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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曙光

这篇序文，是我跟水哥讨来的。
年前和水哥小聚，水哥言及出散文集，我竟脱口

而出：“我来写序，写得好玩点。 ”
话一出口便后悔了，因为要将水哥写得好玩，还

真不是件简单事。
初识水哥抑或与他泛泛之交的人， 大抵都不会

觉得水哥是个好玩的人。水哥长得眉清目朗，身直背
挺， 模样英气逼人， 中规中矩的皮囊让人难有亲近
感；水哥行事认真，举止高调，衣着考究，排场光鲜，
腔调正儿八经，豪气逼人的气质让人难有欢喜感；水
哥写戏编故事，架势足铺陈满，推动强劲，收放有度，
框架周正结实，才气逼人的文本让人难有轻松感。一
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有英气豪气才气而少了欢喜
感、亲近感和轻松感，怎么能让人觉得好玩呢？

和水哥的相识是因为文学， 相知却是因为非文
学。

水哥几乎是横空出世的。 小说《祸起萧墙》、话剧
《为了幸福干杯》、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每一
部作品都在不同的行当里振聋发聩， 不能不说是个
奇迹。虽然当时的文学湘军兵强马壮，应丰、古华、蔚
林、少功、残雪、立伟等等都脱颖而出，卓然成家，水
哥却不甘将自己落位生根， 始终独行侠一般穿行在
多个创作领域。

那时节，我还在搞文学评论，因对少功、残雪、立
伟乃至整个实验文学所作的研究， 被张炜寄望为中
国文坛未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认识张炜是在一
次关于《古船》的研讨会上，他听完我的发言竟站起
来说：“如果中国未来能出个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个
人一定是龚曙光。 ”结果当然与其预言相左，所以张
炜一直对我离开文学界耿耿于怀，每回见我便说“曙
光可惜了，可惜了！ ”

那时我当然也关注到了水哥。 水哥是那种你想
不关注都不行的文学存在，但我并没有因此走近他。
一方面因为那时的我是一个文本主义， 甚至是文体
主义者，对水哥以故事取胜的叙事方式缺少认同；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水哥的不易亲近和轻松。

后来水哥下了海， 在南方海边的一座小城兴办
了一家大公司，据说注册资本上亿，可用资金要多少
投多少。记得水哥从海滨回长沙，一个庞大的豪车队
开进作协那狭小而寒碜的院子。 水哥从豪车走出来，
风衣墨镜、随从护卫，那仪仗、那行头，好一副许文强
行走上海滩的样子。

就在那一刻， 我看到了水哥作古正经背后好玩
的那一面， 感到了他那颗名作家头衔包裹不住的少
年顽劣之心， 还领悟到水哥在认认真真做完每件
事情之后对这些事情的不在意。 水哥做事的正
儿八经、 一丝不苟是为了享受做事的过程， 对
其结果却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就像我们常说的猴子
掰苞谷， 掰一个扔一个， 手中永远有一个在用心用
力掰。

文人下海，大都会十分纠结，捧着自己的作品思
来想去，半天做不出决定来。水哥却将他那些引以自
豪的作品一扔，转身扑进海里。弃文从商于他来说就

像他写完小说写戏剧、写完戏剧写影视一样简单，想
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快乐写什么，随心所欲，并不
太为声名所绊。 水哥下海大抵也就是在那一段日子
觉得做生意好玩，想试上一把，至于成功与否，赚钱
多寡，其实他并未认真盘算。 几年之后，玩腻了，又扔
了公司洗脚上岸。 至于文坛怎么说，江湖怎么看，还
真没有放在心上。 文人下海的并不少，成的有，败的
有，但如水哥一样去也只为好玩回也只为好玩，始终
把成败置之度外的却着实不多。

这便是水哥的真性情，也便是水哥的好玩处。
后来我下海从商，的确是因为水哥的启示。 只是

我至今仍在海里，水哥却已站在岸上时不时笑话我。
相望于文坛、相惜于江湖，我与水哥也就是因为这一
份“江湖之近”而成挚友。

那年张贤亮来长沙，水哥陪他来找我玩。 几天下
来，贤亮乐不思蜀，实在不得不走了，才依依不舍地
说：“你们俩来宁夏，我们好好玩。好好玩！ ”宁夏毕竟
偏远，要去还真得下个决心，但每次与水哥见面，第
一句话便是：“我们答应了贤亮去玩的， 他一直等着
呢！ ”在我看来是贤亮随口而出的一句客套话，水哥
却始终当作是对朋友的一个承诺， 心里老是放它不
下。 后来我和水哥去了，贤亮果然兴高采烈，又是陪
餐，又是陪游，又是题字，整整一天粘在一起。 其实那
时贤亮病已很重，生活中烦心的事也不少，但那一天
他是真开心，开心得像个孩子。 没多久贤亮便走了，
水哥怕我不知道，特意跑来告诉我，其实是想排解思
念的痛苦， 不停地讲贤亮生前那些充满传奇意味的
故事，分别时还叨念：“上次我们幸好去了，不然我们
就永远欠着贤亮了！那是一份情义，怎么欠得起呵！”

还有一次张炜来长沙， 我和水哥陪他谒柳子墓
和屈原祠，一路上都谈些沉重的文化话题。张炜原本
是个沉郁的人，我不想让他沉浸在感伤氛围中，便扯
开话题，请他给我写几幅字，比如郁达夫当年撰写的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水哥听了，说
这对联也要一副。张炜写好寄我，正好一个朋友看见
拿走了。 我以为这事水哥忘了，便再不提起。 大约过
了一年多，他跑过来拿，我说没了，他硬是不依不饶，
说:“你答应的事怎么可以不兑现呢？ ”直到后来我让
张炜再写了给他，才算了结。

这本散文集所收的文章， 记载的大体都是这一
类故事。 有些人的散文爱抒情， 有些人的散文爱说
理， 水哥的散文， 一如他的其他文体只钟情于故
事。 不论是浓墨重彩的庄重叙事， 还是轻描淡写的
随意记述， 看似在写别人， 其实水哥自己才是这些
故事中的主人公。 在文学圈中也好， 在生活圈中也
罢， 水哥都会在他作古正经的外表下时不时露出随
性乃至任性的好玩处来。 读过这些散文， 当然能更
好地理解水哥的创作， 但更重要的还是理解水哥本
人———这个细节较真却又大局随性的人， 这个享受
过程却又轻慢结果的人， 这个重视然诺却又不避是
非的人， 这个膜拜英雄却又每每将坏蛋写得比英雄
更英雄的人……

感受水哥的好玩， 是需要相处的， 相处久了深
了，水哥便自然是好玩的水哥。

阅读，便是一种相处。

泽丰

一根根傲骨
自强地立于土壤
生长 生长
生长成前赴后继的脊梁

树木成林
成了林的树木
遇风 遇雨 但不低头
像极了这土地上的人
坚韧不拔 钢筋铁骨

我见过成了林的树木
做过门， 做过窗
做过华夏的栋梁
庇护炎黄子孙世代安康

是谁借战火擦亮冰冷的世界
魔爪如洪水一般
伸向中华大地
树木 风雨中飘摇

终于在1921年 这些树木
找到了方向
它们红心向船
渡着信仰

在嘉兴
南湖的水停止流动
代替它的 是满腔的热血
溢满画舫

从此， 一只只红船开来
横渡黄河 横渡长江
把血性里的颜色
染成熠熠生辉的红旗
如此坚决地 迎风飘扬

近日， 党校安排我们学员到湘
潭县乌石峰村开展 “三同” （与村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 活动 。 有感
于乡村之景 ， 偶拾数行 ， 呈君分
享。

陈冠军

你没有梳妆打扮
是因你不知我来
我不想给你惊扰
是因你实在太美

纯净的蓝天与白云
是我童年的情怀
夕阳下的绿秧与嫩荷
泼染出乡愁的色彩

远处的那缕炊烟
是一支轻盈的画笔
袅袅地标注出一道
分隔浊霾的藩篱

蛙虫是夜宴的主角
娱食中纵情欢吟
何处飘来的山岚
吹皱了一池波光

萤虫飞落我肘湾
是偏爱我沁汗的肌肤?
不对， 是贪恋这美妙夜色
沉醉中忘却了归途

枕着老树的裸根
仰望中魂游天河
耳中却依稀听到
母亲催眠的儿歌

恕我不敢放歌
这是你甜美的梦乡
我且将这情景打包
塞进我余生的行囊

流源：
一座“三色”古村
陈俊文

流源村，因为一个闪亮的名字———邓力群，无产
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声名远播。

流源村位于桂东县寨前镇西北面，汶江河畔。村
庄老人介绍，流源，以流水之源而得村之名。 这里，

“红、古、绿”交相辉映，是一座“三色”古村。
“古色”是指村庄古老，古韵悠悠。村庄保存下来

的历史遗存有水口组古民居、山口组古民居。
水口组古民居位于流源村水口组，距县城19公

里。 前有清澈的汶江，背靠葱茏的青山，系清代武将
邓华琏的“将帅府”，大约三百年的历史了。

邓氏祖先在河南邓县。 魏晋南北朝时， 中原大
乱，邓氏祖先南迁江西、郴州。明朝洪武年间，邓氏迁
入桂东，定居流源村。进入清朝，邓氏成了名门望族。
邓奇雅、邓一佐、邓荣河、邓华琏都是朝廷诰封的昭
武大夫，邓华琏还得到皇帝乾隆的允诺，在流源村建
第宅，特授“都阃府”匾。 都阃是清代武官都司（正四
品官衔）的别称。都阃府意为有功受奖现役军官夫人
留守的第宅，即“将帅府”。据说建都阃府专门请了省
城的能工巧匠和画工，历时多年竣工。

占地面积7747平方米的将帅府， 高门大院，青
砖黛瓦，飞檐翘角。 前有晒谷坪、月牙形鱼塘、大门
楼。 大门屋檐下悬挂都阃府匾额。 屋内分上、中、下
厅，有照壁、天井、厢房、会客室、神龛等，房子的门
窗、石墩精雕细刻。 民国时，将帅府作过湘粤赣游击
队的军粮仓库。走进新中国，将帅府办过学堂、食堂，
作过保管室、会议室。遗憾的是，屋内的许多雕件、匾
额毁于上个世纪60年代。

沿着穿村而过的汶江溯流而上6公里，就到了山
口古民居。

山口古民居， 系从流源村邓家分出来的一支构
建的。历史上有三幢，沿河排列，分别称上山口、中山
口、下山口古屋。 而今只遗存了邓力群故居。

邓力群故居，青砖黛瓦，建于清朝乾隆27年，坐
西北朝东南，背依青山，前朝笔架山，汶江河从故居
前流过。故居一进三厅，中厅有藻井，后厅有格扇，有
住房、书房、饭厅、厨房等27间，占地面积约5亩，建
筑面积620平方米。 故居内有两座室内牌坊———“云
亭”、“树德”， 是乾隆皇帝封赐的功德牌坊。 室内牌
坊， 全国罕见。 这也是邓家祖先告诫后辈要低调做
人。

“红色”是指村庄辉映着红色，红彤彤。山口古民
居走出了邓力群，还有邓力群胞兄———“五四”运动
先驱、湖南和平起义功臣邓飞黄。

邓力群故居陈列了展馆，有十个展厅，分三大部
分———革命生涯、理论贡献、人格风范，展示邓力群
的一生，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已公
布为郴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流源村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 1926年，湖
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村庄产生了两位农民运动的
首领———邓兆雄、邓定昌。他们在村庄创办了桂东县
第一个乡农民协会，组织广大农民打土豪、斗劣绅、
分田地，在校园内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
动骨干，广泛地传播革命真理。“马日事变”之后，两
人惨遭反动派屠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绿色”是指村庄的生态山水资源优美。
这里的山是绿色的，这里的水是绿色的，连空气

也像是绿色的。 村庄一年四季散发出嫩绿、草绿、翠
绿、豆绿、葱绿、墨绿，绿得醉人而又迷人，成了绿色
的王国，绿色的山水画廊。

黄燕玲

心仪道县月岩很久了， 听闻周敦颐在此“观天
象、 悟太极”， 心里一直惊奇， 琢磨着他在这里观到
了什么天象？ 天象与太极图说有什么关联？ 真想好
好体会古智者的感悟。

走近月岩， 脚步不禁轻快起来， 内心雀跃着，
抬头一看， 月岩雄伟高大， 城墙一般矗立在我的眼
前。 拾级而上， 一丝凉意沁人心脾， 来到洞口， 眼
前豁然开朗： 洞内很宽， 灌木郁郁葱葱， 怪石林立，
洞顶石钟乳有的像飞龙在天， 有的像石鞋倒挂， 形
态各异， 洞顶垂下排排水珠， 门帘似的， 晶莹透亮，
着实可爱， 嘀嗒嘀嗒地溅在石头上， 似跳舞； 穿过
水帘， 水珠调皮地落在脖子上， 又似与你嬉戏。 右
边石壁上古墨溢香， 刻有“月在其中” “浑然太极”
“风月长新” 等， 民国 《重游月岩记》 石碑记载着月
岩又名“太极岩” 的由来。

月岩在都庞岭， 这个山岩中有三个洞， 东西两
个洞， 洞顶一个洞， 从东门进， 抬头望天， 天如一
弯月牙儿， 似上弦月； 往前行， 那“月儿” 随着脚
步， 慢慢地丰盈起来， 成了半个“月亮”。 再前行，
站在东西门中间， 蓝天当顶， 像一轮满月挂在空中，
白云飘过， 美轮美奂。 这时回眸来时的东洞， 它也
如一轮满月嵌在空中， 若正好有行人走到洞口， 那
身影就如剪影刻在“月亮” 上。 据说左边原有一棵
树， 极似月中桂花， 现在仅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了，

是不是被传说中的吴刚砍走了？
往西走， 不见“月亮” 了， 走到西洞口， 外面

一派田园风光， 抬头回眸， 天空上又挂上较为丰满
的下弦月， “月亮” 像纯净的婴儿般的眼睛， 太阳
像熠熠发光的眼球， 这眼睛会发生变化， 稍纵即逝，
又变成白色“月亮”。 此时， 洞中的燕子们也不甘寂
寞， 嗖地划过天空， 矫健身姿像一把把黑色剪刀散
落在空中， 有的恰巧散落在月亮里， 更是美景， 是
月岩里的精灵。

一路走来， “月” 在其中， 此“月” 非月， 又
不能说不是月， 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 “月” 伴我
行， 一路走走停停， 动静之中阴晴圆缺， 动生阳，
静生阴， 月亮自身也盈转亏， 亏转盈， 与大自然月
亮的运行相吻合， 天象地貌不能不说是巧夺天工、
亦真亦幻、 亦幻亦真。

我们一行人爬上东洞顶， 这里据说是周公悟道
之处。 天是那么近， 往前远眺， 脚下一马平川， 是
纵横的绿油油的稻田和烟田， 凉风习习， 这块宽阔
净地悬在半空中， 把凡尘俗世都隔开了， 在没有一
丝人工痕迹的东洞顶上， 率真的同伴们率性而为、
无拘无束， 或酣睡、 或闲聊、 或歌唱、 或跳着搞怪
的鸟舞、 或是席地静坐如莲的冥想者， 人融于自然，
天人合一。

月岩中的动静、 盈亏、 实虚、 真幻， 无不都在
变幻着， 万物因无而有， 因有而失， 恰如周敦颐的
太极学说与月岩的自然奇观交相辉映。

“我不行”
路志宽

母亲生病住院， 我去护理。 邻床是一个
约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太， 她不慎将脚踝骨扭
碎了， 需做手术治疗， 上了年纪的就是这样，
一不小心就会弄出个意想不到的病来。

奇怪的是， 这老太太身边未见人护理，
母亲奇怪， 便问她： “老姐姐， 咋没人照顾
你呢？”

老太太听到母亲问话， 先是“嗨” 了一
声， 接着说： “让大儿子来， 大儿子说， 我
不行， 我不能熬夜， 一熬夜就头疼！ 让二儿
子来， 二儿子说， 我不行， 我闻不了医院的
味儿， 闻了就头晕恶心！ 让三儿子来， 三儿
子说， 我不行， 我晕血， 看见血和伤口， 就
容易昏倒！” 说着， 老人眼含泪花， 一个劲儿
地叹气。

她又接着说： “他们小时候， 大儿子发
高烧住院， 孩他爹没在家， 我一个人足足熬
了两天两夜没合眼， 一直到他彻底好， 之后
我就睡瘫了似的。 二儿子阑尾炎手术， 我还
是一个人伺候他好几天， 我也没说闻不了医
院的味儿。 三儿子和人打架， 头顶上肩膀上
的大口子加起来足足缝了几十针， 他的血把
我的衣服都弄湿了染红了， 也没对他说晕血
恶心。” 说着这些， 老人的眼泪， 再也控制不
住了， 一滴滴落在洁白的被子上， 不一会儿
就湿了一大片。

母亲见状就劝她， “老姐姐， 你一定要
想开点， 赶紧好起来， 自己照顾自己， 还能
好过点， 日子不还得过下去吗？”

老人点了点头， 说： “是啊， 这些没良
心的兔崽子， 别忘了， 他们自己也有儿子，
他们的儿子在看着呢！ 如果能想到这一点，
他们会不一样吧。”

说完， 她的目光突然亮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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