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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紫凌、袁汝婷、帅才

在微信小游戏“跳一跳”里，90 岁的汤瑞仁得
了 1117 分。

这是个测试专注力和灵敏度的游戏，得分超
过 1000，意味着精准完成了近一千次手指操作，
会被年轻的网民们称为“游戏大神”。

汤瑞仁时不时轻点屏幕，小人儿翻转跳跃，每
一次都稳稳落下。“心要定，一心一意。输了再来。”

这位白发苍苍的“游戏高手”还有另一个身
份——坐拥 300 余家加盟店的毛家饭店创始人。

1959 年，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阔别家乡 32 年
后回到韶山，留下一张与乡亲们聊天的合影。照片
里，一位留着齐肩发的妇女抱着孩子，笑得欢
畅——那就是汤瑞仁。

她一生坎坷，却从不言败。伤痛与困苦，激发
出她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

“我是毛主席的邻居，不能给他丢人。”这句
话，她践行了一生。

“铁娘子”

1930年，汤瑞仁出生于湘潭银田寺镇一户贫寒
人家，幼年讨饭为生。1944年，她嫁给了同龄的毛凯
清，住在了毛泽东旧居的斜对面。

那一年，秋色烂漫的九月，14 岁的少女乘着
花轿，嫁进韶山冲，在这里度过了往后人生的所有
光阴。

3 年后，立志参加革命的毛凯清与弟弟毛凯
文告别家乡，加入解放军队伍，一走就是整整
8 年。

在闹饥荒的韶山冲里，汤瑞仁扛起了养家的
重任。那时土地贫瘠，一些青壮年将山里的柴砍来
送到集市上卖，换回粮油，一车柴大约有两百斤。
17 岁的汤瑞仁加入了“送柴大军”，一趟单程，爬
岭过坳 20 余里路，卖完柴再回家做饭洗衣，照顾
老人。

1950 年，韶山的“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地开
展。尽管分了地，可丈夫杳无音信、公婆卧病在床，
汤瑞仁一人要耕种 4 人的田地。

当时，村里还有两个家庭面临着相似困境，或丈
夫参军，或丈夫在外地。“我们说好相互帮助。男人种
得好的田，女人一样种得好。”汤瑞仁回忆，三姐妹决
定要“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就这样，她和姐妹们组成了中国农村最早的
妇女“互助组”。她们将种子、牛、农具等集到一起，

互相换工支持，有了好收成。第二年，更多“女户”
加入进来。

随之，村里建起了十余个互助组。当年底，在
韶山，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达到 348 个。

不久后，意外却降临了。一天晌午，汤瑞仁正
牵着黄牛耕田，牛停滞不前，她挥鞭吆喝，竟惹得
牛掉头狂奔，一不小心，耙土的铁耙齿将她的左小
腿戳了个对穿。

汤瑞仁咬紧牙关，将扎穿左腿的铁耙齿拔出，
再抓起一块泥巴压在伤口止血，用一根扁担支撑
着身体，一步步爬回了家。

没过多久，腿伤还没好全，她又下地干活了。
那几年，公公婆婆先后离世，家中仅剩一人。犁

田耙土、洒谷插秧、担粪挑土……日子一年年过去，
她守着这个家，凡事从不落于人后。

人们都说，韶山冲里有了一位“铁娘子”。
1955年 8月，离家 8年的丈夫，终于寄回一封家

书。她这才得知，毛凯清参加了湘西剿匪战和抗美援
朝战争，在朝鲜战场荣立二等功，是最后一批归国
的志愿军，当时正在东北任教官。

汤瑞仁请人写了回信：“家里备好酒菜，等你
归来。”

“半边天”

回到家乡的毛凯清，只匆匆停留 20 多天，又
回到了东北部队。

1956 年，走上集体化道路的韶山开始兴修水
利，在开山炮的轰鸣声中，怀着身孕的汤瑞仁也走
上工地，挑土担石。

那年的一个夏夜，独自在家的汤瑞仁生下了
儿子，取名毛新飞。

1959 年 6 月，毛泽东回到阔别 32 年的故乡韶
山。据汤瑞仁回忆，一天，毛主席走进她家中，坐下
聊天，问她怀里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又叮嘱她，孩
子是革命军人的后代，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说完，
还接过孩子抱在怀中。

短暂的相聚，让汤瑞仁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此
后，她将儿子改名毛命军。“希望他成为革命军人，
保家卫国。”

1961 年、1964 年，汤瑞仁先后产下女儿毛桃
芝、小儿子毛军。与丈夫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她独
自抚养 3 个孩子长大。

现龄 58 岁的毛桃芝记得，母亲会把她背在背
上除草、摘棉花，挑稻谷时，男劳力挑两筐，母亲也
挑两筐，“撒开大脚丫就往前赶，从不落后。”在韶

山连续大丰收的那几年里，母亲每年能挣下数千
工分，是普通女劳力的两倍。

当时，韶山冲实行工分制，男劳力十分工一
天，妇女七分工一天。“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应
该同工同酬，做什么样的活，领什么样的钱。”汤
瑞仁一席话得到大家的支持，生产队由此改变了
计工分方式。年底，她当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

20世纪 70 年代初，为抵抗干旱灾害，治理韶
河攻坚战打响，汤瑞仁带领着韶山公社的“铁姑娘
战斗队”走上工地，挑土打夯。

大约也在此时，14 岁的毛命军参军了。临行
前夜，汤瑞仁为儿子缝制了一个白布袋，绣上了
“平安”二字，装上干粮。“当年你爸离家参军，成了
战斗英雄，你也要像你爸一样，为毛主席家乡争
光！”

毛命军先后进入了“黄巢岭英雄连”“三八线
尖刀英雄连”。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毛
命军参战。他写来家书告诉父母，“我不会给毛主
席的家乡人丢脸，已经做好了牺牲在战场上的准
备。”

毛凯清和汤瑞仁含着热泪，给儿子写了回信。
信中说道：“孩子，你是毛主席的宗亲和邻居，是韶
山革命军人，你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怕困难，
不怕流血牺牲，要勇敢地上前线，多打胜仗……”

毛桃芝记得，信寄出三天后，母亲的一头乌发
变得灰白。

“汤妈妈”

20世纪 80 年代初，分田到户开始施行，老百
姓过上了温饱日子，韶山也成了旅游风景区。

旅游业越来越红火，农忙之余，人们在小山冲
里摆起了各式摊点。汤瑞仁也动了心，告诉老伴和
儿女们：“听说深圳在搞经济特区，鼓励经商。”

丈夫却喝止了她做生意的想法：“你要是敢去
搞那个‘资本主义’，就别回这个家门来！”

汤瑞仁偏不信邪。1984 年夏天，她用一块 7
毛钱，买了两斤绿豆、一斤白糖，熬了两大桶绿豆
粥，挑到村里的小路边。

“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躲在路边的大树后面。
来了个游客，问‘稀饭卖吗？’，我说‘你喝吧，看着
给’，第一天就赚了 5 块多。”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
汤瑞仁对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渐渐的，她开始一边卖稀饭，一边摆摊卖纪念
品。3 年间，汤瑞仁成了韶山村的万元户，她毫不
吝啬地将经验与村里的姐妹们分享，劝她们奔

市场。
“我最开始做生意，就是搭帮汤阿妈（汤瑞

仁）。她劝我自力更生赚些钱，还带我进货。”毛
淑娥老人回忆，是汤瑞仁带着她靠卖纪念品
致富。

紧接着，汤瑞仁又迈出一大步——
1987 年 3 月 8 日，“毛家饭店”开张了，就

开在与毛泽东故居一塘之隔的自家老屋，几张
四方桌摆上农家菜，引来源源不断的客人。

生意起来了，流言也跟着来了。“她还是毛
主席的邻居，却赚游客的钱，真不体面”……面
对议论纷纷的人们，汤瑞仁理直气壮：“我就是
要接待好‘毛主席的客人’，不偷不抢，哪里丢
人？”

1990 年夏天，一个外国记者到“毛家饭店”
用餐，问汤瑞仁：“如果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你
这饭店还能开得成吗？”

“毛主席领导穷人求解放，就是想让我们从
贫穷走向富裕。”汤瑞仁回答。为了招待外国客
人，花甲之年的她又学起了外语。

1993 年底，毛家饭店的第一家分店在北京
开业。继北京之后，店又开到西安、南京、广州、
重庆……汤瑞仁戏称，这是“乡里妹子进城”。

毛桃芝记得，毛家饭店在乌鲁木齐开业时，
母亲赶到新疆，第一件事就是去孤儿院捐款，又
邀请老红军到店里相聚。这些年，毛家饭店有个
规定，对老红军、全国劳模、烈士遗属一律免费。

在韶山冲里，没有人称呼汤瑞仁为“老板
娘”“汤总”，大家都习惯叫她“汤妈妈”，如今又
有许多人叫她“汤奶奶”。

因为难忘幼年的讨饭经历，汤瑞仁近年来
陆续资助了数千名贫困学子，全资助养了 23 名
孤儿；早在 1996 年就拿出 10 万元积蓄成立了
教育基金会；捐资修好了韶山学校门前的
路……她常常收到贫困学生寄来的感谢信，每
一封都小心珍藏。

身为军属的她，也与毛泽东故居警卫班战
士们结下深厚情谊。1987 年，战士黄一山的母
亲病重，她汇去 400 元钱；家境贫寒的战士马中
生考上一所学校，她资助学费，为他添置学习生
活用品；战士张亚辉深夜急病送医，交不上医药
费，她让女婿赶到医院送钱救急；毛家饭店的厨
房晚上从不上锁，供值夜班的战士们自行加
餐……

这些年，毛家饭店发展迅速，汤瑞仁立下店
规，要求下岗职工、退伍军人及贫困家庭子女在

员工中占比达 70% 以上。
今年春节刚过，一位中年妇女来到店里，见

到汤瑞仁就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汤妈妈，20 多
年前，我带女儿到韶山，身上没钱了，路过你的
店，女儿哭着喊饿，你给我们做了红烧肉。走的
时候，还给了我们 100 块钱。现在我女儿长大了
赚钱了，我是来还钱的。”

汤瑞仁没有收下妇女还的钱，却请她吃了
一顿饭。临别时，又叮嘱她，“有空的时候，再回
来看看。”

“90 后”

1999 年，一场车祸让汤瑞仁失去了小儿子
毛军，2005 年，丈夫毛凯清因病去世，2012 年，
大儿子毛命军患癌撒手人寰……接连失去两个
儿子和丈夫，毛桃芝曾担心，悲痛欲绝的母亲会
不会从此一蹶不振？

“可是，妈妈奇迹般地振作了起来。82 岁这
一年，她迷上了书法和绘画。她把悲伤、思念和
坚强，都一笔一画留在了铺陈的白纸上。”毛桃
芝说。

她清楚地记得，2013 年 6 月 19 日，母亲
从衣袋里小心翼翼掏出了一封入党申请书，递
给她。“桃芝，40 多年前我就想入党，可那时我
不会写字，请人写的申请书不算数。现在我能
写了，你帮我好好看看，写错字了吗？”

申请书写得很朴实，可一笔一画端端正正，
没有错别字。

第二天，83 岁的汤瑞仁郑重地向韶山村党
支部书记毛雨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4 年 7
月 1 日，汤瑞仁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毛主席说，要为人民服务。我是个小小的
个体户，也是人民的服务员。”毛桃芝说，这是母
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老人最不喜欢被人
称为“企业家”。

今年 8 月，记者三次来到韶山，与老人聊
天。前些年，毛家饭店搬出了核心景区，扩展了
总店面积，她如今住在总店楼上，每天仍坚持到
店里招呼客人。

装修朴素的房子里，有一间画室。书桌上铺着
宣纸，汤瑞仁弯着腰，低下头，认真书写着“不忘初
心”四个大字。她的身后，是各种各样的画作，有
壮硕的骏马、开屏的孔雀、葱茏的草木、烂漫的
鲜花……那些书写着“学无止境”“美丽人生”的
书法作品，一笔一画规规整整……

这些色彩浓烈、笔锋饱满的绘画和书法，无
一不在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仿佛点亮了整间
画室，五彩斑斓、生机勃勃。

她悄悄告诉我们，自己最喜欢夏天。她打开
卧室衣柜的木门，里面挂着几十件五颜六色的
旗袍，说自己可以“一个月穿得不重样”，脸上是
孩子般的骄傲。

如果看见她脚蹬高跟鞋健步如飞的身影，
很难想象，这位 90 岁的老人，一生曾十次受伤、
罹患癌症，至今身体里还嵌着钢板和钢钉。

她玩转微信，每天都更新朋友圈，时而是与
朋友、客人们的合影，时而是加了各种卡通滤镜
的小视频自拍；她自学了钢琴，凭着在琴键上标
注 1234567，敲出了《东方红》的曲调；她说自己
“虽然 90 岁了，但 90 岁也是 90 后”……

2019 年盛夏的傍晚，汤瑞仁身穿旗袍、脚
踩高跟鞋，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过洒满夕阳余晖
的塘边小路。火红的旗袍，衬得她银发如雪。她
忽然停下了脚步，凝视着不远处的毛泽东故居，
沉默了好一会儿。又回过头，对我们说——

“我经常做梦回到这里。以前总说，站在韶
山望北京，站在北京看世界。可走得再远，这里
才是我的家。”

“我是毛主席的邻居，不能给他丢人”
毛家饭店创始人汤瑞仁 83 岁申请入党，“我是个小小的个体户，也是人民的服务员”

▲ 2019 年 8 月 27 日傍晚，汤瑞仁走过湖南韶山景区内的南岸塘边。 本报记者袁汝婷摄 ▲汤瑞仁早年在田间劳作。（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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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柳王敏、袁汝婷

10 月 10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 2018 年和
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波兰作家奥尔
加·托克祖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此前，在海外博彩公司公开的赔率榜上，湖南
籍女作家残雪赫然在列，且排名一度超过日本作
家村上春树。

虽和村上春树一样无缘诺奖，但残雪的知名度
在国内大幅提升，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她。

有“写作女巫”之称的残雪，本名邓小华，
1953 年生于长沙，祖籍湖南耒阳。残雪著有《五香
街》《吕芳诗小姐》《赤脚医生》等作品，累计 700 万
余字。

此前，残雪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她的
很多作品都较为难懂，有人说当她的书迷“有门
槛”。但在海外，残雪颇有名气，是作品被译介到
海外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
赞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一位很特别的作家”。

近些年，残雪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极少公开露
面。66 岁的她生活简单宁静，作息规律，每天花一
小时写作，热爱哲学，坚持跑步，不喜社交……在
诺奖公布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来到湖南文艺
出版社，并电话采访了残雪。

“有点意外”，也“有些困扰”

在云南西双版纳 ，残雪过着一种十分规

律、少有人打扰的生活。她很少出远门，每天坚
持跑步，在傍晚七八点时，写作约一小时。

“我跟残雪接触有约 1 0 年的时间 ，邮件
往来有近 8 0 0 封 ，是我与所有作者邮件联系
中最多的一位。残雪不用微信，专注于她的文
学和哲学。30 年来，日复一日地过着‘单调刻
板 ’的文学生活 。”湖南文艺出版社负责残雪
著作的责任编辑陈小真说。

“成为诺奖热门人选，有什么感想？”这几天，
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平静，
甚至对应接不暇的采访，感到有些“困扰”。

记者：成为诺奖热门人选，您有什么感受？
残雪：有一点意外 ，我估计得不到 ，但这

也 说 明 这 届 诺 奖 评 委 比 以 前 开 放 ，水 平 高
（笑），重视高层次的纯文学。获诺奖的作品需
要有读者基础 ，虽有些专家和研究者特别推
崇我的作品，但读者群还不够，广泛的影响还
不够，还要等好长时间。

我最崇敬的两位作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都没有获得诺奖，因为他们的作品开始时比较小

众，但他们的影响比有些得奖的作家要大得多。
记者：这些年来，您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

哪里？
残雪：主要来自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敏感

日积月累，从深处爆发出来。我不需要特定的灵
感，我每天都有灵感，每天规定自己写一个小时，
也不太需要构思。现在写作时间有时候缩短了一
点，四五十分钟，年轻的时候每天写一个小时，写
得很快乐，也不构思，大概八九百字到一千字。

写作得有一种节奏，不能天天打电话、接受采
访，这样会有干扰。我现在住在西双版纳，没有干
扰，也不怎么接电话，每天白天看哲学书、写哲学，
晚上就写一个小时小说。

作品中有来自家乡的灵感

残雪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在湖南度过。岳
麓山下的生活，在她生命中烙下深深的印痕，折射
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她曾做过街道工厂的工人、
代课老师、个体裁缝……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生

体验。
采访中，她的普通话里仍带着一口乡音，说

起家乡，就轻轻笑起来。在好几次采访中，她都
提到了同一个长沙方言词，“死火”，并将之形容
为湖南人的本事之一。在长沙话里，它是“到位、
到极致”的意思。

记者：您是在长沙长大的，在您的作品里也
会有长沙的影子。您觉得家乡对您的创作有潜
在的影响吗？

残雪：我的作品中有家乡的灵感，生活在哪
个地方，扎根在哪个地方，都会受到影响。我在
长沙生活的时间最长，受的影响也最深。我有一
本书叫做《趋光运动》，里面好多都是以小时候
生活的地方为背景的。我是长沙人，关于长沙的
记忆，那是魂牵梦萦的，改不了的。

作品是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

自 1985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残雪已坚
持写作 30 余年。在国内文坛，残雪的作品往往

以艰涩难懂、意蕴幽深而著称，她曾撰文说自己
“做的是没有退路的实验文学的实验，创作素材
取自人的灵魂深处，属于心灵探索的层次”。

陈小真介绍，长期以来，残雪的文学作品在
海外声誉颇高，在多国出版，在国内则因“阅读门
槛”而略显“小众”。然而，近年来，残雪深刻感受
到，国内的青年读者成长非常之快，水平甚至超
越了国外读者，“我深深感激我那些青年读者”。

记者：您曾说过，您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
写给青年人的，怎么理解这句话？

残雪：我写的是寓言式的作品，是一种扎根
在现实日常生活中间，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老
了，可能就看不到那种理想了，但是年轻人还是
有可能看到的。

记者：从您的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来看，您
认为，文学对青年人的精神世界起到怎样的
作用？

残雪：文学能够改造人格，不光是精神世
界，还有肉体世界，也就是日常生活，如果读我
的小说，真的看进去了，我觉得都能有改善。我
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研究才能叫做
“看”，非得要研究，才能叫读我的作品。

记者：很多人说，您的小说不容易读懂，但
读懂了就会非常喜欢。您对读者抱有怎样的
期待？

残雪：我的很多读者是热爱生活、有理想追
求、读过很多文学和哲学作品的读者。可能暂时
没读过哲学，也可以，但一定要是读过很多文学
作品的，才有比较，才能看得出高低。

虽无缘诺奖，但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她
——专访 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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