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123456789:;<=>?@AB#
CDE #""" F1=GAH23IDJK#
LMNOPQRST

.UVDWXYT!Z[\])*<^_
`a;bcCdeVDfgeh3Ciejkl
m>8no\pqrs;t$3uet$vwe
t$xy>8VDz\0{|}e~���\E
�ID�m��7���T

���\ ])*E�ID�m��w�
��� $ Z��G����ID�����
8�l��e��� ��et¡¢£¤��
¥¦§¨©��# ��Gª«=GG¬®
VD8¯¤°�±��t¡VD�²T ³*
<^_´ % µ¶'jl·¸CD'jl¹�
º»¼½\¾Z & ¿\³*7ÀÁÂCÃÄÅ
ÆÇ;ÈIE�ÉÊº»ËÌ*Í>T

!"#$
])*�Î$EÏ-.G¥ÐÑ! ' Ò

cT
ÓcÔÕÖ8<^\×É�ØÎÙeÚÛ

�Ü8<^ÝÞT ß$àgáâ\!Z[\³
*<^_`aãE�ID�m�CtÏä
t\ 7s�b_åC6å8E�ID��æ
ç-6T $D'èºÊs�<^_IDéê
�mÓëì\ íZâIîE�ID�mïð

ñòT
³*<^_ºóô�õ��ö])*Ï

-.ÐÑ�ID��÷øùeö])*Ï-.
EÐÑ�VD�mú½�ûùeö])*Ï-
.ÐÑ�VD�²ûüýþ8ø�ù ÿø!
ôâ\»g"�#�ûüi£e��$%e&
'u(�ýûÓ�T

íZ)\ ³*<^_*+ô�ZâID
��+,\|-.vwIDG®;gú/û>
ôâ\01.E23öID�mûü4ù\1.
E5yy23�ID��67ûü4\ 8.
E0<=e0�å23�ID��ûü4\9
7�1:;<eyy=ûe�û�>eûü?
c8@A_BT

%&!'("
;*·e*�CáâtD.EEF3GÉ

Ê\$ceeH@IJ�.¡Ka\Î�LM
�E�ID3NO§T>])*<^__åP

Q8RST
;c3>T*�CC*U1Ï-.EeÐÑ

�VW� $" F1ï�XI\ íZïðñò
/*�YZT*<^_[ø�1ÔÓ.Ee
ÔÓÐÑ�\]ï^XI_`VWa½\b
c6d\³*<^We1.EeÐÑ�XIV
Wèfg !""(T $ÉsÚDE�IXhi
8jk\ *<^_;këIe XIëlÿ¼
½\ f�� ) ZmÜ�XI��0XIï^
noLMïpqr\ s0qr8.EXIg
!'"" 0cµT

;H3>Tt§uv.Ew�ÊxIDT$
*�8Kay\ *<^_zD* #'* {E
|»`�ID}~\ ! % Zºó�� %%""
FÒ�'��.E��e��eª�ÿ»`D
B��TC.E¥���Ê���ID7Ke
���e�M�ÿ��IDÊxÊWT jk\
³*<^_�D*Ï-.Ee ÐÑ���7
�V��IX��\>XO�P��Q��T

;�3>T#"!" Z !" ¿\*�CCD*�
Î.E8E� ¥E�t¡¢½I£�D¤
é¥We\ ¦Ï)*.E�§¨ ©Ï-.
�I£�ª«¬�We� !!" ;®�¯
�WeT

)*+,
�°±�\R>X.EID��8;tY

²>T ³*��·ejlÓ³Y6´�/ëI
µ_e23K¶e��e<^eIée�·e¸
&e¹Ge)�ÿ¢�678.E¥��lI
jklmïðºl`<-6\ íZ�»*.
EeÐÑ�¥��lIÝÞe��¼Ùeë±
¹GÿID½¾»`0µ¿®À8îÁT

³*<^_-.C.E0ëIe23el
�e¹Gÿ�O¢�ÂÉÈB\CÃ¡=G�
�å»`3Ä,e3Åe3Æe3ÇÈe3Oÿ
nB8ïpÉç\ íZ*+}ÓÊjËÌP
QÍÎLÏ\ w��ID<^�PQLÏ8

DÐÑT
³*ÒÓ;FÔ>\°A�ÎEÕ�m�

�T
;ÔÁ>\Ö$Z×8xØ@\³*<^_

�j��¢�í.ÙIîgµ$)*1i+
ÚÛÊ, Ï}Á\ ��ÊÜk+Ý8ÕÞ
gßàáTâZ\³*)*ÐÑ�[ã��Ü
k7�8ãEÕ %' Þ\|�£�äåÙæ8
#" BçÀEÕ\èé�EÕ�£kêëT

;Ô×>\ÖÔê×Áìíî8ïê\�Ê
ðWìíïê8ìíîgßñòìí¶óT

;Ô�>\ÖÔêÚB�¥\/*I·�³
Y7sEÕID�m��æç-6\ µÌô
<^e Ié���¢�õöcî678EÕ
IDêÁ-µ¶\ �t,kÛ»`Ê�Ùê
ÁT

C÷AøÕùú©Ï-.G8��û
Ý\2ò��ID½¾\³*¡üÂã\�ý
;�Ciçe'þá�eëláÿe¢�é�e
�C!"#$>8%À»`áÿ�m\àgð
6]�âZ !" ¿&ÀwxT

;E�ID�m��'Î(,\ )Î*
,T >PQ+M\E�ID�m��,\+Î
-.Ê|8§â�8�/0812\ D£]
)<^c,\+ô*,m3\ Ê4LME�
ID�mO§\]íð��v5ev-evw\
6OCÃ¡=G×Ég7ID¸�e ÚÛ�
Ø8ÈIE�T

!"#$ !" %&' #$ %&' () *+

!"#$%&'
###-./012345678,9:

２０14年9月23日 星期二湘江11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张杨

聋哑棋友
□

姚
子
珩

平生嗜好，交友为乐，或达贵或草
根，或朝夕相处或萍水相逢。然而，经过
时光几十年的冲刷还鲜活如昨的却凤
毛麟角，那位聋哑棋友就是其中之一。

时间倒回23年前，我主政那个位于
湘桂黔交界处的边陲小县。

县委机关是个很破旧的院落，大门
正对着行政街， 距农贸市场也就百余
米，因而这里总是人来人往，煞是热闹。

在机关大门右边不宽的人行道上，
摆着一个棋摊。摊主四十开外，在他身
上看不到季节更替，一年四季总是穿着
一身皱皱巴巴的旧军衣，裤腿常常卷一
只放一只，头发也蓄得老长老长，一副
邋遢相。 唯一给人以朝气的是那双眼
睛， 目光炯炯似乎能看透五脏六腑，眼
帘高频率眨动， 机灵中夹杂着几分狡
猾。

摊主给我最初的印象是默不作声，
习惯于用眼神和手势与人交流。摊主是
个聋哑人，老婆智障，育有一双儿女，靠
摆棋摊维持一家生计。

或许是摊主棋艺高超，或许是人们
出于同情和怜悯，棋摊被拨弄得红红火
火。有挑战摊主破解残局的，有捉对厮
杀的，弈者聚精会神，楚河汉界你来我
往， 杀得难解难分； 观者屏息静气，用
“唏嘘”之声践行“观棋不语真君子”的
行规！ 攻擂失败或对弈投降都要交上2
元摊位费，虽然收入微薄，却只赢不输，
一天下来也要赚个三五十元，全家因此
而衣食无忧。

那是一个微风拂面，春意暖人的傍
晚，我和三五同仁踱出大门作饭后百步
走，闲聊中大门右边传来哇哩哇啦的叫
声，循声寻去，但见摊主频频向我招手，
并不断向棋摊指指点点。

我听懂了他的手语———邀我下棋。
出于新奇，也想放松一下紧绷了一

天的神经，我走向棋摊蹲下身子示意布
局对弈。架炮、跳马、上相、出车，各自按
自己的套路排兵布阵。初次对阵，不谙
对方韬略，都显得防守有余，攻劲不足，
十几回合下来，仍然势均力敌，战斗进
入胶着状态。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设防，
又在聚精会神寻找对方破绽。 关键时
刻，我走了一着臭棋，车吃炮时忘了对
方隐蔽的马，他眼疾手快，瞬间将我的
车提出盘外。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败势
由此铸定。情急之下，我忘记了对方是
初次交手的职业棋人，竟然违背“落子
为棋”的行规，将出局的车摆回原处。刹
那间，沉浸在胜利憧憬中的他一下蹦了

起来，脸憋得铁青，眼睛瞪得滚圆，哇哩
哇啦吼叫着，时而用拇指比划我，时而用
小指比划棋盘：你，县委院里官最大，棋
盘上却是个小人！

我示意再战一盘， 他头摆得像个拨
浪鼓！

在我看来， 他对人的评判是以棋艺
的高下、棋风的好坏作为标准的，我分明
看见他与我交流的眼神里少了几分亲
切，多了几分不屑。

为了恢复那位不能用语言表达正义
刚烈的草根朋友对我的信任， 饭后茶余
我总要隔三差五踱到棋摊边， 观楚河汉
界风云变幻，看红蓝双方短兵相接，不声
张、不指点，当棋坛君子。遇到棋盘有空
闲时，也与之真刀真枪切磋几盘，并自觉
做到摸子即行、落子即止。年长日久，我
的君子形象慢慢恢复， 他对我的信任与
日俱增，莫逆之交由此结成。每当我步行
出入，总要拐到棋摊前拍拍他的肩膀，以
示问候， 车行出入也要打开车窗向其挥
手致意， 而他每次见到我总要翘起拇指
表达赞许，脸上堆满了甜甜的笑。

由于我的光顾，引来了旺盛的人气，
棋摊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 收入日渐丰
厚，摊主也开始注重仪容仪表，衣服上很
难看到油垢， 蓬松的头发被打理得条分
缕析， 脚上常年拖着的布鞋也被锃亮的
皮鞋取代。人靠衣裳马靠鞍，一眼望去，
几多精气神！

当交往衍生出依恋和牵挂， 友谊就
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省城学习两月，惦记着县里的工作，
也惦记着那位说不出听不见的棋友。车
一拐上行政街， 就迫不及待地朝县委大

门张望，但见一块醒目的迎宾招牌取
代了原来的棋摊，我怅然若失！

“棋摊移到哪里去了？”我急声追
问。

司机告诉我，为了迎接自治县成
立40周年大庆，县里正在开展市容市
貌整顿， 出于县委大院的整洁庄严，
大门两边一律不准摆摊设点，棋摊亦
在禁止之列。

“县委大院门前竟然容不下一副
棋摊？”我很是生气。

根据我的指令，办公室安排人四
处寻找，将棋摊从熙熙攘攘的农贸市
场请回原处，大院门前恢复了往日那
处独特风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供职5年
将要离去。

依稀记得离别的场景：院内挤满
了送别的人群，热情的手、温暖的手，
握过一圈又一圈，感激的话、祝福的
话，说过一遍又一遍。上车的时间到
了，我却踌躇不前，若有所失，送行的
人群里没有那位失聪失声的棋友。就
在车子即将启动的那一刻，透过挥舞
着的手臂，我看到小礼堂前的桂花树
依傍着一个人，他穿戴一新，泪眼婆
娑。显然，身份和身体的自卑使其丧
失了挤进圈内的勇气。 我跨步下车，
拨开人群，向小礼堂前走去，双方的
手臂将对方拥得紧紧的……

白驹过隙，离开那座县城快20年
了。那位语障的棋友，是否仍像当年
一样机灵而富有正气，棋盘上的车马
炮是否依旧支撑着那风雨飘摇的家
庭？

昆仑巍巍， 黄河汤汤。 乾坤孕
律，日月循常。天地有信，万物茁壮。
华夏五千年，诚信助兴邦。

炎黄始祖，仰寰宇守矩而奠疆；
仓颉造字，借生灵繁茂之慧光；许慎
说文， 掘先民会意而摹状。 君吐诺
声，驷马难放，从人从言，信用为纲。
诚为德源，言实行芳，诚信互通，共
谱辉煌。

噫乎！昔圣明贤哲，立铜鼎重器
昭诚信图腾， 视诚言信举为美德根
本。诸子百家，明宗阐义，开堂倡律，
著书疏准。孔丘警世：民无信不立，
儒者以忠信为宝！ 墨翟断言： 言不
信，行不果！韩非预测：小信诚则大
信立！“君子之言， 信而有规” 辑入
《左传》，“人之所助，信也”列录《周
易》，“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诵为
《诗经》，“一言许人，千金不易”融进
《资治通鉴》，“内不欺己，外不欺人”
高悬道坛佛厅。

三坟五典，四书五经，儒道墨法，阴阳兵杂，
无不以诚信为基，视其为五常 （仁义礼智信 ）之
要、百行之源、善举之根，纵横阔论，世代相袭，千
载不息，弘扬光大。

国之精粹，远泊五洲。衍生契约主魂，倡导自
由平等， 呵护诚信基因， 渐成西方文明主流精
神，感召贤达文豪力倡笃行。高尔基疾呼：“唯走
诚实之路，归宿问心无愧！”泰戈尔振臂：“虚伪的
真诚，比魔鬼可怕！”西塞罗醒世：“没有诚信，何
来自重安全与尊严！”莎士比亚倡导：“诚信先正
己，他人方效之！失去诚信，等于毁灭自己！”域外
多少哲人共言：诚实是社会力量的象征、是智慧
乐章的主魂、是人生价值的基根，是商品交易的
准绳。

瞩目广览，夫守信与否，乃成功之法宝、失败
之要因。昔圣王禹汤循义讲信而天下大治，暴君
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 历代王朝尊民重信
则昌明鸿达、长荣久安，轻民废诚则晦暗政塞 ，
危厦即倾。人之重信，则业达家旺 ，人之失诚则
事罔户亡。蒋中正不正理政 ，失信民众 ，败逃海
岛。李嘉诚守诚待商，众口皆碑，稳做巨富。

当今盛世，圆梦强邦，政通人和，信用益彰。
守信楷模层出不穷，蔚成风尚；失信“赖王”遭众
唾弃，劣迹难藏。中央倡导制度建设，奖惩严明，
诚信保障。

商业欺诈、制假售劣、偷排污物、偷逃骗税、
学术不端、合同违法……记录在案 ，信息共享 ，
鞭挞失信，媒体曝光，严惩不贷，敬畏高压，无处
躲藏，杜邪从良。定期发布众晓，红黑扬抑周详。
究底穷追猛打，失信众象根亡。

弘扬传统文化，广开诚信讲堂，强化公民操
守，树立诚信理念。纳入学校教育 ，培养行为世
范。公共服务守信，建设公信社会 。深化普诚执
法，健全守信规章。加强组织领导 ，合力齐抓共
扬。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细小落实，持之以恒，久
久为功，机制渐善，环境趋美，措施硬扎有力，诚
信普弥城乡。

个人守信，心想事成；企业守信，业旺品名；
政府守信，颁令即行；社会守信，和谐共荣。嘿矣！
举目四顾，诚推公序良俗，信促世道旺康 ，四面
歌舞太平，八方鸟语花香，倘如此 ，安能不民富
国强乎？

今年暑假，我满怀兴致地去了一趟安化。在
茶马古道上遛马，在云台山观云赏茶，在梅山文
化园看一个倒立的怪人张五郎。

8月20日， 正好赶上读樵冲风景区开园盛
典。山里人勤快，都起得早，早上7点不到，马路
两边已是彩旗飘舞， 喇叭里传来湘籍歌唱家宋
祖英高亢甜美的《好日子》。山里人个个穿着节
日的盛装，不约而同地从山坳里走出来，慢慢在
山道上汇成了一条五彩的人流。读樵冲，瞬间就
成了欢乐的海洋。

读樵冲，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它是茶
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 背靠崇山峻岭， 面朝资
水，古朴的大山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这里盛产黑茶，近年来，黑茶文化行销全国甚至
世界， 黑茶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愈来愈被人
们所接受， 黑茶也渐渐成为了安化的第一大支
柱产业。这里的山泉，从树丛里流出来，从竹林
里流出来，聚集在山溪里，最后汇成了碧绿的资
水河。

河的对岸，是清末两江总督陶澍的故园。
周朝辉，一看就是一个急性子，他出生在读

樵冲，做事一贯雷厉风行，只要他看准了的事，
他就会说干就干。前些年，他做烟花，把十里八
乡的小型烟花企业一起整合， 成为安化最大的
烟花生产基地； 后来又做混凝土， 做得风生水
起，做得稳稳当当，不到十年时间，做成了现在
的星鑫集团。近些年，人们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
大,他又瞄上了旅游业。今年开始，他在他所在
的读樵冲，做起了旅游梦。他要把得天独厚的读
樵冲，打造成为茶马古道上得天独厚的风景区。
风景区的第一道风景，是建造“星鑫楼”。这个性
格急躁的蛮人，没有请大学里的教授设计，竟然
自己画了张图纸， 投资千万元建造了三层仿古
全木结构的建筑，整个建筑没有一颗铁钉，雕梁
画栋，十分壮观。要是到了夜晚，华灯闪烁，金碧
辉煌的“星鑫楼”，像一颗明珠，镶嵌在绿色的资
水岸边。来来往往的全国游客，可以在这里品一
品黑茶，亲自感受黑茶的无穷魅力，观赏梅山文
化的展览，品尝地地道道的安化特色餐饮。

开幕式开始了， 来自省城长沙的艺术家们
挥毫泼墨， 把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奉献给了
读樵冲，艺术团的年轻演员们，把一首首激情澎
湃的歌曲，唱响在大山里头。这时，读樵冲的上
空，响起了激越的哨声，一群大雁正好飞过，飞
成了读樵冲最靓丽的风景。

读樵冲里读风景

□刘宗林

诚
信
赋

□刘迪新

一塘景致 □万宁
再次去高塘，是小雪节气后的第一天。

冬阳依旧灿烂，暖洋洋的，普照着大地上所
有的动植物，倍感温暖的我，想念起田园，
想看看菜地上蔬菜晒太阳的样子。于是，从
株洲河西驱车 ， 进入马家河镇高塘社
区——我省两型社会的示范区。

冬阳下的高塘，安静恬美。村口庭院里
坐着晒太阳的老人与孩子。安详与欢喜，是
老人与孩子的神情。往里走，路旁有村民在
添修侧石， 栽种行道树， 几口干涸的藕池
里，挖土机翻挖着淤泥。村里人说，隔几年
翻晒一次淤泥，莲藕才会长得好。由此，可
以想象来年夏天，田田荷叶间的阵阵蛙声，
荷花与莲蓬多姿摇曳的仙姿。

绕过花猪养殖基地， 见到一水塘的麻
鸭。再拐过几道弯，便是水鱼养殖基地，水
鱼也是贪恋阳光的， 这个季节该是水鱼冬
眠的时候，可是此刻，在水的涟漪间，它们
的小脑袋时时浮出水面，伸着脖子，悠闲地
晒太阳， 岛上成群的黑鸡婆在它们周围游
走觅食。

高塘村依湘江而居， 塘是高塘村的景
致，荷叶塘、大祠塘、青龙塘、打板塘、柘叶

塘、雷公塘……这星罗棋布的水塘，每个塘
名，或景或物，很有故事的想象。当然，这些
水塘大多养鱼，青鱼、鳙鱼、鲫鱼、鳊鱼，在
水里游弋，粼粼波光中，映照着垂钓者欢乐
的闲情。池塘边上通常都是农家乐，人气很
旺。在高塘，遇见一老乡，你随口喊一声老
罗，他保准会应声而答。村里人绝大部分姓
罗，所以农家乐的名字极具高塘特点，以罗
姓人的骄傲橫空而来， 罗家大院、 罗家大
屋、罗家大厨房。

600多年前，罗姓人从江西吉安迁来，在
这片山水的滋润下，罗姓家族出过一位又一
位响当当的人物。高塘是古桑洲罗氏的聚集
地，两地只有半江之隔。明朝时，洲上有个罗
瑶，田地近万亩，他乐善好施，在修建县城
时，他捐了一半费用，人称“瑶半边”。

高塘罗氏的辉煌一定要说到罗典，清
朝的大学者。 他从这里以乡试第一名走出
去，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再转职升

迁。 他曾五次连任岳麓书院山长， 长达27
年，把书院的发展推向高峰。位于高塘村槽
门组的“罗家大祠堂”，罗氏宗祠中间的“明
德堂”便与罗典有关，传说是乾隆皇帝恩赐
建造，老百姓称为“皇亭”。

革命先烈罗哲、 罗学瓒， 也诞生在这
里， 罗哲墓的碑文是毛主席题写。 人杰地
灵，英才辈出，沉淀出这个村庄的厚重。

从一片菜地走过，油菜、莜麦菜、芫荽菜、
雪里蕻、红白萝卜、红白菜薹，南方冬季自然

生长的蔬菜在这片泥土里， 以一小块一小块
的形式，快乐地生长。这块地的主人叫罗坤。

罗坤家庭院不大， 两个空着的车库很
是打眼，这是他们对未来的一种规划，迟早
是要有车的。高塘村目前有100多台车了。

吃过饭，罗坤家里来了几拨客人，都是
些婆婆姥姥，他们是来看村主任罗平的。罗
坤说，我们村的老人好过呢，400多个老人，
全买了养老保险，每月有固定收入，村里还
发放物资。 你不好过吗？ 年轻力壮就要劳
动！凭劳动，你的收入也不错。罗平纠正道。

是。是。众人附和。在高塘，只要你想就
业，就有职位。村企有300多个就业岗位，曾
经的穷村庄，如今人均收入两万多。

这时， 村民们又问起年货与团年饭的
事。村里已办过两次千人团年饭了，回想起
那热闹的场面，在坐的村民眼睛放亮。罗平
说，今年不但要吃团年饭，还要现场杀猪发
放年货。

无法想象那天高塘人的喜悦， 会以一
种什么样的姿态呈现， 我在村民们的表情
中看到了期盼， 那开怀的笑声分明撒落着
幸福，也许喜悦已经开始了。

作家看两型
中国梦·文学梦·湖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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