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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念涛

明亮的初秋。 我陪同水哥（水运
宪）、邦哥（刘克邦）、贤兴（马贤兴）等去
汨罗看望大作家韩少功。

贤兴是韩少功的铁杆粉丝。 当年，
他读了散文集《山南水北》，兴之所至，
拐了好多弯，弄到了韩的电话，直奔汨
罗三江镇韩所“隐居”的地方，拜访偶
像。

我说，那一年评鲁迅文学奖，韩少
功的《山南水北》并没有申报，是评委们
临时动议提名，《山南水北》获奖。

水哥则是在位时，为《文学界》创刊
号推出《晴耕雨读韩少功》而去过汨罗
访韩。 水哥说，少功的小院落的门正好
是一所名叫八景学校的后门， 三面环
水，正是蓝家洞水库。

我们从长沙驱车，中午十二点半出
发，约两个半小时后，也就是下午三点

到达汨罗市三江镇八景学校。 一路上，
贤兴反复说，韩老师告诉他，要在汨罗
下高速后才正式用百度地图导航，否则
会导到歧路上去。

来到八景学校，空空荡荡。 这当然
是因为学生放暑假的原因。学校后门上
挂着纸牌， 上书“院内养鸡 请随手关
门”。 水哥说，少功每年4月到10月在此
居住，其他时间在海南。不在此地时，少
功托学校的老师照看，收了鸡蛋，随便
吃。

小院内绿树蓊郁，修竹高耸。 绿藤
缠绕之中，丝瓜顶着黄色的花朵。 篱笆
之外，是水库的绿波荡漾。 鸡在院内踱
着方步。 蝉在树上肆无忌惮。

一位手摇蒲扇，穿着月白色圆领汗
衫的农民装扮的男士从屋内出来迎客，
操着浓浓的岳阳口音，欢迎欢迎。 这就
是韩少功。

韩老师有点花白的头发随意地在

额头上耷拉着。他递给我们每人一把蒲
扇，悠然地介绍，这里不装空调，竹床，
木凳，都是就地取材。

按照邦哥的吩咐，我把这两三年来
编辑的一套《湖南散文》从文件袋里抽
出来，垒放在木制的茶几上。 茶几上摆
了一团簟莲蓬。 韩老师招呼说，这是秋
莲，吃了清火的。

韩老师坐在矮木凳上，闲适地抽着
烟。 全然没有大作家的派头。 大家随意
地闲聊着。

贤兴等嚷着去水库游泳。韩老师把
家里的几件救生衣拿出来， 带他们去
游。我、水哥、邦哥，坐在他家里闲聊。韩
老师的夫人梁老师则在靠门口的长木
头桌旁悠闲地坐着。

大约五点左右，韩老师水淋淋地回
来了。 肩膀上还滴答着依依不舍的水
花。 他和闲聊的我们打了下招呼，就去
洗浴室冲澡。 出来后，换的是农家带襻
扣的土布衫，穿一条印着小花的裤子。

韩老师加入我们三人聊天队伍。邦
哥乘势向他为《湖南散文》约稿。韩老师
笑着说，好啊，我来凑凑热闹。 作为《湖
南散文》的执行主编，我的心头一热，为
的是韩老师亲切随意。

邦哥是韩老师的忠实粉丝，赶紧把
带来的《日夜书》《韩少功散文》等四五
本书请他签名。

三江镇的美女书记仇文娟来了。原
来是全国乡村建设和乡村书写研讨班
在三江镇召开，仇书记请韩老师去吃晚
饭。韩老师指着我们说，我这边有客人，
已经订了饭。 仇书记说，那就放在一起
吧， 正好那边有六七桌呢。
韩老师说， 我已经

陪了他们两天， 况且昨天已经告辞了
啊。

仇书记和韩老师争来争去。 最后，
仇书记说，好吧，就依韩主席的，但是我
们来买单。 韩老师说，那不好，我买单是
我的心意。

去吃饭。 韩老师打开他的车库门，
开出小别克，带领我们去旁边一个农家
乐。 车上，我们议论说，韩的大作《马桥
词典》等，都与他“隐居”的这个地方密
切相关。

文学至上的水哥，有个省愿意给他
10万元，请他担任文学评奖委员会小说
组组长，他竟然拒绝了。饭间，水哥大谈
特谈韩老师的《日夜书》，这位茅奖评委
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赞赏溢于言表。韩老
师只是简洁地点点头。

席间，邦哥又说到请韩主席为《湖
南散文》赐稿之事，新作旧作均可，放在
明年第一期《湖南散文》的头条。 韩老师
说，那我得拿篇新作。

水哥说自己即将出版散文集，里面
有篇《阵地不能失》，说的就是方言不能
丢。 韩老师说，海南有对作家夫妇，妻子
总是要求丈夫经常说三个字，丈夫用海
南话说“我爱奴（谐音）”，妻子要求他用
普通话说“我爱你”，他却难以启齿，可
外国人说“I� love� you”却是家常便饭。

大家哈哈大笑。
笑声点燃了乡村的薄

暮……

如铁
渠江北去, 两岸青山如铁
肯定被历朝历代
按住了，死死锻打过

江中岩石如铁
水流湍急, 把所有的石头
都淬了火

山中多冷杉、梓树，也有紫檀
杆杆皆如铁
咬定青山，磨砺出好筋骨

江上的石桥、木桥、风雨桥，亦如铁
冲不垮，摧不断，打不散
牢牢焊在了乡土之上

从上游到下游，方圆百面
人面还如铁
冷风敷，雨雪浸，一脸野气
有金刚目，有侠肝义胆，宁折不弯

更甚者，有一种薄片，曰黑茶
其色竟也如铁
不锈，不烂，不腐
越陈越香，越久越醇，越品越有烟火味

刘代兴

又到夏天了。 和凉风一起吹来的， 还有紫薇。
每年这个季节都能遇见她。 原来她和我一样， 喜酷暑， 宜

高温， 不怕日头暴晒， 且一意孤行， 浓情似火。
她多是生长开放在乡村田野， 乡下叫她饱饭花， 意即她越

是开得茂盛， 农事就越风调雨顺， 庄稼就越收成喜人， 乡下人
就可以有饱饭吃。 或有一说， 她未开花时， 花蕾细小， 密密麻
麻挤在枝头， 恰如稻穗一般沉甸甸地在风中摇摆， 便有了这乡
土化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 饱饭花这名字多么俗贱， 哪有一点
花的俏丽粉黛？

少小时， 我整日东跑西突， 撒野胡逛， 哪曾留心过这些火
红娇艳的花儿？ 现在， 街头巷尾， 马路花园， 都能见到她小巧
玲珑的身影。 我得承认， 随着年岁的陡增， 我对花儿有了越来
越多的亲近与好感， 我怜惜她们。 她们俏模娇样， 无处不在，
难以离开， 就好像我生活的一部分。 忽视她们， 就好像忽视自
己的存在。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 什么情形之下， 这紫薇花闯入
了我视野， 但可以肯定的是， 她与我不是青梅竹马， 是长大以
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她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 一旦相见， 似
曾相识， 从此不能相忘。

曾于三伏天去一边远山村。 山高路险， 暑气逼人， 每走一
步都感觉热浪扑面。 低矮的农屋外， 陡峭的山崖边， 闪现一株
健硕的紫薇树， 正开得红光满面， 虬枝盘曲， 姿态勃发， 好像
要把这一片山头的苍翠葱郁全部掠去一般。 在这酷热难耐时
刻， 让人眼前一亮， 平静安然下来。

“城里曾有人出价20万元， 我不肯卖。”
“20万， 你可以将这茅屋换新砖瓦房了。 怎么不干呢？”
“钱可以换走许多东西， 但换不走一样东西， 那就是性

命。”
“你把这棵树当作命根子了！”
“我是担心， 这棵树一旦被挪移， 会保不住生命。 性命都

没有了， 新房子还有什么用？”
这是我头一次听人把一棵树， 一棵凭高远眺的紫薇， 当作

自己的性命， 金不换。 看似万能的金钱， 在这里却不灵了， 碰
到石壁上被弹了回去， 被这株紫薇当成了笑料。 无意之中， 也
成全了这株紫薇的珍贵与神秘。 这棵活了上百年的树， 哪能说
移就移， 说带走就带走呢？ 金钱带不走她， 伪善也骗不了她，
只有这片天地日月， 这片清风细雨， 还有农人的呵护与慈爱的
眼神， 才会让她长得自在， 活得滋润， 开得红艳。

当今世人对紫薇宠爱有加， 在园林名府、 香院别墅， 多见
她虬柯扶疏， 花色烂漫。 即使在路边的绿化带或小区的楼盘草
地上， 也有她的身影。 紫薇如今广植庭院， 大受欢迎， 难道是
因为名字里有个“紫气东来” 的“紫” 字吗？

如果我说紫薇花“盛开”， 会不会被人说是矫情或用词不
当呢？ 开放时， 花朵细小， 点点粒粒， 状如蜜蜂， 形似豌豆，
能称为盛开吗？ 但她迸然散开， 竭力绽放， 不叫盛开又叫什么
呢？ 我喜欢紫薇花的盛开， 那是我喜欢她的原因———那样如火
如荼， 不醉不休， 而又那样不动声色， 轻描淡写。

如今想见着紫薇并不难， 大可不必去深山密林人迹罕至的
地方寻找。 只要你留意， 随时随地都会与她不期而遇。 但这须
得是在夏季， 紫薇灿若红霞， 痴情绽放。 她红得干净、 红得通
透， 没有保留， 没有畏缩。 就像是信任了谁， 然后便委身于
他， 奉献出自己全部的挚爱， 坦率、 执着、 纯洁而深沉。 她熬
过了漫长的冬夜风雪， 经历了大地回春、 百花争艳的时节， 漫
长的隐忍与孕育， 终于在夏天里爆发， 波涛翻滚。

紫薇还有那么点不服输的劲头， 那么点火辣辣的脾气， 不
怕酷热不惧烈日的坚韧， 才成就了自身的红艳， 独占了夏季的
芳芬。 她活泼灵巧， 明媚而热烈， 纵情而性感， 有着太阳一般
的色彩， 也有着如太阳一般轰轰烈烈、 痛痛快快的豪气。

别看她花朵细小瘦弱， 貌不出众， 但谁又能不承认， 这不
正是她别有情怀之处呢？ 众多细小的花蕾聚集在一起， 恰似点
点的繁星， 汇聚拢来， 燃成火花， 交相辉映。 紫薇， 紫薇， 那
是一点一点攒聚起来不屈不挠的努力吗？ 还是一颗一颗累积起
来矢志不渝的赤诚？

彭湘

住在高楼里已有一段时日， 很少
听到雨打瓦片的清脆声音。 雨声越来
越陌生了， 可我仍贪恋着过去时光里
的那一片褐色的屋顶， 一片片泥瓦整
齐地铺着， 一层一层的， 远望就似鱼
鳞一样密密层层叠在屋顶， 而那瓦片
也带给我一些童年的快乐。

老屋后山上有一棵板栗树， 树干
有碗口粗， 遒劲的枝干立在地面上，
似乎地底有无尽的力量拉扯着它。 板
栗叶冬天凋落得干干净净， 瑟瑟冬日，
只有孤单的树干， 陪伴着老屋。

可到了夏天， 便大不一样了， 密

集的叶片特别厚实， 它们聚在一起，
似乎在窃窃私语。 而这时， 板栗树上
结满了刺球儿， 那么高的树， 我们爬
不上去。 可大自然总能给你带来欣喜。
一清早， 晨曦微露， 母亲便去后山，
地面上零星散落着板栗， “瓜熟蒂落”
说的正是如此， 刺球裂开了， 滚落到
地上， 有时是一整个肉球， 有时只看
见空空的板栗壳在枝头咧着嘴笑。

油光发亮的板栗落到了屋顶上，
我们搭着楼梯上去捡。 边边角角有些
青苔， 没有人走过的痕迹。 看到那屋
顶， 我也有一些惊诧， 原来这里也有
一番世界： 小种子落在屋顶上， 发芽
了， 纤细的芽儿在摇曳， 可它们注定

长不大， 根下没有厚实的土地， 只能
在浅浅的萌发后夭折了。

最让人振奋的是板栗。 爬上屋顶
后， 我不敢上瓦房顶， 只好用竹竿去
拨， 板栗掉到地上就可以捡到了。 那
时要吃到板栗， 还得费一番周折， 而
如今， 当我去炒货店买煮熟的板栗，
只觉得嚼起来生硬， 实在不如从前吃
起来清香甘甜。

年岁渐增， 我似乎越来越怀想那
熟悉的炊烟味， 在乡间田埂追逐的足
迹， 还有小河里捞螃蟹、 山林间摘野
果的惊喜。 特别是那些夏夜， 躺在竹
床上看漫天星星， 神游万仞。 这一切，
在乡间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已悄然隐去；

那远去的人， 远去的事， 远去
的山丘， 已经无法寻觅。 此
刻， 贫瘠的文字如何能凭吊那
些过往？

山川万物总是有灵性的，
它们在我们未知的世界里让我
们依偎。 也许， 无论走多远，
我们总离不开故乡的那片土
地， 路边的野花， 小虫在草丛
中踟蹰， 还有乡间隐约传来的
声音， 似乎有一丝不安， 但又

让人沉静。 山路上牵着老水牛慢悠悠
行走的老农， 路边斑驳的树影， 孤零
零的农舍， 两边长满青草的田间小路
延伸到远方。

暮色迫近时， 照亮房间的灯光， y
由须臾变成黑暗， 灯光下的每个生命，
穿越白山黑水， 穿越草木大地， 这片
土地是最近的远方。

一棵让人浮想联翩的板栗树， 它
似乎也有情愫， 守望着靠近它的人儿，
那转青又泛黄的叶片， 在晴空中兀自
摇曳。 遗憾的是， 家里建新房时， 这
棵板栗树被砍掉了， 我为之懊恼了好
几天， 板栗树沉落在莽莽榛榛的山林
里了， 逝而不还。 如今， 屋顶已经不
再有让人刺激又兴奋的秘密了， 板栗
树下的惊喜， 如今也只能在那光秃秃
的树墩上寻觅了。

局
董国宾

小李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相貌平平， 个头也不高， 平日
里说话声音也不大。 若走在人群里， 没人会注意到他， 他就这
样一直默默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可突然有一天， 小李却成
了人人夸赞的新闻人物， 人气一路飙升， 一时间无人不晓， 谁
见了都向他微笑着点头。

那天小李的旧手机坏了， 好长时间没买新的。 同事说， 现
在手机如此便宜， 没手机多不方便， 快去买一个吧。 可不管谁
劝， 小李就是不去买， 没手机的日子他也不觉得别扭。 同事这
才明白， 小李不是不想买， 而是手头紧。

这天， 小李做了一件令人十分感动的事儿， 不舍得买手机
的他向局长上交了一部高档手机。 崭新的手机白亮亮地闪着
光， 十分诱人， 是小李在楼梯的拐角处意外捡到的。 局长问遍
了每个工作人员， 没见谁丢手机， 那很可能就是外来办事的人
不小心把手机给弄丢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一早， 一位外地口
音的女同志经核实后高兴地领走了掉在楼梯拐角处的新手机，
她还向局长递上了一封感谢信。 局长感到脸上很有光， 当着全
体人员的面， 大声夸赞了小李， 不起眼的小李一下子被人们记
住了。

不出三天， 小李又将一位意外摔倒的老大娘送去了医院，
还垫付了医药费。 老大娘病愈一出院， 就有一行人马举着大红
的锦旗送到了单位。 这下， 小李的名字越走越远， 从单位走进
了社区， 从社区快速向外蔓延。 这样一来， 单位同事不仅觉得
小李人品好， 他的工作也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突出。 年终评比
时， 小李自参加工作以来， 第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还被推
选为重点培养对象。

一天， 那位丢手机的女同志， 还有意外摔伤的老大娘， 在
一个僻远餐馆的包间里与小李一块聚餐。

小李爽快地叫了一声姨妈，甜甜地叫了一声表姐，竖起大拇
指说：“表姐的主意就是好啊。 ”

遇见韩少功

（韩少功，1953年1
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汉
族，现居海口市，曾任海
南省作协主席等职。 主
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
望茅草地》等，中篇小说
《爸爸爸》等，散文《完美
的假定》 等， 长篇小说
《马桥词典》《日夜书》
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轻》《惶然录》
等。 曾获国内外多种文
学奖项。 作品《山南水
北》 获第四届鲁迅文学
奖。 ）

舞凤砚
汉诗新韵

﹙组诗﹚
郭辉

紫鹊界
春天的底色是向上的
一级一级往高处走
訇然一响， 就长出了
黄金的光芒

报喜鸟的翅膀来自于神
祥云缠绕， 紫气萦回
飞翔之态等高于仙界
多么耐读， 是山野的经卷

谁在人间仰望？ 就像
一朵紫罗兰， 低下了自己
对大天大地大意境
深怀敬畏之心

那纯粹的目光和背影
加重了美

舞凤砚
三叔精于祖业
治石头的病
从那些板结的
身体里， 掏出来
天圆地方

又用尖锐的手段
一丝一丝地
叼出， 一片片羽毛
一扇翅膀
又一扇翅膀

忽然裂帛一声
砚上端， 飞出了
一只凤凰
一匹活生生的
灵性

头冠在动， 眼珠在动
长尾如同一串
无法忍受的颤栗
尖尖的嘴喙， 仿佛
即刻就要喊出
大悲欢

三叔点上一根
喇叭焑， 一边吞吐着
民间的仙气
一边痴痴地望着
这又一次
坚硬的飞翔

六步溪
溪里的大石头无脚
随了水， 用一身的骨头走路
走得多么慢
不慌不忙， 不弃不离
哪怕走上一百年， 一千年
也就六步

溪畔的野樱花无脚
借着风， 用芬芳走路
入鼻， 入骨， 入心
但它离不开水， 离不开春天
走得最开， 最远
也就六步

溪上的杉木桥无脚
抓住土地， 用坚忍与守望
渡来来往往的岁月
一辈子， 由左岸到右岸
由此岸到彼岸
也就六步

那些喝溪水长大的人
才有脚。 有走不完的大路小路
走得远的
会去到海角天涯
但活着， 思念会回来； 死了
魂会回来！ 乡愁的距离
也就六步

瓦屋顶的秘密

小小说

紫薇
紫薇

图/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