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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文化》是上世纪桂林市名噪一时的杂
志，在那文荒稿荒的年代，它为我市培养了一批
作家、写手，是桂林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
段记忆。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了，在走过十年特殊时期之后，我们百废待兴的
祖国开始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艺园地正在复
苏，不少好的作品陆续出现。正逢其时，我从市
一建公司调到市群众艺术馆当编辑。在馆领导的
支持下，我们接连召开了两次业余作者会，就桂
林市的文艺创作如何开展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志
们一致认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有发表作品的园
地。经过认真研讨和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试
刊《桂林文化》杂志。

这时馆创编室只有一个同志，还被抽去搞专
案了，后来上了大学，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名存实
亡。我翻看了稿件登记簿，了解到 1979 年上半
年创编室收到作者来稿只有 20 来篇，前两年编
的一本内部资料《桂林演唱》也成了一年编一本
的年刊。我是工人业余作者，虽然写过一些作
品，但这与抓全市的业余文艺创作却是两回事。
成了编辑，角色蜕变，业务生疏，面临着窘迫的
局面，我感到困难重重，不知从何入手。

搭起了台子，就要敲响锣鼓，一个人也要唱
戏。要办刊物，得先发动群众，把信息发出去，
将我们的刊物急需要哪些稿件，广而告之。我油
印了 50 多张创刊征稿启事，四处张贴，八方寄
送。可能作者们当时也很需要发表的园地，没过
多少天，我们便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稿件。我罗
列了不少栏目，有曲艺场，朗诵诗，歌曲，漓江
歌台，桂林山水传说，桂故丛谈，谈山说水，游
记，文艺创作基本知识，山水诗，故事，散文，
通俗小说等，下一步就是选稿，根据栏目要求找
稿子。李育文先生是一个尽职的馆长（主编），
我通过的稿件送给他，他总是及时审读，写出具
体的意见，这给编辑节省了不少时间。我又找到
不少刊物，反复研究它们的特点，决定自己刊物
的风格、样式。接下来就是请人设计封面，著名
金石书画家李骆公先生欣然为我们题写了刊名，
本馆画家邓福觉先生设计了有工艺美术风格的封
面。第一期刊物在漓江印刷厂印制，为 32 开
本， 80 页，印了 3000 册，每册定价 1 角钱。
我用板车愣是从老人山下的漓江印刷厂拉回依仁
路馆里来，虽然流了一身的汗水，但那高兴的劲
儿就别提了！刊物质量怎么样，群众通不通得
过？心里没有底。我们一方面分送一些样刊给业
余作者和专家、领导，登门倾听意见；另一方
面，我还和放假回来的毕浩同志扛着书到阳桥头
去叫卖，为的是更好收集读者的意见。我们悄悄
地跟在买了书的读者后面，偷听他们的议论，听
他们说喜欢哪些栏目，不喜欢哪些文章，以便今
后改进工作。

接着编了第二期稿子。可是问题来了，市里
的印刷厂由于印件多忙不过来，安排不下我们这
个小单业务。这可怎么办哪？刊物不能按期出
版，就失信于作者和读者。我无可奈何，把眼睛

往县里看，坐上火车到永福印刷厂联系，不行；
又急忙赶到鹿寨印刷厂，好说歹说他们接了货，
这才放了心。校对时，我和这时从大学毕业回馆
的毕浩又分别两次到鹿寨，上午坐车去，高速度
校一遍，下午乘火车赶回来。中午根本不能休
息，午饭也是买两个包子在印刷厂应付。

编了两期刊物，得了一些经验，工作起来顺
手多了。 1980 年我们将刊物从 32 开本改为 16
开本，正式编成季刊，印刷量由每期 3000 册上
升到了每期 1 万册。香港著名作家何达，美籍华
裔著名作家聂华苓等也来了稿件。这一年，我们
收稿量达到了 800 多件，我市搁笔多年的一些
作者又拿起了笔杆。给我们写稿的新老作者有四
五十人之多。凭着一股子韧劲，局面就这样打开
了。

由于刊物按期出版，又有一定的质量，从
1981 年起，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桂林
文化》在国内正式公开发行了。据我了解，我区
地、市一级群众艺术馆中，当时就我们这一个刊
物得到了批准公开发行。下一年我们又将刊物改
成了双月刊，最高印量达到 4 . 5 万册/期，刊物
从印刷厂运回来时装了满满一卡车，再不是用一
辆板车可以拉得完的了。结算情况遂人意，不但
回了成本，还小赚了一笔。

不久，纸张提了价，我们的办刊经费自然感
到紧张。为了开源节流，我打听到柳江造纸厂有
“次品”纸出售，于是就和编辑部的同志
（ 1981 年请了两名业余作者张宗拭、汤世民当
编辑，共 4 人）到柳江造纸厂筹集纸张。联系
和押运一车纸回来，往往是清晨上路，要到第二
天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家。这样每吨纸可节约几
百元，解决了不少问题。当时经常给我们投稿的
作者数上升到 100 多人，一年的收稿量达到了
2500 件之多，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市业余文艺
创作初步繁荣的局面正在形成，当然这与《漓
江》文艺杂志（市文联主办）、《桂林日报》副
刊部各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为了提高刊物质量，我们还用办班的形式培
养作者，一方面请大学老师和作家讲课，另一方
面组织作者互相看稿改稿，解决写稿中的疑难，
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办班是以《桂林日报》副
刊部和《桂林文化》两个单位的名义合作的，日
报编辑苏理立老师自始至终参加了工作。我们主
持了两期培训班， 1981 年 3 月和 1982 年 5 月
各一次，每次 10 天。两期培训班，每期有四五
十人参加，大多是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这些人
后来都成了单位的写作尖子，有的成了名作家，
有的还因文笔出众成了领导，比如：王勇、毛荣
生、汤世民、刘志敏、刘血花、麻秋鹤等。直到
现在，我们见面回忆起当年“文创班”的学习写
作情景，还津津乐道，感到学到了知识，丰富了
人生阅历。

当编辑是无名英雄，要有乐为他人作嫁衣的
精神。一篇稿子辛辛苦苦编好了，印成了铅字，
标题下是人家的名字，稿费送到人家手里，作者
名利双收，编辑往往还因注意不到的疏漏造成错

误，挨批评。但是，既然干了这一行，往高尚上
说，是干事业，往低处讲，是兴趣爱好。总之必
须安心地干，快乐地干，想方设法干好来。
于是，我和其他几位编辑商量好，由
我起草了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
章《为无名小辈登上文
坛砌石铺路》。宣称要
给那些年轻的、不出名
的、被大家遗忘了的文学
作者做人梯，让他们堂而
皇之地登上文坛！我们有宣
言，也有行动，两次刊发了
我市青年作者处女作，总计有
13 篇之多。有人说当编辑掌握
了稿件的生杀大权，而对待自己
的稿件，又可以“近水楼台先得
月”优先发表。我警觉到了这种现
象，首先在编辑部提出每年每人在
本刊发稿不得超过两篇。从原则上卡
死了“后门”之风。而我自己 1982 年
全年基本上没有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一
篇稿件。相反，为了业余作者的稿件问
世，我和其他编辑经常三番五次地找作者
商量，反复修改，像青年处女作《看山狗
外传》《露》《粽粑伯娘》等稿件就是这
样。有一篇小说《月光曲》，发稿到印刷厂
后，我们觉得该小说中有不妥之处，为了对作
者和读者负责，我火速赶往印刷厂，花了半天
时间对稿件作了修改。后来这位作者在给我们的
来信中说：“你们为了培养文学新人，真是呕心
沥血！”

我自己是工人业余作者出身，对业余作者写
稿时熬更打夜的艰苦深有体会，所以，我和其他
同志商量后，提出要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的诺
言，不用的稿件基本都能退回给作者，并尽力写
出意见。但是业余作者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时也出现麻烦的事情。比如，我市电厂有位作
者写了篇小说，我们看后作为备用稿提了意见请
他修改。他在我们退稿期间将稿件又投给了另一
杂志社，可能是想试一试我们的“眼力”。但另
一杂志社也未采用他的稿件，他又将稿件原封不
动拿来给我们，说他改不了，要我们帮改。当我
们把稿件打开看时，在我们原批签的意见旁他写
上了“怪论！”“此亦怪论！”等批语，这是考
验我们呢还是他忘记了擦去，不得而知。这使大
家很惊愕。我们提意见的地方就是要改动的地
方，你都批上了“怪论”，你不改，我们怎么好
动手改呢？在馆领导的支持下，我花了一个晚上
的时间写了一封信，诚恳地向他谈了我们的具体
看法。谁知他接信后立即来信反驳和讽刺，弄得
我们个别同志都气忿起来了。按理说，像这种情
况，编辑部是可以不必理睬的，把稿件退回他算
完事。我冷静地想了想，一个业余作者写一篇稿
件不容易，再说，他今后还得写稿，我们不在乎
一稿的得失，关键是要帮助他端正写稿的态度。
于是，我又心平气和地给他写了第二封信，和他

讲道理，进一步指出他不对的地方。后来一次我
出差南宁，与他在火车上不期而遇，我俩促膝谈
心，终于听到了他表示歉意的话。

正当我们兴致勃勃要大干时，馆长传达了市
文化局主要领导的指示，责成刊物改名为《桂林
艺术》。既然是艺术类刊物，就不能发或者少发
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刊物的发行数又一落千
丈啦，回到每期 3000 册。这种状况维持到
1984 年秋季，广西的通俗文学热火了起来，我
们趁势申请改刊为《故事天地》。当时市文化局
主要领导也换人了，不然也改不成。

《桂林文化》 1979 年下半年作为试刊，出
版了两期， 32 开本，每期定价 0 . 10 元，印
3000 册。 1980 年改为 16 开本，季刊，全年出

版 4 期，每期定价 0 .25 元。 1981 年， 16 开
本，双月刊，全年出版 6 期，每期定价 0 . 25
元。 1981 年 10 月起国内公开发行。 1982 年
冬更名为《桂林艺术》，每期定价 0 . 30 元，
至 1984 年秋止。 1984 年年末改名为《故事
天地》，一共出版了 13 期，至 1987 年终
刊。人员方面，从开头任编辑的我、毕浩（后
提升为馆长），到后来陆续调入了李顺九、甘
金山、林枝（美编）、申咏秋。

1984 年年末出版《故事天地》，印量大
幅增加，最高期印数达 150 万册，发向全国
各大城市，广州、上海、西安、武汉等地每期
均发有 6 万册，编辑、发行工作特别繁重，
这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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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文化》杂志出刊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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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桂林文化》

近来，桂林某大学、
临桂区境内某卸油站、临
桂区某别墅区等地绿地，
接连发生大学生和员工被红
火蚁螫伤的事，一时让受害者
谈蚁色变。广西科迅有害生物防
治有限公司(简称“科迅公司”)接到
求援，上门积极剿杀红火蚁，已将 20 多
个单位公共绿化地上泛滥的红火蚁摆平。

某大学发现数百窝红火蚁

日前，桂林某大学接连发生学生在绿化地活
动时被一种小红蚂蚁螫伤的事。被螫伤学生反
映：脚手皮肤被这种小红蚂蚁螫伤后，立即产生剧

烈疼痛，有的还引起全身低烧，过一天后，被螫伤
处便产生水泡，随后变成一个个白色的小脓胞，胀
痛奇痒，让人非常难受，伤口往往 15-20 天后方
才结痂，并且留下很难消退的暗黑色疤痕。

学校相关领导得到情况反映，便请来科迅公
司的石树长董事长到现场查看，发现这种

不时螫伤学生的小红蚂蚁身体不
大，体色呈棕红色，头大屁股也

大，腰身却很细，窝上有细泥
堆，认定这种小红蚂蚁是毒
蚂蚁——— 红火蚁。经清
点，该大学公共绿化地带
共有大小红火蚁数百
窝。

据石树长介绍，
红火蚁是一种外来入
侵有害生物，是农业及
医学害虫，源自南美
洲。它在上世纪 30 年代

传入美国，于本世纪初通
过货柜及草皮从美国蔓延至

我国广东等地区，继而通过草
皮花木或者飞行向周边迁移，目前

已蔓延至桂林地区。
红火蚁臭名昭著，它接触到人的皮肤时会主

动攻击，它发动攻击不是靠嘴咬伤人，主要是将
带毒的尾针刺入人的皮肤注射毒液，让人产生一
股灼烧般的剧烈疼痛，被螫伤处会逐渐产生水
泡，几天内则变为白色脓胞，如果抓破受感染，
治愈后会留下疤痕；被螫伤严重者，会引起休克
甚至死亡。小小红火蚁在国外每年都有螫死人的

报道。除此之外，红火蚁还破坏环境，毁坏庄
稼，因此，红火蚁被列为世界上 100 种危害最
为严重的生物之一。红火蚁特别喜欢在草坪、绿
化带、庄稼地中筑巢，人不小心踩到它的窝时，
它们就会倾巢而出进行攻击，常叫被螫伤过的人
谈蚁色变。

热心服务市民剿杀红火蚁

某大学相关领导了解到红火蚁的严重危害
后，为保护学校师生安全，决定请科迅公司帮助
学校治理这种可恶的毒蚂蚁。

科迅公司消杀人员从车子后备厢取出小型喷
雾器及专业灭红火蚁的药粉，来到学校绿化带，
用工具轻轻撬开一窝窝红火蚁窝，等到众多红火
蚁爬出来四下乱蹿时，便用小型喷雾器将剿杀红
火蚁的特效药粉喷到红火蚁身上及其巢穴内部。
仅仅过了几分钟，大量张牙舞爪的红火蚁纷纷倒
地挣扎，不多久便一命呜呼。

连日来，经科迅公司专业消杀人员连续 7
轮的剿杀，目前该大学绿化地带的数百窝红火蚁
已基本被剿灭。

前不久，临桂区境内某卸油站绿化地带发现
100 多窝红火蚁，已有多名员工被红火蚁螫伤，
单位便自行购买药物进行治理，但效果不好，且
发现原来灭治过的地方又出现几堆小的红火蚁
堆。该单位马上重视起来，请求科迅公司帮忙防
治红火蚁。科迅公司专业消杀人员上门经 3 轮
治理，方才将这些可恶的红火蚁斩尽杀绝。

此前，临桂区某别墅小区的多名绿化员工在
劳动中被红火蚁螫伤。经科迅公司专业消杀人员

到小区清点，仅在该别墅区人工湖的周边就发现
200 多窝红火蚁。经多轮防治，该别墅区的红火
蚁已基本被消灭。

仅最近一个多月来，科迅公司热心服务市
民，已积极上门帮助 20 多个单位剿杀红火蚁，
摆平了一个又一个作恶多端的红火蚁王国，受到
大家的好评。

石树长说，近年来，桂林市区每年都有学生
和市民因被红火蚁螫伤而到诊所、医院打针治
疗；由于被红火蚁螫伤后，疼痛奇痒，康复时间
长，加上被螫伤处一般会留下永久性伤疤，因
此，人们对红火蚁深恶痛绝。

科迅公司剿杀红火蚁有绝招

红火蚁繁殖速度快，生存能力强，人们用传
统的火烧、水灌、捣窝的办法基本没有什么效
果，但科迅公司剿杀红火蚁却有绝招。

据石树长介绍，该公司灭杀红火蚁有 4 种
办法：触杀、胃毒、内吸、扰乱其生殖系统。该
公司使用的各种药物，是专门为治理红火蚁研制
的特效药，只要将相关药物或药剂喷洒到红火蚁
身上或窝上，凡接触到或食用了药物的红火蚁不
多久便会慢慢死掉，及至感染其他红火蚁，最后
引发全军覆没。

石树长说，红火蚁虽小，但迁移繁殖快，一个
地方的红火蚁被剿杀了，但过不了多久很快又会
有红火蚁从附近迁移而来，只有大面积同时防治
红火蚁效果才是最理想的。如果让其泛滥，便会严
重危害到市民身体健康和环境，因此，发现红火蚁
要及时剿灭，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红火蚁在桂林的发现，应引起各级部门
的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要将
红火蚁灭杀在初期！”石树长说。

“红火蚁虽然可恶，但可防可治，市民不
要恐慌！”石树长说，“人们平时在草地、绿
化带、庄稼地上劳动或休闲时，一定要检查是
否有红火蚁窝(有突出地面的细泥堆)，如果发
现有，最好不要踩到它的窝。市民、特别是小
孩，应避免在红火蚁活动区域停留或故意去捅
蚂蚁窝，以免被红火蚁螫伤！”

科迅公司是一家具有国家 A 级资质的专
业有害生物防治公司，业务遍及广西各地。如果
有需要防治红火蚁的单位和个人，请及时联系
科迅公司，本公司的周到服务一定会让你满意！

咨询电话：0773-2858855 13097930986

工作人员被红火蚁咬伤后长出了一个个
“小脓胞”。

红火蚁接连螫伤人 受害者谈蚁色变
——— 广西科迅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积极剿杀红火蚁侧记

▲技术人员在草坪绿
地进行红火蚁防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