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人故里的
□李玉上

听说望城夏日融晴小区新近开了一个名曰“好人故
里”的茶室，很有名，家住栖霞的秋林便约了我和夏雨，要家
住望城的封子健请我们几个旧时同窗前去呷茶。

吃了晚饭，从湘潭一溜烟几十分钟，我就到了“好人
故里”茶室的门口。

楼道两侧的墙上挂满了镜框，一侧全是雷锋从望城
到抚顺不同时期的照片， 一侧全是雷锋事迹的剪纸作
品。 大厅正面墙上挂着两个大镜框，一个是身穿军装、胸
佩奖章的雷锋像，一个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
词……每面墙下是一排书架，书籍满满地摆放着，标签
分别为“雷锋日记”、“雷锋影像”、“雷锋人物”、“雷锋研
究”等。

见此光景，我说：“你们是喊我学雷锋来了吧？ ”
坐定，我又环视了一下茶室，说：“茶室竟然用‘雷

锋’来装修，想得出啊……”
封子健说：“雷锋是望城的骄傲， 也是望城的品牌，

望城当然要打这个牌啊。 ”
秋林说：“牌不牌的，我看都是形式主义……”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一杯茶放在桌上，揭开杯盖，一

股浓香扑鼻而来。 看那杯盖，只见环形绕着“可以清心
也”五个字，我有意无意地念着：“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
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 ”

封子健呵呵一笑， 接了秋林的话说：“就说这茶吧，
这杯子是我们铜官窑产的，茶是我们格塘产的，格塘茶
这个内容用铜官杯这个形式来体现， 我觉得就蛮有韵
味。 任何事物有内容就有形式，学雷锋当然也得有它的
形式，只是不能搞成形式主义。 ”

秋林说：“那你就说说你们学雷锋的内容噻。 ”
夏雨说：“快点讲咯。 ”
封子健说：“好吧。 就说白箬铺镇的那个村支部书记

朱书记吧，二十几年前放弃了年薪20万的优越工作回村
担任月薪120元的村官。 为改造农网，他竟然‘挪用’了孩
子上大学的学费；为修渠道，他还‘挪用’了妻子的手术
费；为落实抗灾资金，他陷在雷高公路上蜷缩了一夜；冰
灾那年，为铲除冰雪供村民出行、孩子上学，他摔伤了尾
椎骨……你们看看，这样的事是不是真正的学雷锋？ 这
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受到敬佩？ ”

我赶忙说：“是的。 学雷锋就是要领导带头，群众参
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

“你这话对了。 有一个姓舒的离休教师，离休28年为
28所中小学义务上校外辅导课600多堂， 听课的老师学
生将近20万人次。 据说，他撰写的讲稿可以装满3麻袋1
木箱……这就是群众自觉参与啊。 ”封子健说起这些，陶
醉得摇头晃脑的， 好像这些事是他自己做的，“你们说，
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受到敬重？ ”

秋林说：“是的是的，这就是所谓‘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的师道精神，值得敬重。 ”

“算你有点良心。 ”封子健说，“望城雷锋纪念馆有个
女宣讲员，姓谭。 幼年时不慎烫伤了双手，双手从手腕部
分全部截除，是个残疾人。但她无手亦能写春秋。曾成功
组织参与了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雷锋纪念馆的讲解接待
工作。后来，她又主动接手了馆内的档案工作。这对于一
个没有手掌和手指的残疾人来说，困难是超乎我们的想
象的……想想吧，她，一个没有手的人，剪贴时用手腕夹
住剪刀用胳膊压住报刊、装订时用手腕夹住针用双膝固
定卷宗再将线穿进针眼的动作， 这是一种怎样的艰辛，
又是一种怎样的伟大啊！ 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敬仰？ ”

大家都不出声。 半晌，夏雨说：“嗯。 艰辛，伟大。 值
得敬仰。 ”

服务员来添茶水了：“今晚你们打不打牌咯？ 要打的
话，我去准备一下。 ”

秋林说：“打。 就打雷锋牌———听子健同志讲当今雷
锋叔叔的故事。 ”

……
从茶室出来，感觉清风徐来，爽气盈胸。 抬头望了一

下天空，只见月朗星稀，夜色静谧，心想：明天一定是个
晴朗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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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红雪相识20年了。 自1992年春
阔别40年后回乡认识他， 便觉其诗像他
的笔名一般颇为另类。 本来是尚未长胡
须的愣青， 又爱诗如命不足为奇， 但其
出现在一个偏远山村的乡政府中， 仍不
免令人诧异。 虽然， 那时被称为 “朦胧
诗” 的新潮已出现多年， 我自1984年开
始编选的每年一本的 《青春诗历》 特别
在青年群体中风靡， 从第一本舒婷、 北
岛、 顾城等136人的彩照随同作品登场，
各种流派的青年诗人相继翩联入选 ，
《1993年青春诗历》 就选入了他的 《坠
落在草叶上的星星》。

最初的印象， 是觉得他对诗的感悟力
极强， 但也过于恣肆。 如一匹野马， 不是
由缰， 而是本来没有辔头， 不管前面是广
漠平原、 高山峡谷还是湖泊湍流……肆意
的奔跃， 不知将奔向何方？ 待到1994年
在第4期 《芙蓉》 杂志发表了他的长篇
散文诗 《永远的青果》， 发稿前编辑向
我热烈赞扬； 尔后他又接连在 《诗刊》、
《星星 》、 《绿风 》 ……上遍撒缤纷花
雨， 诗集一本接一本来到我的案头， 有
一本 《碎瓷的眼睛》 还请我写了序言。
原来， 这匹野马的四蹄根本未曾落地，
而是如同飞鸟， 在理性与感性交织的蓝
天里飞翔。

白红雪艺术感觉敏锐而触须多变，
思维空间里如有巨蛟肆搅而不时有巨浪

翻腾。 他自以为： “真正的诗只是一种探
险， 永远向人类灵魂的深处。 同时也向人
与物的交融处， 并企图找到时间与生命的
可逆点。” 亦即着力从事物中挖掘所潜藏
的象征意义， 以成为沟通外界事物与内心
世界互相感应的桥梁。 他在探求， 他在寻
找 ， 那一属于自己的 、 个性化的诗歌品
格 ， 张扬一种内在的不受羁绊的倔强精
神。

于是， 他服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全
力卷入了和语言的搏斗。 白红雪的诗， 从
一开始就显现出语言的组合颇为颖异， 令
人感到惊讶。 往往于诗中感受到他的激情
迸发， 而意象的闪烁则令人眼花缭乱， 思
绪的奔跃亦令人难以捉摸。 在和语言的搏
斗中， 所持的似乎是一把双刃剑， 不知他
如何避免自己碰伤？

我曾和他屡屡谈诗 ， 他又曾说过 ：
“诗是一种生命内在的原始冲动， 一种震
波； 同时又与外在社会的挤压有关。” 前
半句类似古人所说的 “诗为心声”， 后半
句也十分具有普遍性， 诗人的作品中总沉
积着各人所处生存环境的人生体验， 外在
的挤压尤其是一种诗情的催化剂。 但经历
相同灵魂的感应未必完全相似， 同在一个
屋檐下并不都会成为同一群体流派的诗
人。 闯入缪斯园里的牧童也许是出于好奇
心的驱使， 只有时刻感受到外部世界与内
心世界相碰撞而思绪万端必须宣泄的人，

才会去寻找一张属于自己的竖琴。 白红
雪在 《一次梦游中的采访》 曾回答 “为
什么我就被文学给掐住了脖子？” 可资我
们了解个中消息。

白红雪曾一再向人列举他最喜爱的
中外诗人。 中国古代他最崇拜屈原和李
白。 李白纵横的气概吞吐霓虹， 没有人
不喜欢他， 固无论矣； 而屈原则是 “前
卫” 诗人的老祖宗， 只是当时使用的语
言和今天的差异太大了。

外国诗人他最喜爱圣琼·佩斯 、 狄
兰·托马斯、 帕斯捷尔纳克、 马拉美、 拉
金。 当代诗人他最钦佩昌耀和海子。 他
之所以崇拜这些心中的偶像， 其根本原
因是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找到了共同点 。
从他新近出版的长诗 《千高原·百兽眼》，
就可见到他追寻海子的足迹。 他在 《一
封致法国读者的信》 中， 自认为在自己
的诗中 “肯定有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象征
主义 ”， 亦即受马拉美等外国诗人的影
响。 其实， 诗艺无分古今中外， 影响亦
是互相渗透。 因此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细
辨起来， 我以为仍然是传承中国古典诗
歌中的提炼语言与摄诸意象， 审美取向
是追求物我相契和情境谐融。

任何一位有个性的诗人都不是从象
牙之塔里蹦出来的， 总是与生他养他的
土地有紧密的联系， 流行语称为 “接通
地气”， 乡土的自然环境， 山川气象， 人

文历史 ， 民风习俗凝聚在他的创作中 ，
形成一种独特的内在精神。 白红雪除了
从军在外的数年 ， 一直与乡土相厮守 。
他的家乡新化， 史称梅山， 实际不是一
座山的名字而是地域的总称 。 古老的
“梅山文化 ” 因极富地域特征而闻名遐
迩， 神奇险峻的山岳显示出刚毅和倔强，
原始的巫风神秘而恣肆地在广袤的原野
飘荡。 勇于进取的 “梅山蛮子” 尚武崇
文， 历史上英才辈出。 一条贯穿全境的
资江在三湘四水中以高山峡谷、 急流险
滩著称， 就像诗人在长诗 《千高原·百兽
眼 》 的一章 《资水就是她 》 中所吟唱 ：
“在神话的悬崖边/在巫术的沙洲上/……
/你的箭矢独辟蹊径/悄悄引领我穿过汉
唐/……/是你的柔情造就了雷霆万钧 ”。
首尾沅湘， 曾经孕育了屈原的许多瑰丽
华章， 《天问》、 《九章》 “与日月兮齐
光”， 《九歌》 更是受巫风启示而产生的
极真诚美丽的绝唱。

我们现在来解读白红雪的诗， 评论
家们或许会找出他受这种那种主义的影
响 ， 列出好些时下从外来引进的名词 ，
实则最初的创造者曾经都吟唱在中华的
大地上， 而且， 表达所使用的汉文字信
息量远比外国语言丰富。 白红雪诗歌创
作的基因， 原本来自他的母语， 其富于
彩色的诗魂， 是因为流淌着梅山文化的
血脉而仰头天宇的歌吟。

□白红雪

我轻轻地一挥手， 赶走了群山。
你去吧。 牧鞭给你。
———我不是你的牧马人了！
负重的牛， 在呼唤我， 我不能背叛。

1

甜甜的月亮问我： 喝一杯米酒么？
那一坛亘古未揭的酒一定很醉。
我真怕……
（你投下的蛊失效了吗？）

2

摘一枚果子给你， 是因为阳光依然盛开！
千年的银杏， 与我同唱年轻的歌曲。
———歌声如药： 治愈了最美丽的病。

3

你知道吗？ 台风穿越的村庄没有禁果。
鸟声涨起来， 再一次淹没远方。

4

被你热爱的太阳， 仅仅是一块烧红的丑石。
坠落以后， 所有的辉煌都是灾难。
命运之河， 你不可以横渡了！

5

金子的闪光也是谎言吗？
真理如云。
生命的花朵， 不会在岩石中开放。
（你不要欺骗我！）

6

我与你分裂在稻草的周围。
泥土很瘦了。
唯有眼泪， 是一种复合肥。

无辜的青山
诗与帆远去了。
我的手掌也汹涌澎湃。
海草的欢笑与痛苦都随风飘逝。

1

山是无辜的， 积聚了那么多落叶。
每一片落叶都是忧愤啊。
草与树都不理解， 其根， 又扎伤了泥土。

2

你的裙角又在记忆的风中肉感我！
那一片沙滩悄悄红韵起来。

3

母亲的白发与稻草相似： 永远被命运之牛热爱。
我流浪一生也走不出母亲的白发。
稻草与牛是我的栅栏？

4

那时， 你泉水一样逃避了我！
趁月光还甜， 你应该归来。
所有的路都开满了苦菜花……

5

与春天一起欣欣向荣的， 还有石头。
种子与石头无缘么？
我的生命———因等待你而风化为泥———任你生根发芽。

6

当那片落叶重返枝头， 你无论如何得亲近我。
森林的梦， 是太浓太美了， 像你的睫毛。

7

我的目光如草， 却不能绿化你。
你的温情是一场雪吗？

因挂职锻炼的缘故， 在湖南
理工学院东院， 有了一处临时居
所。 每逢周末或感觉身心疲惫之
时， 便会和家人到此小住。

不是因为这里居室有多大，
有多好， 而是因为这里树木繁盛，
空气洁净， 适宜人静处。 特别是
行走在院子里蓬勃生长的树木间，
那种步步生香的感觉总让人留连
忘返， 闭目闻听， 似乎连这里的
鸟声也染上了某种香香的气味。

我喜欢上这种气味。
桂花香浓， 浓得不忍挪步。

初进东院时， 时值初秋， 树树枝
叶正可劲地长， 花儿正挤挤挨挨
地开。 远远地， 见有几棵桂花树，
还来不及细嗅， 桂花所独有的馨
香味， 便一阵阵奔扑到鼻子底下；
就在你不经意的遐思间， 浓也好，
淡也好， 离去了， 还有远香。

如果说东院是中年的走廊，
那么南院， 则是青春的九曲回廊。
我常常在傍晚， 过桥到南院循南
湖边漫步。 可随便走到哪里， 香
香的物种， 除了树， 还是树。 但
在这里， 常规的树种， 却因与南
湖水毗邻， 多了秀丽之姿， 多了
温润之美。

香香的湖边小径， 是曲折的
心事， 湖边婆娑的树影， 是青春
的诱惑。 男孩女孩读书累了， 携
手走在寂静的小径上， 让心思如
花绽放， 一个真正难忘的嬉戏童
年即怀揣永远。 “让心灵像湖光

山色一样明净” ———谁说这里又
不是课堂呢？ 湖边石上如湖水般
色淡的文字， 其实只须一眼， 便
深刻在了男孩女孩的心中。

哪怕是夜晚， 连落叶， 也留
人步。 随便走向哪一条路， 落叶
不像叶， 倒像了一张油画毯。 叶
儿越是落下的， 色儿越是艳， 艳
得人的脚都不敢踩踏上去。 还有
那些成熟过头的野果儿， 像是啁
啾的鸟儿滚落的欢声， 树根下土
坡边， 处处皆是。

在这里， 我耳中的鸣唱， 只
有鸟鸣。

这里的鸟儿不对人欢唱， 只
对每一片树叶、 每一枚花瓣、 每
一滴露珠欢唱。

有鸟儿浸染的笑声清脆， 有
鸟儿牵引的步伐欢实。 有鸟儿栖
身的树木枝条可以作为每一个人
的漂亮衣裳。

鸟语虫声中， 回到陋室， 可
能是孤灯只影， 却并不寂寞。 可
以静坐如佛， 可以拿起橘子闭眼
静闻橘香， 可以听闻鸟鸣声声，
慢慢入梦。 夜到深处， 风开始从
窗外林间跑过来， 翻动树叶， 翻
动书声， 岁月开始在我面前呈现
出原本静好的面目， 慢慢的， 任
思绪将鸟鸣的声音推远， 文字开
始行走在纸上。 这时写作， 因有
鸟声的陪伴， 会显得顺理成章。

鸟声唤醒的早晨， 是斑斓的
早晨。

只要醒在斑斓的早晨里， 就
会有一种跑步的冲动。

与跑道毗邻的球场内， 总有
两三组练太极的老人闻声而起。
他们， 大多是退休的师者， 白如
鸟羽的练功服穿上身， 立马就有
了仙风道骨之神韵。 时不时， 一
只只展翅欲飞的大鹏， 就这样在
他们中间定格。 没错， 他们告诉
我， 这一招式， 正是大鹏展翅。

再跑一个圈下来， 却见林荫
道旁的网球场， 足球场、 篮球场，
三五人跃雀过后， 人， 全没了踪
影。 偌大的健身场， 又成了鸟的
天堂。 常常这时候， 我便一个人
来到鸟儿的近处， 看鸟儿说话，
看鸟儿飞翔， 看得久了， 也由心
儿随鸟儿一道飞翔。

学子， 永远是学院的主角。
上课铃声响起， 喧闹的操场

上连鸟儿也开始让道。
人未到， 便有风铃般脆脆的

笑声传过来， 一阵响过一阵， 像
是放大了的鸟鸣。 那正是一些青
春的身影， 开始在有鸟儿追逐的
地方， 笑得欢畅。

师者为树， 学子为鸟。 一拨
拨鸟儿， 明天会从这里起步， 飞
向哪里的枝头？ 我总忍不住想问。

而我， 人生四十余， 外面千
帆过尽， 我又走向学校。 循学子
一路跑过的林荫小道， 走向树木
丛林， 走向鸟鸣深处， 走向内心
的宁静。

□王珉

站在公交车站牌旁， 身边零零散
散落单着几个等车的人。车缓缓驶来，
几个小朋友奔向车门，簇拥在门口，我
只好让他们先上。 上车后，尚有空座，
我长吁了一口气，气定神闲地坐下了。

在我对面座椅上， 年轻母亲怀抱
中的婴孩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以自
己标志性的微笑来逗弄她， 后来故意
瞪着她看，又不时冲她蹙眉努嘴。暗自
思忖， 婴孩是男是女呢？ 皮肤白皙光
滑，是小女孩么？她似乎意识到我如炬
的目光， 毫无预兆地向我咧开红润小
巧的嘴巴，“咯咯咯”地笑出声来。她清
澈的双眸半眯起来， 和我不太澄澈的
双眸对视， 嘴角幻化为小月牙。 刹那
间， 我的心恰似被人世最温煦的羽翼
抚触，痒痒的，情愫融化在这最纯真微
笑中。

我也如孩子般地笑了， 年轻母亲
也跟着微笑，身旁的人，包括刚刚为了
抢座位还推搡的小朋友， 都感染了笑
意。有人关心地问那位母亲：孩子是女
孩子吗？年轻母亲微微点头继续笑，又
有人不断提问：几个月大等等。整个车
厢中，少了先前上车的生疏和沉闷，洋

溢着一股舒缓、欢喜的氛围。
喜欢婴孩的微笑，我常抱着表哥4

岁的侄子在怀中，爱不释手。世上的婴
孩都有共同点，他们纯净、透明、柔弱。
他们的微笑， 更是世上最纯洁的融合
剂，使得身边的一位位陌生人，一颗颗
把持距离的心，在短短时间内，卸掉了
高筑的心墙，消弭了生疏感。 身边很多
朋友都喜欢婴孩的微笑，他们一笑，似
乎所有花朵都不分季节都为此妖娆绽
放， 所有鸟儿都不分歌喉为此欢呼雀
跃。 婴孩的微笑，藏匿起世间的丑陋，
展现出纯净的美好。长大后的我们，已
然失去了这百分百完美的微笑， 徒留
羡慕，再添欢喜罢了。

暗自思忖， 每天都像孩子般微笑
的朋友， 那他可以称得上是真性情的

人了。这样的人，常带着一种独特的魅
力，周围的人都会被吸引，只因那婴孩
般的笑。我就有这么一位兄弟，他的脸
庞有婴儿肥的特质，和我相处整整3年
高中，现在和我一样20岁出头，依旧笑
得纯真自然，身边总是不缺女朋友。 我
常常戏谑他傻笑， 他每次都不换台词
地问我：“我很傻么？ 真的很傻么？ ”尔
后，我都会宠溺般回答：“不是傻，是淘
气可爱。 和你相识那么久，最喜欢你真
诚的微笑！ ”

佛家亦喜欢拈花微笑。 如果世人
都能像婴孩、孩童般微笑，内心必有一
方纯净整洁的世外桃源。 无论境遇如
何困顿， 都会坚守内心的纯净， 不算
计，不计较。 于是，微笑就有了默然的
禅宗，有了温馨坚忍的大智慧。 不论是
谁，以何种方式传递情愫，最真切温暖
的微笑，便是心的微笑。

冬天老人还在絮絮叨叨
埋怨看不见一朵蓓蕾
小溪已挣脱雪山的怀抱
顽皮地嘬嘴斜眼

桃树还在伸出手臂指责天空
埋怨一朵云给太阳
穿上了臃肿的衣裳
小溪已唤醒鹅卵石上
憔悴的苔藓
把鹅卵石写给春姑娘的情书
一行行濡湿

田地还在拱出来的如火焰
炽热的青草芽儿下伸着懒腰
埋怨犁铧跃跃欲试的嘟哝
小溪已泼辣地掐醒沟渠的
耳朵
嘱咐随时接通与田地的热线

夜色荡漾大地还在温柔乡里
埋怨觅食的麻雀唧唧喳喳
小溪已伸出玉手
挠痒农家屋脊上沉迷
寂静之舞的晨曦的
咽喉

鸟声 起来
（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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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弘征

梅山愣青仰头天宇的歌吟

娓
娓
动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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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溪

邮箱： ruoyu995@sina.com

纯真的微笑

一个鸟声浸染的家
□阮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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