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卫星

湘西美景天外天，一路山歌上南山。
日前，由涟源市音协组织的赴城步苗乡采风团，来

到位于湘西南边陲的城步苗族自治县，饱览秀美山水，
吸吮苗乡的山歌营养。

在新铺里，艺术家们追寻著名音乐家白诚仁老师
当年在这里采风的足迹，追忆他当时在这里以苗族山
歌《贺郎歌》为素材，创作出《挑担茶叶上北京》的美妙
情景。城步“苗王”杨光清老人用木叶为我们吹起了动
听的《苗岭的早晨》。

山区的天气犹如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好
好的天气，突然就下起雨来了。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我们走进长安营大寨苗乡。欣赏苗家阿妹的敬茶山歌，
品尝她们献上的香甜油茶，被雨淋湿的郁闷和一路的
劳顿立即烟消云散。

车在峻岭上盘旋， 云在车窗外涌动， 车内欢声笑
语，山歌串串。

南山号称我国南方的呼伦贝尔。登上南山，极目远
眺，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山峦起伏，遍地葱茏。山坡间
的奶牛怡然自得、 星星点点， 宛如天上散落的朵朵白
云。“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不知是
哪位女团员在对面的山坡上亮开了嗓子，歌声随着山
风沿着山坡飘动，时隐时现，犹如天籁。此情此景，令人
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攀“紫阳峰”顶，登“高山红哨”，眺望“老山界”，“八
一”军歌仿佛在耳边激荡!
� � � �上南山之前就听说，南山海拔高，气候多变，一年
有60%是雨天。上山的路上就碰上了雨，因此很担心晚
上会下雨，影响与当地苗民的篝火联欢。没想到夜幕降
临后，半个月亮爬上了山坡。

奶茶飘香，皎月当空；欢歌笑语，篝火熊熊。在篝火
晚会上，两地艺术家们唱起古老的山歌，喝着飘香的油
茶，跳起欢快的竹竿舞，品尝喷香的烤羊肉，大家似神
似仙，如醉如痴……

村垭口
陈华

葫芦村两边大山合抱，两头像葫芦一样
是较宽阔的塅地，中间是狭窄处，叫村垭口。

村垭口有几棵古老的银杏树， 大雪时
节，许多还没掉下的叶片在枝桠上，一片金
黄，恰逢晴好天气，午后的阳光照耀着更加
金黄灿烂。两头葫芦的老人们喜爱聚集在树
下坪里晒太阳聊天，说些笑料，也议论些世
事。

80多岁的何四老倌满头银发，也被阳光
浸染成金黄色，他向大家说，上午有辆轿车
停在那边大屋场，下来五六个人走过去到石
二伢子屋里吃中饭，不准杀鸡，不准去称肉
打酒，只吃白菜蕻子和煮萝卜。他堂客讲，幸
好家里有块腊肉才让煮了。

是当官的不？如今讲么子“八项规定”，
乱来不得的。有人问。

何四老倌抹抹嘴巴说，听石二伢子堂客
讲为头的叫么子书记。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这里是扶贫
村，道路刚刚打上了水泥，听讲还要把电视
和网络线扯进来，莫不是乡里陪上头哪个局
里大官儿来了？来了大官儿好哇，拨点钱进
来建设好葫芦村吧。 何四老倌叹了一声
气———唉，葫芦村真穷，麻雀子飞天上看，不
去边远冲旯！

说话间，石二村长送那帮客人走路过来
了。 走在前面的那个敦实的男子戴着眼镜，
招了招手，哈哈笑道，老人家，大家好，晒太
阳呢！

何四老倌说，冇得办法，穷得晒太阳。
老太爷，你……石二村长蹿上前，想制

止他莫乱讲。
戴眼镜的男子伸手扯住石二村长，笑着

说，老人家，葫芦村不会穷的，开发起来尽是
宝。就说这银杏树吧，村里头到处都是，还叫
白果树、公孙树、鸭脖树、蒲扇树，好好利用
起来，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呢！

老人们又纷纷议论起来。何四老倌咂咂
嘴嗤的一声笑道，好是好，问题是没有钱。

戴眼镜男子说，您说到点子上了！哈哈，
说这六个字呢，有人还研究过文字的表述方
式，如：钱没有是问题，是没钱有问题，有问
题是没钱，是有钱没问题，是钱没有问题，钱
是没有问题……哈哈，大家多出点子，葫芦
村会从中走出一条致富路来的！

何四老倌与大家听得惊呆了。有人不时
地点头。

送走客人后，石二村长返回。何四老倌
拦住问道，射（石）二伢子，戴眼镜的是么子
人？

石二村长说，他是市委书记。
村垭口的银杏树下，何四老倌与大家都

张大了嘴巴……

小小说

何立伟

12月8日快中午的时候，我正在书房里校对文稿，太
太回来了，一会儿，她探进头来，说：刘一平走了。我听了
当时竟没有反应过来，过了几秒钟，才忽然很大声音问：
你讲什么？你刚才讲什么？我太太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
又补充道，朋友圈里都在刷屏，说刘一平今天早上走了。
我不信，我的没有反应是因为根本不相信。我连忙拿起
桌上的手机，开了机，就见刘舰平给我留了信，说刘一平
今早病故，韩少功正赶去安慰家属，听到彭克炯哭，特别
难受。我这才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于是沉默不语。我下
午参加一个活动，坐在那里，也一直沉默。我心里很沉
重，发了一条微信，说又一位好友走了，痛悼！痛悼！

刘舰平转发来韩少功发给他的短信，少功说一平是
死于心梗，送去医院抢救就没了，又叹道他要是早动手
术，可能不至如此。这一天，都是关于刘一平的信息，朋
友圈里好多的人在痛悼他，说他是好人，走得太突然了，
无法接受云云。躺在床上，脑子里总是浮出刘一平一张
剃着平头的脸，和那脸上丰富的表情。我心里有一种痛。

想起去年我们一起去耒阳看竹海，我们坐在石凳上
聊天。我递烟给他，他摆手，说戒掉了。我说怎么戒了烟
呢？他说，遵医嘱，也遵太太嘱。他指了指自己的胸，说：
“我心血管不太好，不能抽了。我现在酒都不呷了。”我瞪
大了眼睛，说你是著名的刘一瓶，一餐酒至少要呷一瓶
的呵！他拍着膝盖笑了笑，呷不得了呷不得了！我当时
说，让你把酒都戒掉，那要好大的决心跟毅力呢？他仍是
笑笑，说没办法，没办法，遵医嘱，也遵太太嘱。但他面色
红润，精力旺盛，看上去跟从前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在一家茶楼里写字画画， 我画了几幅觉到累，
坐到一旁抽烟，他那里还在不停地挥毫，一排人在等着
讨他的墨宝。他写完一幅，喊：“何立伟！伟哥！过来看看，
我这幅字写得怎么样？”我丢掉烟头走拢去：“嗯，不错不
错，不拘成法！”他得意地笑着，说，就是，就是，要不拘成
法，写得跟书法家一样有什么意思！我们要玩就要玩个
性，要写别人写不出来的字！我说当然，我们不跟别人比
技术，我们比的是个性！他遇到了知己似的，像孩子一般
笑起来。他那笑是透明的，也是豪爽的。后来吃饭，东道
主拿来了酒，我坐在刘一平旁边，看着他，说，勾引你呵。
他很平静的样子，说，我不受勾引。他真的拒绝呷酒。东
道主力劝，他仍是拒绝。我说我佩服你，不容易。他说，我
说了不呷，那就是不呷。我从来不搞口是心非的。我说那
倒也是，你从来都是一是一，二是二。我就跟他干杯，他
手里端的是茶。

他过去是刘伶之徒，如今要拿茶当酒，并且不动声

色，想来他要做成一桩事，这事必定会做成。
几年前，一平读了我的长篇小说《像那八九点钟的

太阳》，有回开会遇到我，把我扯到一边，谈了好久这部
小说。他非常喜欢，他说他把这本书给了湖南卫视抓电
视剧的某人，强烈推荐拍成电视连续剧。他跟那人说，我
保证拍出来会很好看！后来一天我到他那里玩，他跟我
说，你那本书他们接受不了，可能有点敏感。他连连叹道
可惜呵可惜呵！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总是帮朋友的
忙，总是替朋友急。他又说，可惜我现在退二线了，不然
一定要争取把你这部小说拍成电视连续剧， 我好喜欢
的！我听了非常之感动。难得他的喜欢，难得他的对朋友
的用情用心。

他说话是很赤诚的，是肝胆相照的。这是他的朋友
很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有很多朋友找他帮过忙，
他只要不违背原则，能帮的忙，一定不负所托。

一平的字写得很好，退休后，每天在家里画水墨画，
并且每天把画作贴到朋友圈里，非常发狠，于是眼看着
他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我总是他的点赞党。我晓得他的
性格，要做成一桩事，是一定要做得出色的。可惜天不假

年，他就这样走了，想他画案上的砚墨还未干吧？
第二天我邀了王平和蔡测海一同前往明阳山。一路

上我们都在说刘一平。王平还在车上回忆了一平跟他帮
忙的事，非常感慨。到了殡仪馆，彭克炯一见我们就双泪
直流，引我们看一平的遗容。我知道这是最后一面，眼睛
就湿了。彭克炯拍着有机玻璃罩子喊：刘一平呵你起来
吧，何立伟王平蔡测海来看你了，你起来跟他们说说话
呵！喊完就恸哭起来。我心里酸楚，喉头发紧。我看着有
机玻璃罩子下头的一平，他双目紧闭，遗容平静。他把不
平静留给了妻女和朋友。他不能起来了，不能再和我们
说话了，我们看着他，他却不能看着我们了。我和王平劝
彭克炯节哀的时候，蔡测海拍了拍有机玻璃罩子，低头
说，老兄，慢慢走，我们迟早也会来的。我听了一阵怃然。

回到家里，一直到晚上，我脑壳里都是刘一平静静
躺着的样子，那是他最后的模样。我打开手机，发了一条
微信， 放了英年早逝的天才大提琴家杜·普蕾的一首著
名的大提琴曲《殇》。那曲子哀伤、低徊、深情、凄艳，正代
表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在心里轻声说，一平兄，慢慢走，慢慢走。

汉诗新韵

刘则正

舅妈，这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是一个较为生
疏的称谓， 却在我的生命里烙下了深深的印
迹。

自打上了高中以后，与舅妈见面的机会就
越发少。 最近一次是在奶奶的生日宴会上。她
坐在桌子旁，正在和叔叔婶婶们聊天。我匆匆
走过去， 和她来了一个自然而大大的拥抱。记
忆中，儿时的我总是在孤独和害怕的时候要抱
着她的，那时的我仅能够着她的腰，而如今她
的脑袋已不及我肩高了。我低下头，注视着她，
发现舅妈老了，皱纹与白发已开始修饰她美丽
的容颜。见到了我，舅妈的眼中也泛起了一片
晶莹。就这样，曾经最温暖舒适的怀抱，正缓缓
融化入时光的长河。

舅妈几乎是在用自己的青春伴随着我的
成长。

当我还只1岁时， 她便到我家帮忙料理日
常生活。平时除了打扫卫生、清洗衣物，最重要
的事就是照看我这个小屁孩儿。不论是学习与
玩耍，她总是陪伴着我、保护着我。

父母工作很忙，常常在深夜才回家，小小
的我只能依靠舅妈。她虽不住我家，但却为我
的安全着想，要等父母回到家才走。于是，晚上
睡觉前，我总要缠着她讲故事。每到这时候，她
会先把我抱上床，帮我理好被子，再轻轻在我
的床边坐下，做我睡梦的引路人。她文化水平
并不高， 但讲的故事却能无比地吸引年幼的
我，引导我安稳地进入梦乡。

在我的心中，她比朝阳更有资格宣告一天
的开始。每天她总是来得特别早，五点响起的
闹钟催促她起床，六点准时来我家开门，七点
之前做好我们一家人的早饭。 我家在河西，她
家在河东，相隔40分钟的车程。她默默坚持着，
这一坚持就是16年。

那时的我真是不懂事，曾经不愿意牵她的
手，因为当我触碰那双手时，感觉到的不是柔
软、温暖，而是粗糙、生硬。因为我不知道，她有
多少个日夜，在楼顶闷热的玻璃房里搓洗着我
换下的一盆盆衣物，才搓出这些老茧；也不知
道她有多少次在冰冷刺骨的水中刷碗洗菜，才
造成了这些裂纹。

有一次，我和妈妈翻看老照片，其中有一
张是她抱着还是婴儿的我， 那时的她扎着马
尾，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朝
气。“舅妈真年轻呢，像个大姑娘！”妈妈在一旁
感叹。我也不由得感慨万分：我的青春与美好，
是她用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一段时光换取
的。

我想起了赞颂母爱的一句话：“我们的一
次呼吸，便划过了她一辈子的岁月。”舅妈于我
也如同这般。我知道，我将永存在她的记忆中；
而她则更会深深地印在我的生命里，伴随着那
些快乐的、喜悦的、感动的回忆，浸染我的每一
次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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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海燕

小时候，弯弯的月亮，像挂在天际的眉。
父亲说，那是仙女的柳叶眉，抹满了白砂糖，只被云

轻轻一吻，就泻下来。他不停地亲我的脸蛋，说上面落满
了白糖，甜。

父亲经常在月下挖红薯， 我坐在他用衣服铺的床
上，一边望黑幕上的眉月，一边看他挖薯。父亲挺拔的背
影，在“哐当哐当”的声响中弓成一弯银月，光亮了我童
年的记忆。

山顶林场的露天影院一个月放一次电影， 每一
次，父亲都背着我往山顶攀登。他脚下的路，被月光
舞成一根蜿蜒向上的银带。 行人身上的补巴衣比山
路两旁的花草和蝴蝶还要斑斓，欢声、笑语，和着噼
噼啪啪的足音飘荡；我两手搭在父亲的肩上，蜷成他
背上的一只小鸟，听他说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在我
惺忪的睡眼里，父亲的身影晃成了月下最伟岸的树。

三五成群的山民，如条条彩虹，散在木凳、树杈
和石头上，每个人的眼光都是两束探照灯，朝着大银
幕聚焦，不时发出的笑声比山风还要爽朗；只有我，
酣睡成父亲怀里的一只雏鸟。

我茁壮成一只青春鸟后，飞离了父亲的脊背，在
书山学海里翱翔。回家却见，父亲的身子已被时光，
剪成了一弯月。

当孩子也栖息成我背上的一只雏鸟时， 故乡的
黑土地上，新拱起一弯月。

父亲，安睡在眉睫上，皎洁了我所有的时光。

下午两点的街道
（外一首）

李燕子

太阳的脸看不见
城市像和谐的养殖场
海报 店铺 人 车
突然停下来挠痒的卷毛狗
如阳光在树叶下的写意

汽车的声音
似变形的钢琴突然发声

致我亲爱的你
我们今生有缘同住一个山上
你在山北
我在山南
是风儿让我们相知
摇动一下
我便听得到你的声响
还能感知到你的气息

真好
我说真好
我便使劲地往上生长
我想看到你的模样
你呢
你也和我一样吗

虽然我们
永远也离不开足下的土壤
但它并不妨碍我对你的想念
我们一起向上吧
向上，我们就能互相
守望
致意
微笑

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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