又怕他事后说出来，只好亲自去一 立了罚约，赌个利物，大家才有勉力之
趟。满肚子怨言，
可想而知。
心”
。因此在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
贾蓉多大年纪了？他的第一任妻 约定每日早饭后来射鹄子。贾珍终究
子秦可卿死那年他是二十岁，而今“弱 是老奸巨猾的，
他不肯出名，
便命贾蓉做
冠”
之年当然早过了。贾蓉的社会身份 局家。这种事，贾蓉也乐得谨遵父命。
是什么？秦可卿死前他是黉门监生，
秦 其实贾珍目的哪在此？再过几日
“便以
可卿死后为了丧礼风光，
用一千二百两 歇肩养力为由，
晚间或抹骨牌，
赌个酒东
银子捐了个
“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 儿，
至后渐次至钱”
。三四个月的光景，
龙禁尉”。年纪既不小，社会地位也不 竟一日一日赌胜于射了，
公然斗叶掷骰，
低，父亲居然这样对待他：当着小厮们 放头开局，
大赌起来。可以想知，
贾蓉在
的面责骂嘲讽他，
还要小厮侮辱他。真 这种事情上是与乃父合作得很好的。
是匪夷所思。如果要深入分析原因，
其
“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
一当然是父道尊严，三纲中的父为子 宁。
”
子不教，
父之过，
父亲又是儿子最好
纲。
“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 的榜样。宁国府里，
第三代传人贾敬一
此，
父亲对儿子还有什么不能做？儿子 心要修道成仙以求长生不死，
因此早不
年纪再大、地位再高，还是儿子！儿子 管事，
而第四代、
第五代又是这样一对父
的内心能不能承受，
做父亲的是可以不 子，
还会不消亡下去么？孟子说，
“君子
管的。其二还是这一对父子的特殊矛 之泽，
五世而斩”
，
宁国府又是一个实例。
盾。众所周知的贾珍和秦可卿的暧昧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文苑忆往

张天翼在邵阳
陈扬桂

副刊的同时，
积极从事抗战文艺
创作，写出长篇讽刺童话《金鸭
帝国》，
并在该报连载，
深受读者
喜爱。
办报之余，
张天翼还与著名
作家、
长篇小说《金陵春梦》的作
者唐人等组建资江歌咏团，
每逢
各种集会，团员们深入到群众
中，教唱《青年进行曲》
《义勇军
进行曲》
《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
亡歌曲。
《黄河大合唱》歌调雄
壮，气势磅礴，很受血性邵阳青
年欢迎。当时邵阳街头经常可
以听到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
咆哮……”
的激昂歌声。
著名作家张天翼出生于南
青年朱容，
读中学时就加入
京，就学于北大，却在邵阳度过 了党、团组织，因为读了很多课
了一段壮丽的人生时光。
外书，他的作文写得生动有趣，
“卢沟桥事变”，
特别是长沙 念出来常常引得哄堂大笑。张
“文夕大火”
以后，
邵阳成为湖南 天翼在邵阳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省，
乃至中国南方进步文化人的 期间，朱容是邵阳笃实小学教
大本营。就在这时，
投身于抗战 师，
业余写些小说，
投到《观察日
洪流中的张天翼，
随同中共湖南 报》，
受到张天翼的关注和赏识。
省委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来到
为了获得更多的帮助，
朱容
了邵阳。
开设茶会，
请张先生前往讲文学
1938 年 5 月，党派湖南文化 创作，
以后又多次登门请教。张
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 天翼给他写了一幅字——
“青出
羽回其家乡创办塘田战时讲学 于蓝而青于蓝，
冰水为之而寒于
院，
培养抗日人才。张天翼与吕 水”，鼓励他要敢于超过老师。
振羽等进步文化人一道来到偏 朱容把这幅字贴在座右以勉励
僻的塘田小镇，
着手战时讲学院 自己，并大胆地取了“青冰”作
的筹建工作。热爱写作的邵阳 笔名。在张天翼的耐心指导和
进步青年唐甫之，
第二学期慕名 反复修改下，青冰七易其稿，写
投考讲学院。当他入学后，
担任 成中篇小说《女人的故事》，经
文学课教授的张天翼已回邵阳 张先生推荐，在《现代文艺》发
城里主编《观察日报》副刊去了。 表。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张
《观察日报》的前身是由北 天翼离开了邵阳，青冰也去了
平回湘青年 1937 年 10 月创办的 两广，抱病写出以太平天国作
《火线下》三日刊，
出刊两月后改 背景的长篇小说《从战争到战
此名，
并成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 争》第一部。在青冰病逝 40 余
报。报社从长沙迁到邵阳后，
与 年后的 1985 年，湖南人民出版
邵阳《真报》合并。新《观察日 社将此书以《风雨前夕》的书名
报》四开四版，其中一半是国内 予以出版。
外要闻，
另一半是副刊和地方新
（陈扬桂，
隆回人，湖南省作
闻。张天翼在主编《观察日报》 协会员）

●读者感悟

何以为文
刘立新

文章的优劣 ，很难有一个
具体的标准，恐怕是见仁见智，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最近，我
在书店买了一本书，拿回来一
看，依我的标准，大多数文章看
不懂，如入雾海，分不清东南西
北。我突然想起一句戏语：认
不得的字才叫书法。由此类
推 ，看 不 懂 的 文 章 才 是 好 文
章。恐怕怪不得编者，只怪自
己学识肤浅。
我总记得梁衡先生说过的
一句话：文章是为思想而作的。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
脑。主脑非他，
即作者立言之本
意 也 。”这 就 是 文 章 的 中 心 思
想。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一个中
心思想，
那无异于一具僵尸。从
我学写文章开始，
老师就讲写文
章中心思想要突出，所谓突出，
就是要醒目，
犹如和尚头上的虱
子，
让人一看就明明白白。我在

书店买的那本书中的多数文章
让人看不出它的中心思想，
这是
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我不知
道，也不想知道，就当花了几十
元钱买了一本废纸罢了。
一篇文章除了有鲜明的观
点外，还要辅以有味的实例，用
以佐证文章的观点。这种例子
既不能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的东西没有新鲜感。我认为，
文中例子要新颖、独特，让读者
产生“少见多怪”的感觉，给读
者以触动，从而加深对文章的
印象与记忆。
写文章要做到语言通俗，
让
读者看得明白。鲁迅先生检查
肺部以后，写信告诉他母亲，他
在信上不写
“用 X 光线镜照”，
而
写“用使身体透明的镜子照”，
就
是为了使母亲一看就懂。我所
购的那本书很多语句“假、大、
空”，无痛呻吟，哗众取宠，我真
想把它丢进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