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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

杂谈

编织江南稻农百年家世传奇
很小的时候，我害怕微微天

亮独自出门看牛，极会作田砌屋
的父亲训斥我道：“做人要勤
快！”我回复他屋里没得光，鬼打
死人哩！极会喂花猪的妈妈告诫
我说：“细伢子莫讲假话！” 解放
了，在土改、抗美援朝口号声中，
十一岁多一点的我要出远门读
初中，靠勤俭发家的富裕中农老
爸鼓励我：“做人要上进！” 旧社
会当过小丫鬟的裹脚老娘跪在
菩萨面前嘱咐我：“人在世上，良
心第一。”

中学时代， 我读过很多课
外书：《把一切献给党》、《暴风
骤雨》、《保卫延安》、《普通一
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 甚至还有
《复活》、《子夜》 和《家》《春》
《秋》等等，追求做热血青少年，
憧憬凭良知写小说。 怀着串串

梦想，1957年秋我踏入了中山
大学康乐园，在如饥似渴读书、
学习爬力格时，也“被动”地经
受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
社、“反右倾” 系列政治风暴洗
礼，决心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
党走， 过苦日子时下乡下矿自
觉改造世界观， 甚至毕业志愿
填上了“人民公社干部”。

走入社会，我先后在株洲市
和涟源县辅导工农文学创作，下
厂体验生活， 去农村参加“四
清”，发表一些小作品。“文革”十
年背负“文艺黑线”、“臭老九”两
重身份，前后多次被批斗、关押，
扫地出门进“五七干校”，插队落
户，继续劳动改造三载，解脱后
下农村教高中，以所谓“一支笔”
回政府机关当秘书，工作勤勤快
快，凭良心讲真话，终因“恶攻言
论罪”被勾销了党票。作家梦破

碎，干部饭碗不牢，逆境里农家
崽更得“上进”啊，便一头扎向了
远离现实政治的故纸堆，趁天开
云散、 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有
板有眼研究传统文化，当起了古
籍编辑。

好日子一晃而过，新世纪曙
光降临，我退休了，也许是过度
拼搏，心绞痛，大脑缺血，几次住
院抢救，弄得痛苦不堪，只得伏
居乡间种种菜。 进入古稀之年，
病体已有好转，回首往事，上世
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忠诚接
受党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心
程，历次政治运动的场面，总在
脑海里浮现回荡， 永难磨灭。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担任湖南省
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时，也被
聘为省作家系列高级职称评委，
不无自嘲地对谭谈同志苦笑说：
“我可不是一级作家哟！”人活到

老，要学到老，做到老。我重拾破
碎的作家梦，凭着广泛的社会接
触和嗜读的收获，借用史家的眼
光，传统文化学者的底蕴和作家
的良知，经过缜密构思，以家族
变迁为主线，城乡发展为题材，将
国事家事融为一体， 民俗民风冶
为一炉， 编织着江南稻农150年
四代人物的家世传奇。白头翁满
腔家国豪情，夜以继日，筚路蓝
缕，连续奋笔60个月，终于完成
了这部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我
与农村、农民有不解之缘，一直
喜爱赵树理、 周立波的乡土小
说， 甚至老了都羡慕那些用东
北、 齐鲁黄土高原方言写的作
品，所以拙著大胆全面运用上宁
乡土话描写三农， 觉得亲切、生
动，望读者关照这份乡愁。方言
发音、语法与普通话有别，亦请
读者区分。）

《潇湘梅》 草稿168万字，初
样出来， 我剪除枝蔓31万字，二
改后送省局审读前，删去“不当”
内容1万多字。 湖南省新闻出版
局两位退休领导不顾年高，以传
播正能量为己任，从头至尾审读
把关，促我作第四次删改方能面
世。东汉大思想家王充云：“知政
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我这个不吸取教训的“老”百姓，
直面我亲爱的家人，我敬爱的族
人，我挚爱的国人，只想凭良心
描述真实的过去，删汰了，总感
到不尽人意，期待各界人士讨论
批评，盼望在有生之年，或许能
再版一个完美的部头？

■文/梅季坤（长篇历史小说
《潇湘梅》已由岳麓书社出版，本
文为作者的后记，标题为编者所
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此明夫恃人不
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
己之自为也。” 意思是靠别人不
如靠自己。

秦末群雄揭竿而起，初时因
为战略形势的需要，大家喊出了
为楚国复仇的口号。这时，一个
放羊的孩子就因为这个口号，靠
着自己是楚国王室的后代而被
群雄尊为天下共主， 号称义帝。
一个牧羊童没有流过一滴汗就
平地里一跃而成为群雄共主，这
可真是天上掉下了大馅饼。天下
真有这么便宜的事么？ 果然，一
旦秦之大势已去，项羽认为不再
需要这个幌子后，就干脆将其杀

掉了。倒是像后来的汉朝的高祖
刘邦、明朝的太祖朱元璋辈都是
靠着自己的一刀一枪， 出生入
死，浴血奋战，方才占有天下，南
面而坐。

《国际歌》中唱得好，不靠神
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世界上
的事情就是这样，别人永远是靠
不住的，靠人不如靠己。就以发
展经济来说吧，引进生产一个产
品， 如果不能掌握核心技术，就
只能出卖廉价劳动力为人家搞
加工，其结果肯定是费尽辛苦也
只能得到几个可怜的加工费，而
你创造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人
家拿走了。况且，一旦人家找到
了更适合的地方把技术撤走后，

你就只能“望洋兴叹”干瞪眼了。
所以在引进生产产品的同时，我
们万万不可忘了自力更生，自主
创新啊。只有我们自己掌握了核
心技术，就不用看人家的眼色行
事，我们就真正能够雄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这
些年被一些地方的领导人青睐
的“打工经济”。诚然，农民外出
打工不失为一条发展经济的门
路。它能使出外打工的农民开阔
视野，学到技术，积累财富。但我
们也要看到， 都到他乡建设去
了， 那本地的经济怎样发展？有
道是人家日新月异，我自山河依
旧， 那就只好甘认永远落后了。

何况一旦遇到不测风云，人家厂
子关门后，这些出外打工的人一
般都还是要回到原地， 没有事
干，也就只好坐吃山空。这时你
还得背上沉重的就业压力。所
以，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
要将本地的产业发展起来。只要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无论什么
时候都能够“不管风吹浪打，胜

似闲庭信步”， 你那个地方也就
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健康发展。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靠的
是自己。柳絮会因风而扶摇直上
飘舞天空，但终不免还是要落入
尘土中来。别人的力量永远是靠
不住的。万年不拔之基，完全要
靠我们自己。

■文/邓慈常

靠人不如靠己

028-68000928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
域不限， 手续简单、 审批
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天下财富
雄厚资金

成 功 千 万 里
融 资 零 距 离

咨
询

湖南省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不慎
遗失湖南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2本，票据号码:00708376-007
08400、00708401-00708425，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粤升体育用品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议决定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联系人:廖篇 电话 18684996797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豪庭市政道路层
-10038房

注销公告
男 49 岁丧偶转业军人经商经济稳
定觅一位重情真心成家的女士走入
我的生活 13723797726本人亲听

长沙芙蓉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芙蓉区德政街 197号川塘新
寓 A3栋栋证，号码为 71122040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特别推荐》男 53 岁丧偶健康经
济优诚寻一位知冷暖明事理安
心过日子的女士携手夕阳无论
贫富疾病不离不弃 13631569439

长沙市芙蓉区绪祥蔬菜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5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91600078401。
另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
务局 2012年 5月 7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42419830123317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澳门牌具
专业批发扑克麻将、 字牌牌
九、眼镜骰子，最新尖端产品
应有尽有。 传授各种玩牌绝技。
银河大酒店 14楼 1468房18873100222

县区总代理。 0731-57845111好吃食品
老友记槟榔诚招全国

代办信用卡5-50 万，下卡快，成功
后收费 13187053602 纯手法专打高手超我奖 5万，代玩。

麻将扑克15873180989

筒子绝技， 随意打色要几打几，拿
八点以上。 普通扑克认牌，变牌控
牌绝技麻将神手，一人对三人快速
认牌听牌，随意变牌自摸。 扑克分
析仪，桌上无需放任何东西适合各
种玩法，庄闲通杀，透视眼镜，变牌
戒指等上千种产品。程序麻将可上
门安装。 万象新天 3栋 606

尖端牌技

15211149696

高收空调冰箱冰柜电器
酒楼设备办公用品13607480245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搬家 回收

最新 K3扑克分析仪可动态抓牌、牌
变型、斜放、上下弯、中空识别速度
提升十倍。 另传授各种扑克、麻将、
筒子绝技。 一对一黄光透视镜、变牌
衣包、透视杯碗、加工各类透视分析
扑克。 万象新天 4 栋 2 单元 808

顺昌牌具

18373111313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厂房仓库宾馆招租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2 万平
方米 ,框架结构 ,手续齐全。
13508486080李,13908459448周

公告声明

林科大卡友一万 80
15873194385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诚信、
专业、简便（房地产、矿山、电
站、农牧林，制造加工等各类
新建项目）区域不限，企业个
人均可。 轻松解决资金困
难。 电话：028-68807555

发亿投资

信用卡咨询可上门服务
13874860360

诚招各市、县代理。 15111260700
POS机招代理商

转让 租售

银行承租， 年租金 36 万， 总价
680万。 18974883788张

临街旺铺出售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全省招商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
无抵押。 浏城桥（定王大厦 1621 室）

信用快贷咨
询

88706076、15116151535

简单手工工厂直发 大量简单
手工产品急寻合作，现金结算
长年供料电话 076028129973
www.qngj28.com

工厂直发

信誉放款无抵押无担保，当天放款
18711093863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有车就可以贷款
费用低，招业务精英。 0731-82555168卢

专业代办信用卡额度大，前期无任何
费用 18574395686

T：13875822133、QQ539018098
快速代办银行信用卡

投资理财咨询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三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利率低 ，放款快。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代办大额信用卡15173132068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售二手家具（梦思床）
电话：13874813726捞刀河镇高岭村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业养殖
投资诚信快捷， 不真实的项
目请勿打扰 028-24555515

世宏投资

专业代办信用卡5-50 万，前期无
费用 18229883252

旺铺招商发售
紧临雷锋大道, 小区现铺招商
发售,用买房的价格购铺,即买
即办产权 ,即买即收益! 原始
商铺买到即赚到!6880 元/平米起!
服务热线 :0731 -8838618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接稿 QQ：602058576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广告洽谈 QQ：1315700157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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