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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月卫

得知我要写向本贵老师的印
象记， 有人便提醒我， 文字要严
肃点， 不能像你写小说那样嘻嘻
哈哈的， 因为向老师是一个严肃
的人。

向老师严不严肃我不敢妄加
评价， 但他不怒自威的长相大家
还是公认的。 大家只要想想就能
明白， 他20多岁就当生产队长，
年纪轻轻的娃儿要管着整个生产
队吃喝拉撒， 不严肃点谁听你
的？ 现在向老师每次见到我就
问： “小江， 最近写了什么大
作？” 因为成绩平平， 听到这句
问话我就害怕。 他给我的印象和
大家是一样的： 向老师一本正经
的， 很严肃！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是很奇
怪的， 很没有道理的。 也许它们
的发生和存在就是道理。 比如有
的人天天和你在一起， 但却让人
觉得你们从来就不曾相识， 而有
的人， 见面也就两三次， 却让你
觉得生下来就和他天天在一起。
其实我与向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
2003年， 那时加入省作协要到市
作协盖章。 我当时在一个镇上当
党委书记， 天天在村子里转， 很
少到市里来， 再加上市文联在新
街背后的小巷子里， 我找了老半
天也找不到， 向老师等了我老半
天也不见我来， 急得要命。 骂我
怎么这么笨， 找个文联都找不
到。 见面后风急火燎地给我盖章
签字， 然后就催我快点， 晚了就
没车回县城了。 他一边盖章一边
鼓励我， 你这条件加入省作协没
问题， 别加入了省作协就不写东
西了哦！ 那年头办什么事都得讲
点关系有所表示。 我给向老师送
了两条烟， 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特
严肃地推了过来： “干什么？ 别
把官场那一套带到作家队伍中
来。 拿回去！” 这是我办事送礼
被拒又还办成的第一次。

从这之后就再没和向老师有
过什么联系， 直到2006年秋天我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文化局当局
长， 此时正忙于筹备县庆50周年
文艺活动方面的事， 突然接到向
老师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一开
腔就是“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你
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是哪个告诉我
的吗， 是王书记”。 我听出是沅

陵口音， 但还是想不起是谁。 他
说的王书记是我们的县委书记，
我猜想这个人肯定不简单。 电话
里说， 有个去毛泽东文学院学习
的名额， 你去不？ 我猛然一惊：
有这等好事？ 听出来了， 是向老
师的声音。 头脑里快速地搜寻：
去毛泽东文学院学习？ 我没要求
过啊！ 毛泽东文学院在哪里……
见我没有吱声， 向老师又说道，
毛泽东文学院在省作协， 吃饭那
里有食堂自己买餐票， 别的什么
住宿啊上课啊什么钱也不要……
我真想去， 但这时候我哪抽得开
身。 我犹豫着， 扭扭捏捏地说
道， 这时候， 这时候……“没空
是吧， 没空就算了！” 说完向老
师就把电话挂了。

直到2009年我调到怀化后
才开始与向老师常有联系。

大凡写作家的印象记总要写
写他的创作成就。 我还真没这资
格， 怀化学院专门成立有“向本
贵研究所”， 专门研究向老师作
品的这伙人才有资格谈向老师的
作品。 我和向老师在一起的时
候， 大都谈的是我的创作。 比
如， 哪篇题材怎么样， 哪篇要如
何结尾等等。 基本上是向老师对
我的指导。 在一次与向老师的交
谈中， 我向他表露自己的苦衷，
说写了好多小说发不出。 向老师
却说， 你已经很不错了， 我是50
岁才开始正式发作品咧！ 我知道
向老师说这话是安慰我。 意思是
要我别急， 慢慢来。 他怎么可能
50岁才开始发表作品呢？ 他20岁
高中毕业因“文革” 停止高考回
农村当农民， 后来当生产队长，
生产大队长， 还学会了木匠， 后
因热爱文学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了
乡文化站的文化辅导员。 快40岁
的时候成了县文化馆的文学专
干。 45岁那年调到 《雪峰》 杂志
社做编辑， 后来又做了编辑部主
任、 副主编， 最后做到了社长。
55岁成了怀化文联的专业作家。
市一级设专业作家， 这在怀化还
是首创。 后来向老师又当上了中
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
文联副主席等职。 当然， 向老师
的职务升迁与他的创作成就是息
息相关的， 对于一个看起来很严
肃的人， 既不善于拍， 又不喜欢
讲奉承话， 不靠自己的硬本事，
哪个会垂青呢？

我一直对作家毕恭毕敬， 但
是向老师却说自己的写作没有什
么高尚的， 只是做自己感兴趣的
事情。 向老师说， 这世道公平得
很， 因为我喜欢文学， 所以我才
写作， 而且写作成就了我。 有的
人喜欢当官， 当上了官是他的本
事， 当不上的觉得是老天对他不
公， 和这些人比起来向老师阳光
得多。 他说， 在生活中他兴趣很
广， 也尝试过各种实现自我的可
能， 但是归根结底， 他认为文学
最能让他的灵魂安身立命。 写作
带来的快乐， 是其他的快乐所不
能取代和屏蔽的， 这就是这么多
年来他没有离弃写作的根本原
因。

在和向老师聊天的过程中，
我问他， 你写了一辈子的农村题
材， 哪有那么多写的哦， 何况你
离开农村这么多年？ 向老师笑了
笑没有回答， 也许觉得我问的这
个问题过于幼稚。 是的， 有着38
年农村生活经历的他， 对生活在
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着非常深刻
的了解。 虽然向老师进了城， 但
他的心没有进城， 时时牵挂着农
村的乡亲， 对他们的所思所想非
常关切。 当过生产队长的他， 促
使他所创作的作品真实地再现底
层百姓的现实生活。 他说： “关
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 ， 书写
普通民众的苦难， 倾诉他们的
所思所求所想， 揭露社会的丑
陋和各种不公， 应该是作家义
不容辞的责任所在， 这样的作品
也应归于‘主旋律’ 的范畴。”
基于这样的责任感， 在向老师的
小说中， 其关注的目光始终对准
底层、 对准农民、 对准百姓。 从
另一个角度看， 我觉得向老师的
作品， 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性
的深度。

向老师的印象记写完了， 想
找他本人看看， 但怎么也联系不
上他。 打了5天的电话才断断续
续接上， 他说他在官庄与农民聊
天， 我说， 你怎么又跑到沅陵乡
下去了？ 他说， 我不来乡村又怎
么写乡村呢？

是啊， 向老师虽然70岁的人
了， 但腰杆挺直， 不胖不瘦的标
准身材， 一口洁白的牙齿还能嚼
得动锅巴， 不知情的人总以为他
才50岁出头， 他不经常在农村跑
能有这身体吗？

活成一棵树吧
李雄生

暴雨倾盆时
不借助雨伞
雨停后
更显得水嫩， 清亮

狂风肆虐时
不需要任何遮挡
只要根还在
依然无畏地向天空生长

风和日丽时
只轻摇， 不狂摆
任孩子骑马
任老人歇凉

胡森林

重阳刚过，母亲就念叨，要酿酒了。
倚门回首，菊花大朵绽放。 瘦瘦的

阳光下，秋天是一朵日渐远离的云。 四
周都是村庄、羊群，田野被拾掇得洁净

而干爽。 家里有水井，母亲却去了很远的井头江挑回
一担水。 那儿的水清澈甘甜，酿酒最好。 傍晚时分，母
亲颤悠着水桶缓缓走来。 岁月拱起青春的脊背，母亲
的水桶里盛装了她似水的流年。 远远望去，母亲的背
影就像我们湘南土地上朴素的侧耳根。

米早准备好了。雪白透亮的长乐糯米，捧在手上，
掌纹就要跳出来。 母亲已忙乎很久，中秋前后就开始
张罗：焙制酒曲、刷洗酒缸、准备干柴和稻草。 这些母
亲不让别人插手，她格外上心，一丝不苟，像是为着一
个盛大的节日精心布置，满怀荣耀和惬意。

一切就绪以后，选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在门前
垒起一个土灶，放上一人高的甑，米倾进去，火熊熊烧
起来。 糯米煮熟的清香四散开去，四舍八邻的许多人
都跑来看，母亲满脸喜气地招呼，记得来喝酒呀。就有
人说：喝你家的酒，只怕把舌头也要咽下去呃。母亲就
笑得越发生动了。火一熄，众人合力搬下蒸熟的糯米，
倒进屋里一个硕大的缸里。 母亲耐心把糯米搅散、铺
平，调入磨成末的酒曲。这时她满脸的凝重，口中念念
有词，看的人就都有些肃然。直到盖上缸，铺上厚厚的
稻草，用石头压得笃实，然后这才长长地吁一口气。

稻草裹住的那缸，静默地躺在屋角，像一只卧伏
却生猛的兽。 似乎过了蛮长一段日子，母亲不时凑上
去嗅嗅，每回都眉开眼笑地说“快了，快了”。终于有阵
阵的酒香从稻草堆里溢出来， 渐渐地浓得化不开，压
着的石头都几乎要被撑开。母亲却还是说，再等等，久
酿出好酒。

母亲掐算好了取酒的日子。 开缸时，她把几个大
大的玻璃酒瓶一溜儿摆开，小心翼翼地拿掉石块和稻
草，像在满怀慈爱地料理着婴儿的襁褓。 越来越浓的
醇香顿时把她整个儿淹没了。 撤掉缸盖时，一泓澄亮
清透的液体亮闪闪地充斥到眼里。母亲往缸中插入酒
漏，再舀起酒倒在白瓷碗里，来的人都喝上一碗。端起
碗的人先是放在鼻子上猛嗅一阵， 用舌头舔上几舔，
然后眯起眼睛，一口、二口……嗞然有声，一碗酒要啧
着嘴品上半天，一边喝一边夸“好手艺”。

这几大瓶酒要滋润全家大半年， 母亲常舀了几
提，装上一杯，让父亲慢慢地品。 这酒香气回溢，清醇
可口，冬天驱寒，伏天解渴。 家里有了客人来，酒是非
喝不可的，几杯下肚，客人脸酡眼醺，母亲边加酒边
说：“再喝点，酒有的是，这酒别的地方喝不到哩。 ”又
夸起这酒的好来，说这“湖之酒”早年是贡品，当年衡
州府里“青草桥头酒百家”就是卖的这种酒。父亲也在
一旁吟咏起不知哪里看来的《颥酒赋》：“宣神御志，导
气养神。 遣忧消患，适性顺情。 言之者嘉其美味，志之
者弃事忘荣。 ”客人便经不起劝，杯来盏往，不多时就
有了一脸可掬的醉态。

我离家远了， 母亲却总记得我爱喝家里的酒，每
年总不听我的劝，要做上一回。 我喝了母亲酿的酒出
门，往后的日子都醉在里头了。

如今，我和母亲隔了铁轨、城市和这些单薄的文
字，遥远的酒香又飘过来，母亲，我就是你用岁月酿成
的最好的酒，本色犹存。

宁乡五章
罗先

（一）

2017年12月3日， 笑脸与掌声在
这里重叠。 宁乡， 翻开崭新的一页。

沩乌楚靳在此刻汹涌湘江的浪
涛， 145万双手在此刻凝聚巨大的合
力。

红色沙田， 穿越时空的眺望， 早
已凝成连绵山河不落的太阳。

（二）

我遥望炭河古城， 千年的风雨，
千年的沧桑， 千年不灭的烟火， 已点
燃千年的梦想。

千年密印， 文脉官山， 每一个脚
印， 都踩着楚沩厚重的文化， 朗朗书
声， 带来远古的呼唤。

历史的荣光， 今朝的幸运， 都在
这一刻， 化作宁乡的使命与担当。

（三）

徜徉在山水之间， 从芙蓉山上的
第一缕阳光， 到南楚灵山的幸福吉
祥， 袅袅盘香， 融融烛光， 把虔诚折
叠， 让古韵书写激情的诗行。

我想问一问四羊方尊， 是谁， 踏
着千年的平仄， 用呼之欲出的文脉，
在吟诵这首凝固的史诗。

新的宁乡， 新的征程， 新的作
为， 新的气象。 古老的版图， 在这里
升级。 站在新的起点， 我们将用巨笔
书写新的篇章。

（四）

虽然， 我曾经招兵买马， 为你书
写波澜壮阔的长卷。 虽然， 我曾经挥
汗如雨， 为你编辑不倦的宁乡故事。

道林的天空， 是一页页经卷。 幽
幽沩山， 深埋着远古的文明。 这些编
好的书， 这些绘好的画， 统统留给不
舍的昼夜。

如果春夏秋冬都可以入画， 如果
风霜雪雨都可以入诗， 我愿意打开空
旷与深蓝， 以仰望的名义， 尽情书写
我的大美宁乡。

（五）

我不想说， 灰汤的风声雨声， 在
东鹜山的苍翠里吟唱。 我不想说， 花
明楼的小桥流水， 流淌出盛唐的平
仄， 汤泉如诗， 花明如画。

明天的喜悦， 可以预支， 未来的
发展， 时不我待。 是责任， 是压力，
更是信心。

带着谋划发展的新理念、 新格局
再出发， 发展要聚焦， 要融合， 更要
开放， 要高速， 胸怀梦想。 我从秋天
一步走到春天。

孙启皓

独自踏上人
生的征途， 我以为我

能管理好自己， 想不到
却在游戏中迷了路……

抬头看看表， 已经过
去1个多小时了， 望着那17

寸的屏幕中闪烁的画面， 迟疑
了一阵， 又转身投入到那刀光
剑影的虚拟世界中去了……像
这样的日子， 已经有1个多月了，
整个暑假在我的放纵下悄悄地溜
走了。

“不要再玩了， 这样玩下去
对眼睛不好。” 弱弱的声音从后
面传来。 “晓得了， 我的事不要
你管”， 回答着的是我那冷漠冰
凉而又机械的声音。 母亲轻轻
叹了口气， 离开了。 而我一直
盯着那17寸小屏， 直至眼睛
疼痛，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离 开 时 还 不 忘 说 声 ：
“哦， 对了， 别关电脑，

我一会儿还要玩的。”
离开家， 吐出

一口浊气 ， 便
闲 适 地 走

着， 也

不知目的在哪。 很突兀的， 一
条野狗从我身前窜过， 向我身旁
的那堆垃圾扑去， 并狠狠地瞪着
我， 我轻轻一别头， 走了， 身后
便传出快速翻垃圾的“喳喳” 声。

回到家中， 母亲正在同我们
家的大狗阿布玩， 我叫了声“阿
布”， 它便朝我奔来。 我看着它那
洁白的毛发、 水汪汪的大眼睛和
那兴奋的表情， 不知为何， 我的
眼前竟浮现出那条流浪狗的模样：
肮脏而又杂乱的毛发， 那耷拉着
的脑袋以及空洞的眼神。 “哎，
阿布的命真好！” 我不禁感叹道。

回到书房， 坐到电脑前， 却
已全然没有一开始的玩兴了， 漫
无目的随意的浏览着新闻， 我不
知自己要干什么， 注意力不知不
觉离开电脑、 离开游戏， 想到了
中考失利后的那晚的悲伤， 想到
了父母的失望……“啊 ， 不想
了”， 我回过神， 可“游戏、 电
脑、 手机” 等词却逐渐清晰地出
现在脑海中， 像软件中了病毒一
样， 怎么也删不掉。 我惊起， 无
言。 若继续放纵自己， 今夜偶遇
的那条流浪狗的生活， 会不会就
是我的明天？ 我不敢深想。

窗外， 那黑如墨汁的夜向我
袭来， 挤压着我， 让我动弹不得。
我使劲地甩了甩头， 让自己清醒
起来。 转头的那一刻， 我看见父
亲对我写的话： 孩子， 我不要求

你 将 来 成

功 ，
也不会逼
你， 但你一定
要清楚自己的目
标 以 及 想 要 的 生
活。 我的泪水再也忍
不住了 ， 从脸庞划过，
我冲出电脑房回到卧室，
大声地哭着， 歇斯底里地喊
着……

生活依旧像往常一样有条
不紊地继续着， 时间也不紧不
慢按自己的节奏走着， 我不知道
自己是否被唤醒了， 只是在此之
后我很少上电脑打游戏了， 我并
不清楚我是否能成功， 但我知道
我想过怎样的生活， 这就够了。

就这样， 我开始一点点地唤
醒自己， 唤醒我这个装睡的人。

“挫折是一块石头， 对于
弱者来说是绊脚石， 让你停步
不前。 而对于强者来说， 它
是垫脚石， 使你站得更高！”
我希望这段青春的迷茫和
叛逆成为人生的垫脚石，
让我看清自己， 看清
更远的前方。

我看孙孙玩摄影
杨家深

我爱摄影也爱文字。 说来惭愧， 虽然我是个有
“摄影家协会主席” 头衔的爷爷， 但平日太忙， 对于
孙子摆弄摄影， 我既没能教， 也没空去陪， 只是偶
尔看着孙子自个儿“玩” 而已。

我搞了几十年摄影， 儿子摄影功底也不差。 一
些摄影比赛中， 我们父子俩常常双双获奖。 也许是
耳濡目染， 孙子从小也迷上了摄影， 而且在他3岁那
年， 还在 《怀化摄影》 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处女作
《客厅》。

记得那时孙子还没上幼儿园， 看着大人拿手机
拍照， 他也便学着拿个电视机遥控器， 煞有介事地
模拟比划着拍照片的架势， 一会儿靠前， 一会儿又
跑后， 时立时蹲， 或俯或仰， 横竖取景， 乐此不疲。

那天中午， 我在厨房做饭， 手机扔在客厅的沙
发上。 奶奶也不知在哪忙什么去了， 孙子便一个人
在那看电视玩耍。 快吃饭时， 孙子递过手机娇声地
说： “爷爷， 你看我拍的照片。” 开始， 我只是敷衍
应道： “嗯， 嗯， 不错， 宝宝真乖， 能拍照片了。”
待接过手机一看， 我却怔住了！ 构图取景还真不赖：
画面里， 电视机正在播放动画片， 地板上， 错落有
致地撒落着一些小玩具， 特别是电视机、 背景墙这
些有线条帯框架最容易变形而犯摄影构图“大忌”
的目标物， 都被拍得中规中矩， 颇有“章法” ……

当然， 让我感到大喜过望的还是孙子的另一次
成功“导拍”。 那是在我们来长沙参加他外公的生日
酒宴上， 开席之前， 孙子又拿着手机玩起了“照
相”， 并让我和他奶奶当模特。 左拍，右拍，我们顺从
地僵笑逗乐着，但孙子好像就是不满意。突然，他冲到
桌前，顺手拿起上面插有红色餐巾纸花的茶杯高扬过
头顶， 边示范便娇嚷道： “你们可以这样啦……”
我们如法演绎， 照片果然生动了许多。

小孙子不仅喜欢给家人拍照片， 也乐意自己当
模特摆Pose， 而且总是别出心裁， 常常引人大笑开
怀， 他自己也就在这舒心畅快的氛围中快乐地成长。

酿
酒
的
母
亲

守望乡村
———向本贵印象

唤醒自己

湘江短笛

汉诗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