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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红

我家先生林家品不喜欢我喊他“宝古佬”。
他不喜欢没关系，我喜欢就可以了。 当他的面或
书面语言时用家品或林老师，私底下背地里，宝
古佬、宝庆君、阿宝、宝脑壳、宝哥、宝仔、宝老爷

随口乱喊。他的家乡邵阳原为宝庆府，物华天宝、
藏龙卧虎，这些带“宝”的称呼让我觉得非常有底
气且有趣。

“宝古佬”有句口头禅：怪事来嘎哒，我打铁
那阵子……这话说多了，就不难发现，他其实并
不是想表达遇见的事情有多怪，而是强调，我曾

经打过铁啊，我是铁匠，和嵇康一样的铁匠。 如
果可以给说话的人附加QQ表情的话， 那就非那
个“戴墨镜得意的小人儿”莫属。

他不仅打过铁，还挖过煤，用他当年煤矿同
事的话说是“当过窑古佬”。 他打铁并没有锻出
一个优秀的小铁匠，顶多也就能打一把菜刀；当
煤矿工人其实是在机关“以工代干”，搞高产时下
井去扒煤而已。 但铁匠、“窑古佬”在上世纪80年
代末成了“文学湘军七小虎”之一，就容易让人把
他想象成一个有着古铜色肌肤和八块腹肌的硬
汉。 实际上，他外貌偏斯文，介于文弱书生与湘西
土匪之间。 未见其人，先闻其爽朗笑声，爱笑是他
一大特征；文章写到伤心的时候，他白天会压抑着
不流眼泪，晚上一入梦却哭得稀里哗啦……近年
他主攻抗战文学， 领衔创办了潇湘抗战文学创
研院，他的《抗战三部曲》一版再版，并入选中国
好书榜、 新华好书榜、 二战经典文学推荐榜。
2006年开始，每年清明节，他回新宁扫墓，都会
去祭拜那些被日军屠杀的老百姓， 在焚过他获
国际大奖、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老街的生命》手
稿的扶夷江畔，他每次都会泪湿眼眶。

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时期， 是他的“休渔
期”。 在“休渔期”，他除了需要水和食物，还需要
源源不断的烟。 手指不夹一根烟，他的电脑就会
“死机”，其他倒是都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有人想
劝他戒烟，他就会搬出“聂氏吸烟法”来做挡驾
牌———说他像聂鑫森吸烟一样不伤肺， 因为不
让烟吞进肺里， 只是在口腔里呆一会便吐出去
了。

“休渔期”里，我学乖了，权且把他当作一个
空气人。 如果碰上情人节，不要指望空气人会给
我送花、会问我为何不开心。 只要他不穿着两只
不同款式的鞋子在河边散步， 不把钥匙手机同
时落在家里、四处找我求助，不在梦里念叨作品
中的人物，等等，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休渔期”解冻之后，孩子气就慢慢回到了他
身上。一次大雪，他溜出去半天，回来兴冲冲地抱
给我一个雪人说：“瞧瞧，像不像你？ 我精心制
作的。”我一看，雪人披着狂草乱发，张牙舞爪，
胖得像个小肉球。还有一次，端午节，正午的太阳
毒辣着，他竟然拉着我赤脚出去踩百草，美其名
曰：端午节中午时分的百草皆是药，踩了百毒不
侵……

“休渔期”之外的他骨子里还是浪漫的，他会
在大草原上，依偎着敖包，用雄浑的男中音唱《草
原之夜》和《敖包相会》；他会陪我在三亚的蓝天
下踩单车，开心得像个孩子；他会和我每人拎一
部手提电脑，在原始的大海边，听海，听彼此的键
盘噼里啪啦跳舞……

不写文章的时候， 如果看见他备着好茶好
烟，哼着歌笑眯眯地整理电视机前的书籍，那一
定是他与NBA约会的时候到了。

一场球赛下来，拍手、敲茶杯盖、敲桌子、尖
叫、吹口哨、手舞足蹈，这些小年轻的把戏他都运
用得恰到好处，整个房间成了他的天下。 他每看
完一节，就会逮着我说球事，凯尔特人、火箭队、
狼王加内特、小皇帝詹姆斯、诺维斯基、三分球、
抢篮板、裁判偏心、教练失误等等，说得眉飞色
舞，见我有一搭没一搭的，他就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知道看NBA看的是什么吗？ 是看那种不到最
后一秒绝不放弃的精神。”说完，他扬起乔丹式的
拳头。

由于在NBA上不能跟他对话， 又由于我时
不时在他面前使使小性子，所以，作为弥补，在他
铺开宣纸时， 我就扮演一下红袖添香的角色，磨
墨、洗毛笔、拿镇纸。 他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地使
唤开了：“泡一杯上好的龙井，给老爷端过来。 ”

虽然字怕上墙，但他还是堂而皇之将“林体”
书法“大风起兮云飞扬，天马行空独来往”挂在客
厅正墙上， 获得我这个书法外行的高度称赞后，
他左看看右看看，点头说：“嗯，还可以。 ”

写作于他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享受。 有人
半开玩笑地问我：“昔日的文学湘军七小虎今安
在？ ”我拒绝回答七分之六的内容，但我猜，那六
只虎如今一定在自己的那一片森林里长啸，如
同我家的“宝古佬”，即便暮年将至，仍笔耕不辍，
还是文学丛林中的一只独行虎。 我且称他为“宝
庆虎”。

吴志雄

在我求学生涯所遇见的先生中， 慕陶先生是最特别的
一个。 说特别， 是因为先有特别的学生， 再有特别的先生。

1991年， 高考制度改革， 不准各类高级中学办复读班，
遭遇高考失利的我们， 无处为家， 找不到收留之所。 几番
辗转之下， 一些社会机构承担起了收留之责， 重新给了我
们一个复读、 报考的机会。 是时， 在常人眼里看来， 有逐
利之嫌， 然而于我看来， 却是难能可贵的良知和责任， 让
我们在困境之中看到了生机和希望。 慕陶先生就在这样特
殊的背景下， 与我们相遇相知了。

他当时刚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 按理当是尽享天伦
之乐的时候， 却重披战袍， 被当时的社会机构聘来担负起
了我们的班主任之职。

说实在话， 我们这样的班级， 学子来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学校， 有着不同的心理、 不同的经历， 加上外请任
课教师都是退休之后继续发挥余热的先生们， 只有课堂上
的教授， 而缺乏课堂之外的交流。 在临时组成的家庭里开
始一年的学习和生活， 学子们的心是比较散的、 野的、 乱
的， 管理也是相当困难的。 于此而言， 班主任的职责亦是
形式重于内容， 保持若即若离、 若远若近即可。 面对如此
尴尬境地， 先生没有半分消极和懈怠， 以感情和责任、 热
忱和关爱， 赢得了全班学子的尊重，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更让我们切身感悟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和
坚守。

曾记否， 在一百多人的大班级讲台， 先生用他嘶哑的
声音， 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布置这个、 指点那个， 学子的声
音经常盖过了先生的声音。 先生偶尔也有生气之时， 但坚
持不为所动， 用重复的力量感染着我们。 渐往后， 先生再
作报告之时， 讲台下已静寂无声。

曾记否， 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每晚熄灯前， 学子们在
紧张学习后难得心灵释放， 常常有说不完的牢骚和担忧，
先生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 既是检查生活纪
律， 亦是督促我们放下包袱， 以平和之心去度过临考前的
每一天。 不管夜多深、 天多寒， 年届花甲的先生依然如故。

曾记否， 先生当时居所不过几十平方米的旧房， 和师
母相依为命， 条件相当清苦， 但先生总是分期分批邀请学
生到他家里做客、 改善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 绝大多数学
子都得到过先生的关照， 有的甚至成了他家的常客， 时不
时便借机去先生家中蹭饭， 俨然以常客自居， 丝毫不觉脸
红。

曾记否， 我们离开先生去大学求学甚至参加工作以来，
总会有先生关注、 问候和牵挂传来。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
们的工作生活， 我们的进退得失， 先生时刻挂在心中。 先
生临时陪伴我们一起读书生活不过一年， 而心灵的挂念陪
伴我们走了20多年， 这是怎样的情感和责任！ 又是怎样的
高尚和无私！

我在工作岗位不断变动的过程中， 时常读到先生的古
体诗作， 有咏物以言志， 有触景而生情， 有怀旧之感慨，
亦有生活的真实， 先生古稀、 耄耋之年， 尚能笔耕不辍、
心灵不老， 其源泉和动力来自何处？ 无疑是对生命和生活
的珍惜和珍视！ 上天赐给我们有限的生命， 是用来珍惜的，
不是用来浪费的； 是用来高尚的， 不是用来平庸的！ 繁花
总是盛开在无声处， 再卑微的生命也会绽放出生命的光芒。
这是我于先生诗作之中领悟到的对生命的热爱、 敬畏和启
迪。

许多往事，我一直珍藏在心底，除了发自灵魂的敬重和
感恩，其实内心深处早已把先生当成了标杆和楷模。 无论做
人、做事，无论工作、生活，无论为官、从政，记忆里总有先生
的影子、先生的模样。 先生的敬业、先生的坚守，先生的质朴、
先生的清苦，先生的热情、先生的爱心 ，先生的弱小、先
生的卑微，先生的木讷、先生的迂腐，先生的简单、先生的快
乐……知识分子的品格和尊严，教书匠的艰辛和不易，普通
人的坚持和快乐，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先生就是一面镜子， 一面真实而不染尘埃的镜子， 让
我面对进退、 得失、 去留之时， 眼前总会晃动先生清瘦而
干净的身影， 从而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逾矩之欲！

甚感歉意的是， 先生八十有五， 已失聪三年， 而我浑
然不知。 日前得知， 甚感惊讶和不安。 我是个不善言辞的
学生， 也一直未曾去看望和感谢过先生， 但先生的点滴深
情， 让我时感羞愧和自省， 唯有努力进取， 方能不负先生！
于先生而言，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弟子， 更是一个远没有毕
业的学生！

一直以来， 我以为对先生的感恩和怀念， 当以心灵记
之， 任何文字皆显肤浅。 然而当学友传来先生拟将几十年

诗稿编印整理、 成书出版， 嘱我务必写下些许文字予
以祝贺时， 我竟然夜不能寐， 既为先生高兴， 亦

为先生祈愿！
愿好人好报， 愿上苍

留给先生更多的生命时光！

带走
黄恋雯

时光流逝，岁月流转，带走的是童年时光，留下的是满满回
忆；时光流逝，岁月流转，带走的是亲密朋友，留下的是深深友情；
时光流逝，岁月流转，带走的是身边亲人，留下的是丝丝眷恋。

�一
� � �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每当罗大
佑的《童年》浮现在我脑海，我便会回想起早已走过的童年。

来到书房的落地窗前，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我轻轻翻阅属
于童年时光的相册。 一张，两张……不知在翻阅第几张时，抬头，
不经意间我已泪眼盈盈。

当中有一张是我和爸爸、爷爷、奶奶在幼儿园拍的。 那天是我
四岁生日，爸爸买了大蛋糕，带上爷爷、奶奶，与幼儿园的朋友们
给我开了场别有意义的生日宴。

是啊，盼望长大的童年。 童年时我们总盼着自己能快快长大，
可长大后发现，我们越来越成熟，童年时的天真无邪却已不复存
在，童年的快乐时光也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 童年的美好时光在生命中已留下永远抹不去的深深记
忆。

�二
� � �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一杯酒……”每当听到周华健这首《朋友》的旋律，我便回想起那
些为了各自的学业各奔东西的好友。

翻出毕业那天互赠的明信片，又想起难忘的一幕幕。
那天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俩最后一次手拉手走在校园的小

路上，想到分开后我们身在不同的城市，泪水在不经意间夺眶而
出。 分开前，我们再次紧紧相拥，相约分开之后一定要常联系。

是啊，那些日子不再有。 老狼说得好：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 看着一年以来你寄给我的信与照片，心间不禁
泛起一阵感慨。

时光匆匆，穿梭不断，带走的是身边最亲密的你，永远留下
的，始终是你留给我的深深友情。

�三
� � � �“问世上有几多种爱，流露无限美善，像世间舐犊情深，永不
改变。 ”前不久有人向我推荐黎明的《亲情》，当我听到这段歌词，
想起了已经仙逝的奶奶，不禁潸然泪下。

凝视奶奶留给我的她生前最宝贝的戒指，我的思绪回到了奶
奶过世前的那个周末。

那天，我给在家调养的奶奶送去妈妈给她炖的鸽子汤，并对
奶奶说：“奶奶，还有两周我就毕业了，到时再来陪你聊天。 ”奶奶
已病重得说不出话，只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有人给爸爸打电
话，要他去奶奶家，当时我就想：“奶奶怎么了？ ”可那以后，爸妈对
奶奶的事只字不提，直到考完中考那天，爸爸才告诉我，他接到电
话时，奶奶已经不行了。 我顿时泪满双眼。

上天带走了我亲爱的奶奶，留给我的只有丝丝眷恋。
春风吹来，带走闷热，留下清凉；夏雨落下，带走干燥，留下湿

润；秋风吹来，带走落叶，留下果实；冬雪飘落，带走温暖，留下洁
白。

时光飞逝，岁月带走了许多，同时也留下了许多。 抓住身边的
幸福吧，不要错过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赵荣霞

这是我的大学教练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在故事中， 让我遇见未知的自己。

在英国一个位于野外的军用飞机场上，
一位名叫霍克的飞行员正在专心致志地用自
来水枪清洗战斗机。 突然， 他感到有人用手
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回头一看， 他吓得大叫
一声， 拍他的哪里是人， 是一只硕大的狗
熊！ 它正举着两只前爪站在他的背后。

霍克急中生智， 迅速把自来水枪转向狗
熊。 也许是用力太猛，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
刻， 自来水枪竟从手上滑了下来， 而狗熊已

朝他扑了过去。
他闭上双眼， 用尽吃奶的力气纵身一

跃， 跳上了机翼， 然后大声呼救。 警戒哨里
的哨兵听见呼救声， 急忙端着冲锋枪跑了出
来。 两分钟后， 狗熊被击毙了。

事后， 许多人都大惑不解： 机翼离地面
最起码有2.5米的高度， 霍克在没有助跑的
情况下居然跳了上去， 这可能吗？ 如果真是
这样， 霍克不必再当飞行员了， 而应该当一
名跳高运动员， 去创造世界纪录。

然而， 事实确实如此。
后来， 霍克做了无数次实验， 再也没能

跳上机翼。

其实，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直到有
一天， 这种潜能被激发出来， 就会让你遇见
未知的自己。

有一位体能专家说： “人在遇到危急情
况时， 体内会分泌一种奇异的激素， 能激发
出人体所潜藏的超常能力。 情况越危急， 潜
能越易发挥， 而在平常情况下， 潜能皆处于
沉寂状态。” 你的潜能像海洋， 一眼望不到
边际， 需要你不断挖掘。 遇到人体的潜能，
就是遇到未知的自己。 了解了自己的潜能，
就要相信自己经过不断努力， 全力以赴， 能
把潜能发挥出来。 挑战不可能， 让其成为可
能。

我家先生

（林家品，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
员，文坛湘军“七小虎”之一，现为潇湘抗战
文学创研院院长。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野
魂》《热雪》《从红卫兵到跨国黑帮》《蛊惑之
年》《生番女兵》《花桥》《蔡和森》《玩钱》《抗
战三部曲》（《老街的生命》《兵贩子》《雪峰
山决战》）等。 作品曾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
奖长篇小说第一名、 国际亚太战争文学奖
第一名、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 ）

汉诗新韵

遇见未知的自己

父亲走了
苏景文

父亲走了，带走的是唠叨，留下的是悲伤。
父亲走了，带走的是苦难，留下的是阴凉。
父亲走了，带走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沧桑。

父亲在时 ，总以为好男儿志在四方 ；父亲走了 ，才知儿女情
长。

父亲在时，总以为来日方长；父亲走了，才知世事无常。
父亲在时，世界那么大，他也想出去走走，我却一拖再拖；父

亲走了，想原谅自己，都找不到理由！
父亲在时，争得耳赤面红，还是父子连心；父亲走了，再也没

了争吵，却像断了肝肠！
父亲在时，恨他不知节制，好酒贪杯；父亲走了，真想陪他开

怀痛饮，大醉一回！

父亲在时，相顾无言，沉默是金；父亲走了，抚今追昔，泪洒千
行！

父亲在时，就算天涯，也在咫尺；父亲走了，哪怕咫尺，却是天
涯。

父亲在时，用无私和爱装饰了子女的梦想；父亲走了，我在梦
中祈祷他福寿无疆！

父亲在时，我不知道有没有天堂？ 父亲走了，惟愿他往生莲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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