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秀模老人的生活照。 通讯员 供图

“彭老师主持申报的
项目被立项了。” 近日，在
吉首大学， 该校退休副教
授彭秀模主持申报的《土
家语言文化研究》 被列为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 该消息一发布便引发
全校教师热议。 原来彭秀
模已经100岁了，却在杏坛
挂鞭后， 依旧牵挂着土家
族文化生态的发展与演
变。“彭老师太牛了！”不少
年轻老师说， 彭秀模就是
自己“漫漫科研路”上，给
予无穷力量的一颗最亮的
“星”。

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
这位百岁老人一直坚守在
科研岗位？10月11日，记者
带你走进他的世界。

为党育人
是他的人生追求

“回到湘西后，岳父一
直从事民族教育， 他对家
乡、 对民族的情感很深。”
吉首大学图书馆教师张茂
豪是彭秀模女婿， 在他看
来，彭秀模之所以100岁还
坚守在科研一线， 说到底
还是他对家乡的感情、民
族的感情，对教学科研、民
族教育的感情。

1921年， 彭秀模出生
在湘西永顺县和平乡盐井
村一个教育世家， 从小在
文史方面成绩突出的他于
194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九
中学。高中毕业后，彭秀模
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1949年，彭秀
模回到永顺开始从事教学
工作。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是他的人生追求。”张茂豪
告诉记者，几十年来，从永
顺到保靖， 又从湖南师范
大学到吉首大学……彭秀
模在教书育人之路上，真
正做到了以德立身、 以德
立学、 以德施教、 以德育
德，为学生成长、成才树立
起人生标杆， 用自己的学
识和品格点燃学生对真、
善、美的向往。主讲音韵和
词汇时， 彭秀模不仅会将
音韵学术语用方言语言现
象解释，使学生更易理解，
还经常带学生走出课堂，
进行田野调查， 让学生既
能掌握古今音韵的变化脉

络， 又能提高方言调查研究
能力。

每次提到自己的学生，
彭秀模总会笑着说：“张建
永、简德彬、胡炳章、吕养正
等都是我的学生。 李启群是
我在中学和大学教过的学
生，既能懂古代汉语，也能教
现代汉语；既能搞汉语方言，
又能搞民族语言研究， 是很
难得的。 还有叶德书精通土
家语， 研究土家语言取得很
好的成绩。这些老师在语言、
文学领域里成就显著， 是吉
首大学汉语言文学的骨干教
师和学科带头人。”

退休不褪色
坚守科研一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
家对于土家语的认识还是一
片空白。出于民族情怀，本可
选择回湖南师范学院（现湖
南师范大学） 任教的彭秀模
坚持留在吉首大学， 并建立
起吉首大学民族研究室。

彭秀模和同事踏遍湘西
山山水水，主持设计《土家语
拼音方案》，发表数篇有关土
家族语言方面的论文， 其中
《土家语概况》第一次全面向
世人介绍了土家语语言、词
汇、语法的情况，被中国社科
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编入《中
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向国内
外发行。 他的研究使土家族
语言文字系统得以建立，优
秀传统文化得以书之于面，
封闭的湘西与外界得以互通
有无， 文化精髓得以开发和
传承，为湘西文旅扶贫、乡村
振兴、 民族团结奠定语言文
化基础。

“岳父虽然已过百岁，但
是他仍然坚持退休不褪色。”
张茂豪说， 彭秀模仍然关注
吉首大学的建设， 主动参与
学校组织编写的《湘西文化
大辞典》一书，并负责土家语
言条目的撰写和审定， 每一
条目都用方格稿纸一一誊
正，工整规范，文清字爽。而
如今，由彭秀模主持申报，向
兰英、彭继德、吴秉承共同参
与的《土家语言文化研究》又
被列为一般后期资助项目。
“得知这个消息，岳父感到特
别开心。”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邱馨瑶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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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满重阳！150对夫妻走红毯庆金婚
掀盖头、拜天地、念誓词……仪式感满满，他们当中婚龄最长的达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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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礼堂，吃糖果、嗑瓜
子就是婚礼仪式；单位宿舍，
两张单人床拼凑在一起就是
婚房……五六十年前的婚礼
现场，到底有多简单？

10月11日上午，在益阳
安化“我们的节日·重阳”活
动现场，80岁的刘华平老人
身穿礼服， 与老伴李茂珍走
起了红地毯。 掀盖头、 拜天
地、 念誓词……这对牵手共
同走过了58年风雨的老人，
与现场150对金婚夫妻各自
秀起了恩爱。

“太美妙了，就像电视里
演的偶像剧一样。”活动现场
还为老人们拍摄了婚纱照，
盛大的集体婚礼弥补了老人
们几十年的遗憾。

此次活动， 让两位老人得
意圆梦。在众人的见证下，李茂
珍夫妇与现场150对金婚夫妻
一起走上红地毯。

“新人们” 一路跨火盆、过
马鞍、拜天地、饮合卺酒、念誓
词，在有着美好寓意的仪式中，
回味过去的风雨同舟和相知相
伴，也弥补了几十年的遗憾。

本次活动在益阳安化县启
动,150对金婚夫妇来自湖北、
湖南、江西各地，婚龄最长的已
有69年。老人们现场载歌载舞，
为即将到来的重阳佳节增添了
浪漫色彩和节日氛围。

活动节目中， 有音乐快板
剧、旗袍秀、花鼓对唱、配乐朗

诵等围绕爱国爱党、 尊老敬老主
题的作品轮番上演， 整台演出高
潮迭起、 精彩纷呈， 观众掌声不
断。

活动现场还为安化县2个国
家级与6个省级文明单位、 文明
村镇进行了颁奖， 鼓励广大群众
争创文明新风尚， 推动安化乡风
文明、精神文明工作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本次“我们的节日·
重阳” 敬老孝老精神文明实践活
动由湖南省文明办、 益阳市文明
委主办。目前，该活动已连续举办
10余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与积极参与， 有力助推了湖
南孝亲敬老文化建设。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吴奕

150对金婚夫妻走红地毯，婚龄最长的有69年

“那个时候结婚， 简单得
很。” 刘华平回忆起58年前自己
结婚那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今年80岁的刘华平与84岁
的李茂珍，是通过相亲结识。

李茂珍在湘潭湘乡一家工
厂上班， 是厂里医务部的医生。
刘华平在株洲市的株洲县工作。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华
平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像现在的年轻人相亲一样，
两人当年第一次见面害羞得很，
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李
茂珍说，自己当时的眼神一直在
刘华平身上游走，当场认定了面
前这个女孩就是自己一辈子要
找的人。

两人的婚礼很简单，在男方
的工厂大礼堂举行。工会领导当
证婚人，同事们围坐在一起吃喜
糖、嗑瓜子，吃完散场就当礼成。

婚房是集体宿舍，两张单人
床拼凑在一起就成了婚床。李茂

珍说，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
婚礼过后， 两人就开始异地生
活。 男方在湘潭， 女方回到株
洲。

小别胜新婚， 为了见上一
眼新媳妇， 李茂珍只要一有空
就会赶回株洲县。 李茂珍至今
记得， 最晚那趟火车是晚上七
点半，票价为一块七毛。

后来有了孩子， 两人就想
着一定要生活在一起。 两人通
过学习、考试，终于均进入了娄
底的涟钢工作。

如今， 两位老人都已从涟
钢退休。想吃啥就吃，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
山。

老人说， 年轻时想做没能
做的事，这些年基本上完成了。
但两人一直有个遗憾， 就是没
有拍过结婚照，“每次参加年轻
人的婚礼，又是走红毯，又是抛
绣球，仪式感满满。”

当年婚礼很简单，两张单人床拼成婚床

退休不褪色，情系土家文化

100岁了，这位老人
仍在科研路上前行

故事

近日，在吉首大学砂子坳校
区齐鲁大楼国际会议厅济济一
堂，一位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
者被簇拥着， 原来是大家正在为
彭秀模庆贺百岁华诞。

张茂豪告诉记者，岳父彭秀
模爱好运动， 在永顺教书时，老
师们组建了篮球队和排球队。篮
球队彭秀模打后卫，排球当时为9
人制，彭秀模打头排中，托球给攻
击手。 彭秀模还常常陪外面各单
位的球队切磋技艺，比赛多为赢
家。现在的他就喜欢在院子里到
处转转，爬爬楼梯。“岳父不吸烟
不喝酒，习惯比较好，平时最喜
欢看看书，写写字，听听新闻。”

“彭先生写人民之想写，恨
人民之所憎。” 谈起诗词写作，彭
秀模的学生彭南均说， 彭秀模对
诗词很有心得， 曾任湘西诗词协
会副会长。据悉，彭秀模有很多诗
篇被收入《华夏吟友》、《中华当
代绝句精选》、《中华当代律诗精
选》 等。“岳父喜欢写出新意境、
有真情的东西，追求艺术性与思
想性的统一。”张茂豪表示。

诗词养心，运动修身

10月11日上午举行的金婚仪式现场，一老人将老伴头上的红盖头掀起。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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