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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就读过欧阳老的作品，但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

清楚地认识他，这要感谢欧阳老的家属给我送来的三册《广语

丝》。

这三册书，收入欧阳老80岁以后写的117篇短文，算上附

录，也才二十几万字。但它的内涵是那么厚重而明亮，明亮得

就像作者晚年生命之火爆燃的火焰。欧阳老走了，他把光、热

留给了读者，我也是被温暖和照亮的一个。那些文章，辞意恳

切，激情澎湃，很像是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向后人的告

别演说。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他和读者的最后一次交流机会

了，他就像远行之人，面对亲友有千言万语，必须一吐方快。因

此，他的文章既是快人快语，也是语重心长的肺腑语、肝胆语，

读时你会觉得这不是一般文章，而是对社会和读者的激情“上

书”，是新的、积极进取的“陈情表”。书中进言，即有逆耳处，那

也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通例，对于一切拥护改革开放并

热爱真理的读者来说，他们是听得进去的，并最终成为这些忠

言的受益者。

人们早已听说这是一组“鲁迅风”的好文章。像鲁迅一样，

作家一笔在手，无私无畏，直面时事，言而中节。只是由于时代

不同，他这些文章，都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既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运昌盛”热烈赞美，也对一些错误言行

提出了尖锐批评，而瞻念前途，自是既有信心，也有殷忧，它很

像是从心灵的一角，回应了国歌的召唤：在当今种种诱惑和侵

蚀的现实危险面前，我们也应该构筑起心灵的长城。

他的文字有时很泼辣。但所论之事必有凭据，如果我们无

法否认他笔下的事实及其由此推演的逻辑性，也就很难推翻

他笔下的结论，这也正是鲁迅文章（笔法）颠扑不破的真髓。不

过，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注意到，他的文章里出现了一个频

率极高的词，那就是“咱们”。这是对家人说话的口吻，他显然

在文章里也把自己摆了进去，和读者共同用主人翁的态度讨

论文学、艺术、教育、文化等国家大事。他是出色的作家和文学

家，他的文章表现了很高的写作艺术。他也非常善于运用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的鲁迅式技巧。如《性格创造之谜》（《广语丝》

第十三），对于一些人“惊呼”为中国文学中还没有过的一个

“女主角”，他并不赞成，但也不马上反对。不但不忙反对，反而

把对方赞赏的这个“新人”的诸多“优点”照单全收，并罗列为：

1.聪明任性，快乐自由；2.强烈的个性和自主意识；3.崭新的

人生态度；4.香港色彩；5.本土文学和突然介入的香港文化的

交融；6.一代人向社会发出的“独立宣言”。接下去，他以迂回

笔法，对这六个特点换了个方式进行叙述，真相果然就浮出

水面：

“从第一点看，我们仿佛感觉到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从

第二点看，她是一个有思想性的青年人；从第三点看，她有一

种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人生观；从第四点看，她带着西方世界

和殖民地的气息；从第五点看，她在思想上属于一种混血儿的

性质；从第六点看，她的政治意识很强烈。”

事情到此，这位新女性虽已显露本相，但作者好像还怕冤

枉了她，并不急于下结论，只说这性格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

猜不透”。最后他才抛出撒手锏，用“四有”和“五爱”的X光对

她进行了一次“体检”：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来

看，她不沾什么边，因为看不出她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大

公无私的品质等等；再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

社会主义来看，也跟她没有多少关系。作者问道：“她凭什么要

受到论者的惊呼和赞誉呢？难道仅仅因为这个性格是一位民

主个人主义者吗？难道仅仅因为她具有现代意识和当代意识，

或者‘精英’意识吗？”

到此，作者虽然表示这性格还是一个“谜”，我们倒也不用

猜了。这篇文章统共不过千来字，笔锋虽然犀利，口气是满温

和的。像一位拳击手，自始至终不见他出招，他只站着不动，把

对方挥来的拳头一一化解，将过程和结果让人们看个清楚。这

些，大体上也就是《广语丝》中各篇文章的基本风格。要说作者

有什么战法，那也不过是接招或“借”招而已。但不知为什么，

这也招来非议，说他“僵化”和“左”。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可以

据实批评的；但是，一个站着不动，只在那里化解别人招数的

人，怎么反倒成了“僵化”和“左”呢？难道就因为他保护了自己

和读者吗？自然，谁说话也不能保证全对，文章也不例外。对

此，只能依是非、照规矩办，他出拳，你也出拳，都不能动脚，更

不能像泰森，咬对方的耳朵。无端的给人加上政治性帽子，这

是咬耳朵的行为。

欧阳老写《广语丝》，一定想到了国家发展大局和人民的

长远利益，因此，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坚持改革开放，也一刻没

有忘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再多了解一些他的话，还

会知道，这一立场不止表现于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深深扎

根于他漫长的人生和创作实践。他的童年很不幸，因为家里

穷，5岁就被送了人。不幸的童年也给予了他回报，他由此更多

地体验和消化了人生，16岁就成了作家。但是，他似乎并没有

把这看作是多么幸运的事。他觉得真正幸运的是，鲁迅先生20

年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则跟着老师“学步”，“在30年代的

开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40年代的开头，找到了中国共产

党”（《广语丝》第三十四探索解）。40年代的延安，第一次给了

他一片新天地，在这里出版了他至今享誉文坛的名作《高干

大》（1947）。正是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在人民政权

条件下“改革”的萌芽，而且像今天一样，这一萌芽最初也是来

自基层。两个历史条件下的“改革”，虽然在规模和内容等方面

无法比较，但同样呈现着保守与开放、唯心与唯物的尖锐矛

盾。人们知道，40年代初，边区受到外界严密的包围和封锁。为

了打破封锁，保障供给，政府号召办好乡村合作社。这样，一场

处于黎明期，或者说是早期的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故事，就在一

个名叫任家沟的小乡村展开了。那是1941年：

“这一年，土地革命才过后不久，许多工作都没上轨道。前

线每天在和日本打仗，一切力量都集中使用在前线。整风运动

还没有大规模开展，许多干部思想作风上都残留着相当严重

的缺点。那些人，那些事，现在看来，或许叫大家奇怪，但在当

时，倒是常有常见的。”

小说在带过这几句很有时代感的“闲言”之后，很快把矛

盾推向前沿：社主任任常有1936年办社时，全部家当是5石小

米，以后每年由区乡政府向群众征收5石小米，算做股金给他

办社。办了5年，征粮25石，而合作社的全部财产，结算时只值

20石小米。就是说，除去赔光了老本，又搭进去 5石。5年里没

分一次红，还不许退股。小说用群众的语气叙述了当时的尴

尬：不退就不退，赔光本钱也就算了，可是上级不依，又摊下来

5000块钱新股金。因此，群众给合作社换了个名字：“活捉社，

把人民都捉定了。”在僵持中，出来开顶风船，决心改变经营方

式，使合作社扭亏为盈的，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高干大”（高生

亮）。他是合作社副主任兼推销员，利用下乡卖货和收股金之

便，了解到乡下人常因缺医少药死掉产妇和孩子的苦情，先办

了个医药合作社，专门请个医生住在社里给大家看病，赚了钱

当年分红。这一招果然灵，原来每人摊派两块钱股金收不上

来，现在是这个入10块，那个入5块，一下子就火爆了场面。但

任常有反对这么做。他说政府没叫办医药合作社，这不属于合

作社的业务范围。乡长、区长都支持他，因为这符合上面立的

章程。问题就在这里：单是按老章程做，群众不拥护；群众拥护

的，又是老章程里没有的。怎么办？这是共产党员高干大遇到

的难题，也是今天还会遇到的难题，而在60多年前，作家就在

生活中发现并回答了这个难题。他知道，高干大的行为，也许

不符合一时一地的章程精神，但符合党章精神：共产党员永远

把群众利益置于首位。他既然深知群众疾苦和切身利益所在，

他有什么不愿做、不敢做的呢？他不仅收农民的股金，也收商

人的股金。当小商人王银发问敢不敢收1000块钱股金时，他回

答；你入一万都行。对于由此招致的“资本主义”、“商业剥削”

的帽子，他的回答竟和今天有些相似，他说，他懂得合作社叫

多数人发财，要抵制商业剥削的道理，不过，“咱们现在不是抵

制商业剥削，是没有商业，没有饭吃……咱们先让少数人发一

点财，随后多数人才会把钱拿出来，交给合作社，随后多数人

会发财。多数人发了财，合作社才会有力量，才能够抵制商业

剥削，才能够办工厂，才能够办生产事业……”这个回答，既属

于人物，当然也属于创造了它的作家。10 多年以后，即 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作家在序言中重申：他

仍然非常爱他的高干大，说他是“从贫瘠的土壤生长起来的英

雄人物。他的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的思想性

格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陈迹的。”这里，进一

步点明，无论是高干大还是作家，都实践着同一信念：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他们最初的，哪怕是一点点改革成绩，都是源于

这一信念，并且也是实践这一信念的结果。

自那时到现在，又快满了50年，作家的话还可以照样说下

去。原来，改革事业体现的真理是如此明白，因而他们的回答

能超越时空，获得历史的统一性和真理的同步性。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生命线，离开它，不仅躲不开“僵

化”的鬼打墙，还会跌进“腐化”的污泥坑，这即使在任常有们

身上也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多吃多占了政府征来的好

多血汗粮了，而始终和高干大们站在一起的作家，为了防止这

一现象的发生，直到不久前还在向我们大进忠言和警世之言。

现在，我们对于欧阳老的激情“上书”，该会增进一些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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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激情““上书上书””
□□郭志刚郭志刚

欧阳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致

力于人民文学事业，他高扬社会主义文

学的旗帜，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他一直

热切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上世纪

90年代他已年过八旬，眼睛又不好，看

东西极不方便，每天都靠助手念文件、

读报刊。令人惊叹的是他年事这么高，

思想依然十分活跃，思维十分敏捷，逻

辑周密，记忆力丝毫没有衰退，说话条

理清晰。他的学习和写作本来就相当忙

碌，但他仍然关注着文艺思潮，关心着

文艺动向，在事关大是大非的文艺问题

上，他总是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坚持原

则，毫不含糊。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受

到严重挑战的时刻，老人家毅然操起马

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创作了《广语丝》系

列杂文。欧阳老在系列文章中提出了许

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说出了许多人想说

却又犹豫不决在心头冲撞的话，剖析了

意识形态领域里许多重大的矛盾，明确

地回答了读者一时弄不明白的疑问。学

习他的《广语丝》，不能不为欧阳老崇高

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精深的思考、炽烈

的爱憎所感动，并为他善于寓批判于对

比、隐喻和幽默之中的艺术功力所深深

折服。

《广语丝》最突出的特色是旗帜鲜

明。《不便明说》这篇文章是在1989年2

月 27日写的，文章列举了当时某些人抽

象谈“宽容”，改写中国文学史，主张“不一

定要提马克思主义”，“谈起抽象的人道主

义，往往眉飞色舞”等等各种怪现象。

欧阳山《广语丝》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精神产品，既是杂文，又是文艺批评文章。《广语

丝》里的每一篇文章，所谈的便是一种文艺现象，对

其进行一番解剖分析之后作出评价和判断，每一篇

杂文实际上就是一篇文艺批评文章。《广语丝》将杂

文和文艺批评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杂文别开

生面。

《广语丝》是一部弘扬正气的杂文集，激浊扬清，

主题重大。外柔内刚是它在艺术上的重要特点。有理

不在声高，作者从不板着脸孔说话，没有凌厉激烈的

言辞。更多的像是一群人坐在书斋里就某一个文艺

现象或文艺问题展开讨论，欧阳老以他特有的风趣，

当着大家面发表他的意见，用亲切而又形象生动的

语言，深入浅出地与读者交流，和风细雨，娓娓道来。

这样的文风，当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欧阳老在行文

中常用“咱们年轻人”、“咱们大家”、“咱们国家”、“如

果咱们”……这种置身度内的语言，完全是与读者平

等的口气、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是某些“骂派鸿文”所

无法相比的。例如某些人士以宽容为借口，企图混淆

是非、扰乱视听，推出“有容乃大”的流行观点。欧阳

山调侃道：江河的气度是宽容豁达的，无论各个方面

给它多少水，给它多少泥沙，它都兼容兼包。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它虽然什么东西都容得下，“但是这容

得下的结果，却使自己的河床一天比一天淤塞，河水

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浅，并且一天比一天升得更高”。

有时候善良、温顺的江河发起脾气来，冲崩了堤坝，

淹没了村镇和农田……结果就成有容乃小，或者有

容乃恶。说来饶有风味，思之却严肃冷峻，简直是惊

世骇俗。语柔若丝，气壮如山，以此来赞誉《广语丝》

丝毫不为过。

欧阳山6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不时有杂文佳作

问世，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和 40 年代在重

庆，这两段时间写的杂文比较多。现在他重新拿起杂

文这个武器，当然驾轻就熟。诚然，时代不同，对象也

不同。过去是面对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现在面对的

是错误思潮，文章对事不对人。从思想实质上说是不

可妥协的，是必须尖锐批判的，但必须是

以理服人，讲究分寸。而且杂文也是一种

艺术，除了思想、观点之外，还必须讲究

方法和技巧，要写得形象、生动、引人入

胜。这样，理性幽默就大大可以派上用场

了。欧阳山在他历来的小说作品中，都弥

漫着一种理性幽默的风格，对某些丑恶

的现象和形象，要揭露其丑态，要用辛辣

的语言加以针砭，往往运用这种幽默的

格调加以讥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冷静，

于冷静中达到深刻。《在软席卧车里》《骄

傲的姑娘》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

在《广语丝》里，他运用这种风格于杂文，

把深刻的理论分析与生动的形象和语言

结合起来，更具理性幽默的特点。如《谨

防晕浪》，谈的是青年人的问题。开头一

段写道：“青春多么美妙，它有多大的活

力，有多深的魅力，有多强的意气，有多

高的幻想；都不是语言所能道出，你就是

怎样追忆、怎样幻想、怎样赞美、怎样推

崇，都不会觉得过分。古往今来，已经有

不少人吟咏过、歌颂过，都还以为意犹未

尽。但是，说句扫兴的话，青春就没有短

处吗？有的。”下面即分列年青人的三点

美妙而不足之处。这段开头的排比句，既

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语言的音乐性和

生动性，两者结合，显出一种很有韵味和

弦外之音的幽默。这种讽刺的方式和语

言，外表十分滑稽，内容却极其严肃，既

具有理论深度又富于严察的逻辑性，大

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坚守阵地是《广语丝》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广语丝》中的杂文，都是以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错误思潮进行不懈斗争

的匕首和投枪，有很强烈的战斗威力，起到宣传和捍

卫真理、抵制错误的重要作用。每一篇文章都具有战

斗深刻性。这种深刻，既来自作者严正的立场和高度

的思想水平和功力，还在于作者有着丰富的斗争学

识和经历，并且运用这些学识和经历去剖析当今的

各类形象，因此具有许多杂文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刻

性。《倒退的探索》一文，以西装褂子一时兴宽、一时

兴窄为谈资，根据 30 年代认为文学大众化是进步，

80年代却认为小众化是进步，这类变幻无常的现象，

提出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倒退的问题。作者写道：“如

果你的目标在东方，你朝东走，就算进步，你朝西走，

就算倒退；反之，如果你的目标在西方，那么你朝西

走，就算进步，你朝东走，就算倒退，如此而已”。这种

借历史评论现实的分析，显得特别深刻，不能不令人

心悦诚服。

既然要坚守阵地，就必须立场坚定，毫不动摇，

一以贯之。这就形成了欧阳山杂文的系列性。纵览欧

阳山数十年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系列性，即在某一

指导思想观照下的作品系列。30年代初他倡导“粤语

文学”，就自己动手写粤语中短篇小说，写理论文章，

并创办刊物，编印字典，同时组织其他作家写同类的

文学作品；50 年代他写《慧眼》系列小说；60 年代他

写《乡下奇人》系列小说；他的长篇巨著《三家巷》也

是一个系列小说。这种系列性，正好显露出这位大师

的大家风度。他创作《广语丝》，虽是随感式的短小杂

文，但也是具有系列性的。这些杂文发表时是单一的

篇章，汇总起来则显出彼此有了关联，俨然具备系列

性的联系。写于 1990年的 19篇《广语丝》，分别剖析

所谓的“世界战略”、“改写文学史”、“文化奇观”、

“文化开放”、“忧患意识”、“主体意识”、“忏悔意

识”等等奇谈怪论。《广语丝》以战斗性和系列性，

捍卫了真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

守社会主义文艺的阵地，在革命文学史上写下光

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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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初，我在广东省文联理论部工

作，办《广东文艺界》杂志。我的同事胡先生，

之前是欧阳山老人的秘书，我常和他讨论欧

阳老的作品，但他个性内敛，话不多，每次讨

论都无法展开；向他打听老人的情况，他更是

缄口不语。那时候，欧阳山是广东省文联的

名誉主席，曾经在1994年5月23日毛主席延

安文艺座谈会讲话52周年纪念日，以86岁高

龄当选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会长，并

主持了“主旋律与多样化”座谈会。

“主旋律与多样化”是 20世纪 90年代文

艺界的重要话题，自1994年末，纪念梅兰芳、

周信芳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在讲话

中提出包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内

的三条文化工作方针，至 1997 年 9 月“弘扬

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第一次正式写进党的

十五大报告，而后，关于“主旋律与多样化”的

实践和讨论延续了近20年，并扩展到文艺领

域以外，“唱响主旋律”，成为文艺工作者和社

会主流的口号，文艺被分成主旋律的和非主

旋律的两种，被视为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往往

政治色彩鲜明。

而早在江泽民的讲话之前，欧阳山就在

“开风气之先”的南方主持开展了关于“主旋

律与多样化”的研讨座谈，不能不说，老人思

想上的积极创新和目光的敏锐，丝毫不受年

龄影响，令人佩服。

那些年，欧阳老在写杂文。他永远肩负

着人民文学家的历史使命，这些杂文述及内

容，事大事小，都是他的正义感和使命感驱

使。他写《当代文学八病》，发表在魏巍主办

的臧否时政的杂志《中流》上。他的许多文章

都发表在《中流》以及当时程代熙任主编的

《文艺理论与批评》上。他还写过一篇《贺程

代熙入党》，写过《论主旋律作家》《老夫无悔》

等等。

至他逝世前半年，2000年的3月，他参加

华南文学艺术学院建校50周年纪念会，还写

了《一悲一喜》。

他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饱含深情，胸有

普世关怀，尤其憎恨那些与鲁迅思想和精神

相悖逆的人，憎恨那些没有理想的、与人民没

有感情的人，担心新一代年轻人受这样的人

的影响和蛊惑。

在文学上，他尤其憎恨那些感情不真诚、

思想软弱无力、内容假大空的东西。他的杂

文十分精短，文风犀利，爱憎分明，宛如鲁迅

个性。而他文章里的那些歌颂与赞美，亦真

诚纯粹。

这些文章，是在梅花村 36 号，在后来的

秘书王志的协助下完成的。

我一共见过欧阳老四次，第一次是 1997

年的5月，广东省文联和南海黄岐政府一起，

为老作家梵杨召开作品研讨会，我第一次见

到欧阳山老人，89岁的他，身材高大，在我眼

里，不仅是文学的巨人，也是现实世界的巨

人！

他的脸上总有温和的笑容，虽然拄着拐

杖，但依然十分硬朗，尽量不要身边人搀扶。

我想扶他，他说：“小鬼，不用，我行！”我惶恐

地退后。

会上，他一说话，不少人热泪盈眶。我也

是。他的话不多，语句短，但声音有力，话语

既坚硬又温暖。

严肃而温和，坚硬又温暖。这是我对这

位人民艺术家的感受。会后，我写了一个较

长的综述发表在《广东文艺界》杂志上。

第二次见欧阳山老人，是在1998年的元

月 7 号，广东省文联为刘斯奋《白门柳》获第

四届茅盾文学奖举办庆祝大会，老人在王志

的搀扶下来到。那时广东省文联还在文德路

的文德大厦里办公，那个会议室很小，大概不

到 20 平方，领导们进去后，其他人都只能站

到门外走廊里，根本没有问候老人的机会。

第三次，是1998年12月11日，欧阳山老

人九十华诞，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于幼军带队，广东省文联、广东现代革命作家

研究学会等人士前往梅花村36号庆贺。

梅花村，著名的“岭南第一村”，位于广州

越秀区中山一路的东段，绿树环绕鲜花盛开，

清幽雅致，十分静谧。我们给老人献花，还写

了精美的贺卡，和他的外孙女田海蓝刚出版

的《艰难的磨砺——〈三家巷〉人物评传》一

起，放在客厅他的铜像面前。那真是个好天

气，我还记得，36号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大家

在阳光明媚的院子里合影，老人告诉我们，他

虽然几乎看不见了，但有时候还给花儿们浇

浇水。说这话的时候，他微眯着眼，微微笑。

城市的车流声好像去了远方，空气澄明而且

膨胀，一草一木都有吉祥快乐的模样。

至今，我仿佛仍然听见那客厅和院子里，

回响着老人爽朗又亲切的声音。

也就是这一年，欧阳山老人考虑广东涌

现了《蔡廷锴》《冯白驹传》《情满关山——关

山月传》《赖少其传》等一批优秀作品和传记

文学作家，建议成立华南传记文学学会。广

东省文联开展筹备工作，拟由欧阳山担任名

誉会长。后因老人不幸逝世，筹备工作一度

搁浅。直到2000年，经广东省文联批准和广

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核准登记，广东省传记

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创会会长由欧阳山的好

朋友、老作家贺朗（本名王有钦，北大中文系

毕业，乐黛云学生）担任。我作为省文联工作

人员，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来我调省作协

工作，辞去秘书长职务，只任副会长。

这一年我萌生了为欧阳山老人写传记的

想法，但考虑到有那么多著名的本土前辈作

家，自己来自外省且笔力稚弱……念头藏

下。恰逢曾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员、华北

军政大学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的原作

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音协主席周国瑾

先生，请我为他写传记，我得知周国瑾先生是

欧阳山的老朋友，在采访中我特意向他了解

欧阳山的事迹。

周国瑾告诉我，他在延安时期就认识了

欧阳山。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先回到广州，

任华南文联主席。周国瑾稍后回，任广州市

文联专职副主席。1953 年，按照中央的指

示，文联的牌子挂到文化局，成立文学、音乐、

美术、戏剧和舞蹈协会。而广州作家协会是

在中央还没有成立全国性的各种协会之前就

成立的，管辖联系的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和香

港等地的作家，欧阳山任主席，周国瑾任副主

席。到 1956 年，全国四大协会（音、美、戏、

舞）成立后，广州作家协会改为中国作协广东

分会，周国瑾按省委指示任广东音协主席兼

党组书记。

“文革”开始，文联和各协会被砸烂，并进

行犁庭扫穴。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作协，

见人就打，发现欧阳山，叫他低头，他看着他

们，一动不动，他们按他低头，他把头更加昂

起来，他们骂他打他，他不回应。他们要他跪

下，他也不理。周国瑾也被打，周国瑾对欧阳

山说：“你就是硬汉子，好！”

1972年，欧阳山从英德茶山劳改场回广

州治病，住在文艺招待所一间 8 平米的阴暗

潮湿的小房里，周国瑾去看他，两人手拉手，

默默流泪。

1980 年，他们一起设宴招待香港 AMA

乐团以及中国音协的吕骥、贺绿汀一行。

1999年春，广东省文联的新春茶话会隆

重举办，欧阳山出席并讲了话。

这是我第四次见到老人。秘书王志寸步

不离，老人高大的身材在人群中依然瞩目，看

起来也依然硬朗。

老人讲完话回到座位上后，文艺演出开

始，我注意到他很安静，是听而不是在看，因

为当时他的视力已经没有了。临散会，我陪

着周国瑾老人朝他走去，周国瑾站在他面前

问：“你能看见我吗？”他说看不清了。周国瑾

又说：“你听我的声音！”他说听不出来。老作

家梵杨赶紧说：“是周国瑾！”他“哦”了一声，

问：“你的声音怎么这么低沉？”周国瑾说：“我

也老了！”

1999年4月，我写的周国瑾传记以《著名

艺术家周国瑾访谈录》为书名，由香港惠理出

版社出版，我与周国瑾先生协商，将他关于欧

阳山的一些回忆收入书中，他同意了。该书

第二辑的第一篇，就是“广东文艺界第一号人

物欧阳山”。这个标题蕴含了周周国瑾先生

对欧阳山的爱戴之情、战友之情。

欧阳山老人走了几年，比他年轻10多岁

的周国瑾先生也因病辞世了。时光带走了他

们，我很悲伤。只有回忆，将他们永远留在我

们的精神世界里。

2008年，广东省作协和中国作协准备在

京举办“百年欧阳山”纪念活动，而我正好已

经从广东省文联调到省作协工作，全力操办

相关事项。为出版《欧阳山文集》，王志陪着

我，再次走进梅花村36号。这个老人住了20

多年的地方，已经改为欧阳山纪念馆。王志

虽然回到了省委上班，但老人身后的诸多事

宜，仍然是他打理。多年来，我与他，与代娜、

纳嘉大姐以及海蓝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

欧阳山纪念馆，房间空旷，安宁洁净，一

切物件整齐，在它们该在的位置。老人的铜

像在，照片在，作品在，他读过的书，都在，老

人的目光依然严肃又慈祥，宽厚而执著。我

在他的像前鞠躬，低下生者脆弱的头颅，倾听

他不朽的声音。喧嚣大都市的背后，时间在

这里停止，老人一生的经历，他伟大的创作和

精神，得以永恒。

我感到平和，感到安慰，感到激情不息。

一种可以称为力量的东西，再次为一茬茬新

的生命，为创造不止的生命，注入活力。

低下生者的头颅低下生者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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