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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走出畅销书作家
80 岁的杨本芬最近迎来
了人生高光时刻，60 岁初涉
写作的她在今年出版了处女
作《秋园》，便成了一名畅销
书女作家。在豆瓣，读者给
出了 8.9 的高分。
这一切不在杨本芬预料
中，到现在她都觉得“像在做
梦一样”——她不是为出版
与发表而写书，而是想为逝
去多年的母亲留下“活过的
证据”，书中的很多内容是杨
本芬在厨房里写出来的。

章，她心想：我也可以写写我 人的历史如果不写出来，就
的母亲（2003 年去世）。杨本 注定被深埋，一旦写出来，他
芬至今清晰地记得母亲生活 们就以这种方式永生了。”章
中的点滴细节，
“妈妈是个电 红说，外婆的故事正是那个
影迷，县电影院一部电影放 流离年代许多普通女性的真
映 两 个 晚 上 ，母 亲 每 场 都 实写照：
17 岁的秋园，
在街上
看”。这些小事都被写进书 被年轻军官杨仁受看中……
里，她还为母亲取了好听的 23 岁的秋园经历了抗日战
争……秋园 46 岁时，丈夫病
名字：
秋园。
那段时间，
杨本芬在南京 逝，最艰难时吃不上饭，她带
二女儿家帮忙带小孩，
她在厨 着 两 个 小 儿 子 流 落 到 湖 北
房里支起木凳，
抓住做家务中 ……秋园的故事在天涯论坛
点滴的间隙开始写作，
“写不了 连载了半年，直至“全书完”
几行字，
泪水就模糊了眼睛”
。 的字眼出现，仍有人意犹未
厨房里写作怀念母亲
厨房中的写作持续了两年，
最 尽。2019 年夏天，书稿被一
如果没有写作，杨本芬 后一共写了十多万字。杨本 家出版社看中。今年 6 月，
《秋园》正式出版，第一版只
竟有八斤重。
和大多数中国妇女的人生， 芬称过稿纸，
印了八千册，不想反响很好，
似乎殊无二致。
80 岁成畅销书作家
出版社加印五千册后再次售
杨本芬是湖南湘阴人，
从江西铜鼓县某汽车运输公
一开始，杨本芬并没有 空。一向挑剔的豆瓣网友给
出了 8.9 分的高分好评，
有读
司退休后，她曾认为，人生似 出书的打算。
乎只需顺天应命。杨本芬不
2007 年 ，
《秋 园》完 成 者甚至追到家里要签名。杨
“我只写了一
会唱歌跳舞，唯独爱看书，书 后，杨本芬把它留在了南京， 本芬难以相信：
算作家吗？
”
柜整齐摆着《青春之歌》
《冰 交 给 女 儿 章 红 处 理 。 两 年 本书，
读者的评价不会骗人，
心文集》
《家》
《春》
《秋》…… 后，章红在天涯论坛开帖《妈
“这位奶奶是真
写书的念头，也源自杨本芬 妈 的 回 忆 录》发 表 这 些 内 有网友留言，
。南京大学教授
从 书 里 读 到 关 于 母 亲 的 篇 容。
“ 有人看完说，这些普通 正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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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则评价，
“ 把一部中国社
会史，
高度浓缩而真实地从一
个家庭的变迁中钩沉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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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解锁新技能

本期16版

《秋园》尘埃落定，80 岁
的杨本芬并未就此停笔。平
时，她喜欢坐在书桌前，有灵
感时就慢慢写下一段文字。
不再需要带孙后，
杨本芬
回到老伴身边，照顾老伴之
余，她学会了刺绣。阳光下，
她戴着眼镜，绣得一丝不苟。
因为写作，
她还解锁了很多新
技能，
“女儿帮我在天涯上发
表文章的时候就鼓励我学拼
音打字。当时我回答说，
辛辛
苦苦学会了，不知还能活多
久。当时就把女儿惹生气了，
我赶紧下决心学起来”。如
今，
她学会了用 iPad 写作、
用
电脑发帖。她还有了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取名为“往事依
然清晰”，推送的内容全是自
己原创的文章，基本保持每
周更新一次。
（本报记者王宇
实习生陈桔蕊）

03·时事

国产新冠灭活疫苗
已接种数十万人
10·养生

这些食疗谎言
骗了大众多年
15·当年

在密云水库
为毛主席撑船
吉林为居家老年人
建巡访关爱体系
本报讯 吉林省计划从今
年起，用三年时间着力构建巡
访、
关爱、
服务三位一体的居家
老年人巡访关爱体系，着重关
怀独居、空巢等 8 类重点老年
人群，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和
个人意愿，
确定巡访人员、
巡访
方式和巡访频次。
（文/马丽萍）

苏联军事文学在中国解放战场
“立功”

16·秘闻

允许返乡者和当地人合建自住房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日
前在回复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第 6469 号建议时表
示，在符合农村宅基地管理
规定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
允许返乡下乡人员和当地农
民合作改建自住房。
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进
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更好
推动乡贤回归的建议，农业
农村部就涉及该部职能的部
分进行了答复。农业农村部
介绍，2019 年，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
村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
鼓励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住宅，依据合同法保护
城镇居民、工商资本等租赁
农房居住或开展经营的合法
权益，明确租赁合同的期限
不超过二十年，合同到期后，
双方可以另行约定。同一
年，农业农村部还出台了《关
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
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
作的通知》，支持返乡人员依
托自有和闲置住宅发展适合
的乡村产业。注重保护非本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

老房将迎来被翻新和改建的
机会。对想返乡创业、
养老的
人员来说，
也少了些顾虑。
农业农村部的答复还介
绍，关于继承祖宅的乡贤回
乡翻建新建房屋和在农村无
房的乡贤回乡“积分建房”的
问题，涉及农村宅基地基本
制度，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结合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进行深入研究，对基
层因地制宜开展的探索创新
进行跟踪，及时总结好的做
法和经验，推动形成制度性
成果。
（文/盛慧梅 肖明）

广东潮州试点
“长者发屋”
服务

古法印刷今犹在

在浙江台州温峤镇，
80岁的陈佩德
经营着一家微型印刷厂。选字排版、
油
墨滚纸、
活字回盘……古老的活字印刷
在这里被如实回放。
陈佩德的父亲懂印刷，
但并未传授
手艺给他。或许是贪恋那股油墨味道，
陈佩德时常搬出父亲留下的印刷工具，
反复练习拣字排版。走进印刷厂，
几十
个铅活字字盘依次排开，
被油墨浸染的

小字密密麻麻排列在字盘中。盘上摆
放着一本字典，每一页都沾满了油墨，
那是印刷人翻页摩挲留下的印记。
这些年，
随着修谱之风的兴盛，
印刷
厂的订单爆满。与采访、
整理资料相比，
陈佩德最喜欢的环节是印刷——慢放
纸、
轻轻滚，
一张张字体清晰的纸张就慢
慢落成了一摞。在这一刻，
时光仿佛都
慢了下来。
（文/徐伟杰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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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东潮州首家
“长
者发屋”日前揭牌营业。为了
解决老年人的理发难题，当地
民政部门通过招募组建专业理
发志愿服务队伍，
在每月10日、
20 日为 60 周岁以上长者提供
免费理发服务，提前预约还可
享受上门服务。
（文/郭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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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一下

农房或其他合法方式占用宅
基地的权益，探索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主导实施有偿使
用制度。
有媒体调查发现，
当下有
不少人想回乡养老、
创业和发
挥余热，
但他们在乡下没有宅
基地和住房。与此对应的是，
农村有很多闲置的房屋。有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农村
至少有 7000 万套闲置房屋，
一些地区乡村农房空置率超
过35%。有专家表示，
允许返
乡下乡人员和当地农民合作
改建自住房，
意味着部分农村

星期一

每周一、
周四出版

发行服务热线：
11185（邮局）
0731-88906498（报社）
广告热线：
0731-88902498
新闻热线：
0731-88905158
中国沪市主板上市连锁药房

。

枫网：
www.laor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