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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瑶

前些年， 晓世的命运

姚家屋场坐落在湘鄂交界处一座
大山的褶皱里， 自清中期建村庄以来
就开始了唱戏的历史， 我因为研究湘
北地方剧种， 所以常去姚家走访。 今
年政府在镇上建成了一批房子集中安
置无房贫困户， 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一
栋栋白墙翘檐江南风格的安置房， 小
区绿化及设施同城里的小区没有任何
区别， 又听说姚家晓世他爹分了一套
房， 心情非常激动， 于是决定立即启
程去看看。

晓世唱过戏， 上世纪80年代末，
姚家的戏班子里， 数他扮相最好， 唱
得最好。 有人描述给我听， 《空城计》
里， 晓世扮演诸葛亮， 坐在那里弹琴，
等司马懿退了兵， 他的额头上也真的
在滴汗。 不幸的是， 因为长期压力大
身体日益虚弱， 几年前他自杀了。 当
时我正巧在姚家。 他家还住在不知道
是清朝那个年间建的老房子里， 老房
子一半拆掉建了一栋三层小楼， 另一
半住着晓世一家。 房间是泥地， 墙砖
上生了白硝和青苔。 那是个初冬的雨
天， 堂屋里有天井， 雨纷纷的从天窗
飘进来， 地面到处滑溜溜湿哒哒的，
阴冷潮湿。 一口黑漆薄棺材靠墙停放
在破败的堂屋里， 灵前照片都没有一
张， 只有几件折叠着的廉价化纤面料
旧衣搁在灵桌上， 想必就是他生前的
全部财产了。 也没见个亲戚来奔丧，
只有晓世八九十岁的老父老母， 坐在
灶房里嗡嗡地哭， 说没想到他会走这
条路， 几天前他还说一定要把老父老
母送还山的。

这一二十年来姚家屋场越来越冷
清， 青壮年外出谋生， 孩子们在外求
学， 村子里只剩下留守的老人。 老人
们都说晓世好， 大事小事喊他帮忙，
随喊随到。 “晓世， 帮我去看一下田
里的水呐。” 他一点都不推迟， 说“好
咧， 婶子。” 谁家要换个灯泡， 喊他

“晓世， 帮我换个灯泡呐”， 他随即就
来帮换个灯泡。 奈何人想争气命不争
气， 他父母年事高， 父亲腿残一辈子
做不了事。 一个弟弟在外打工时结了
婚生了两个孩子， 打工有一阵没一阵，
挣的那点钱维持日常生计都不容易。
晓世打工挣的钱， 上要养老爹老娘，
下要帮衬着养两个侄子， 无暇自顾。
村里别人家陆陆续续盖了楼房， 只有
他家还住在祖上留下来的两间破房子
里， 这样的条件， 自然也没有能力娶
妻。

适度的穷困可以磨砺人的意志，
而穷困到长期无法获得一丝生的乐趣
的滋养， 穷困就会一点点耗损他的肉
体摧毁了他生的意志。 一个善良的人，
非自身原因， 无论怎么努力也摆脱不
了穷困的厄运， 以至最终被毁灭， 是
让人悲悯的。

晓世的父母 ： “幸亏有
政 府 ！感 谢 政 府 操 了 心 ！”

这次政府扶贫解决了晓世老父母
的住房问题， 让我在去镇上的中巴车
上， 生出许多感慨。 姚家隶属湘北临
湘市， 在研究当地地方戏的过程中，
我尽可能地去了解不同朝代不同时段
当地百姓的生活。 元末的连年战火，
湖南生灵涂炭扫室尽空， 才有了明初
扯来江西填湖广的大移民， 明洪武年
间临湘登记在册的只有2.1万多人。 明
初， 户籍管理相当严格， 因为与朝廷
税赋有关， 所以这个数字应该与实际
数相符。 清康熙十八年， 临湘境内在
册人数1.5万人不到。 康熙五十一年，
皇帝下诏实行“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的政策， 至嘉庆二十一年， 临湘境内
人口发展到近37万人。 这一百年间，
正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康乾盛世， 民房
建筑雕栏画栋， 百姓载歌载舞， 地方
戏剧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因为人丁滋
长， 就必须开荒拓土建新家园， 姚家
就是这一时期从平原的县城附近迁到

这大山里来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
想正是康乾时期“永不加赋” 的政策
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才有了南北无
乞丐的康乾盛世。 这几年， 全国上下
开展的扶贫攻坚战， 党和政府对广大
贫困户人口的帮扶也切切实实落到了
实处， 这种以民生为重的重大举措正
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表征！

中巴车上一个60多岁的农民说：
“如今的政策是真好呀， 不要你上交
一点什么， 还有东西给你。 我们村一
个傻巴单身佬， 只看何处放鞭炮， 何
处放炮老了人， 就何处吃， 吃到送上
山为止。 这次政府的安置房分了一套
30多平方米的给他。 贫困户有低保五
保， 没房子住的分房子， 虽然没有分
什么给我， 但是帮扶了贫困户， 乡里
乡亲， 他们生活有保障， 我看着也高
兴。 习爹爹来了， 我硬是要杀一只鸡
给他吃。”

车内的人都笑起来。 在这里的乡
下， 杀鸡待客是最真诚最隆重的招待。

镇上的集中安置房共七栋84套，
大小不同户型， 墙上墈着“建设工程
永久性质量责任铭牌”。 我找到晓世他
爹家， 他爹癸亥年生人， 95岁了， 成
日里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打盹。 他妈80
多岁， 身体还健旺， 一直呵呵地笑着。
新居有宽敞的大阳台， 四间睡房都挂
了落地窗帘， 新做了柜子， 阳台上晒
着小干鱼。 老太太的小儿子现在在四
川酿酒， 儿媳妇在家照顾两个孙子上
学， 服侍两个老人。 我说这个房子好。
老太太一叠声地说： “这个房子好！
幸亏有政府！ 感谢政府操了心！”

今天的姚家屋场

我接着又去姚家屋场。 这几年，
当地村民大都新建了小楼买了私家车，
仓廪足而后知礼仪， 人们日益重孝道
讲礼仪， 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我是
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一个
美好时代的到来！ 400多人的姚家屋
场， 几乎都是新建的二层或三层小楼。
零星三四栋旧平房差不多也都捯饬一
新， 刷了墙换了瓦铺了地板， 木大门
还新刷了油漆。 晓世家的老房子已经
垮塌了， 垮塌也意味着对屋漏无干处
生活的埋葬， 如今他老父老母的居所
已经是风雨不动安如山了。 村支书介
绍， 姚家屋场这次集中安置无房贫困
户6户， 这几户人家要么因病致贫， 要
么鳏寡孤独， 要么失去了劳动力。 分
散安置贫困户4户， 分散安置即政府扶
持大部分钱自己建房。 修缮老房子的，
政府一律补贴8000元。 四爹九十高龄
了， 老两口还住在老房子里， 这天也
请了人用水泥整修阶基。

他们的评判最准确最具
权威性

阳光里， 这些山野老人用他们的
亲身经历品评着不同的时代。 自古以
来， 千千万万的他们是一切政令成功
或失败的承受者和付出者， 所以他们
最具发言权， 他们的评判往往才是最
准确最具权威性的。 80岁的菊娭毑也
来了， 她家只有她和一个智障女儿，
是村里的五保户。 菊娭毑身体健康，
平时种点菜。 她满脸是笑， 说如今是
真好， 每年五保的钱吃穿用度足够了，
医疗费又全免， 希望政策永远这么好
下去。

四爹九十高龄了， 见证了90年的
中国历史， 在村里德高望重， 他年少
时读过十几年私塾， 一笔字写得跟字
帖一样好， 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
他主持。 他说： “如今的日子才叫好
日子， 有吃有穿有用又自由。 只是好
日子来了我的日子不多了。”

保爹说： “如今是盛世。 您老身
体健旺， 一定会长寿百岁的。”

被预祝长寿百岁的四爹嘿嘿两声，
算是笑纳了。 他说： “历史上三大盛
世： 汉武、 开元、 康乾。 如今老有所
养， 幼有所育， 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
这就是盛世。 我很幸运， 赶上了这个
盛世。”

梦圆2020征文

山野耆老话盛世

过去的2017年， 在我业余创作的道路上， 在追随文学
的旅途中， 我有幸邂逅了一个个文学前辈， 巧遇了一个个
人生恩师， 他们给我带来了诗意的假日、 暖心的教诲、 铭
心的感动。

卢宗仁

母亲节，怎样做女婿的精品课
记得是5月14日， 一个春意蓬勃的星

期天。 我有幸陪伴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及家
人来到君山区钱粮湖镇。 王跃文的夫人、
诗人张战老师及她的母亲彭琼仙女士一同
前往。 这是一次寻亲之旅， 也是一次感恩
之旅。

张战老师的父亲张翼棠1970年下放到
钱粮湖农场一分场三队“劳动改造”， 彭
琼仙带着张战三姐妹一同下放。 他们在一
栋低矮的茅屋里生活了4年， 直到1974年
张先生平反才离开。 虽然是劳动改造， 但
当地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对他们并没有另
眼相看， 甚至还暗暗地给予照顾， 尽量安
排看管甘蔗等轻松的活让张先生“改造思
想” 比“改造身体” 多。

王跃文和张战陪着彭妈妈一起拜访了

当年工作的同事， 登门拜望慰问了当年的
生产队长。 在一块菜园地里， 热心的邻居
带他们找到了老屋所在地， 这里已只有一
些残瓦断砖伴着鸡犬相闻。 王跃文和张老
师挽着老人像考古一样捡拾当年生活的锅
碗瓢盆风霜雨雪， 再现那段日子的朝晖夕
阴炉火炊烟。 彭妈妈和老队长见面时， 双
手颤栗紧握， 泪眼哽咽相看， 千言万语凝
成“感谢” “保重” 几个字。 在农家地坪
里， 春天的阳光蜂拥过来， 还原了40年前
的乡情。 就像一坛酒， 过去是苦涩， 如今
是陈酿， 那醇香是阳光下开封的幸福原
浆， 连村前屋后的油菜花也集体灌醉了。
王跃文静静站在一边， 像欣赏一组艺术雕
塑一样专注， 他的眼里， 有历史在穿越，
有风雷在滚动， 更有温情在闪烁。

这一天是母亲节， 这是王跃文送给岳
母的节日礼物， 比一万朵鲜花还芬芳。 从
他和张战老师身上， 我切切实实掂量了
“感恩” 二字的重量， 现场剽学了“孝顺”
的绝招。 我像是王主席带的一个“补习
生”， 他专门开小灶让我独享了一堂怎样
做女婿的精品课。

一个月后， 也是周末。 在华容县的棉
文化基地， 我又一次见到了王跃文。 王跃
文为岳阳文学爱好者“小说” 了小说。 他
本是戴了帽子来的， 学员的热情太高， 他
把帽子和茶杯搁在一起， 怎么看都像两件
小说的道具： 一顶戏说历史炎凉， 一杯品
说人间冷暖。 他总打着手势， 拳头一握，
我们的心头一紧， 手掌一扬， 我们的笑声
放飞……

如果说“母亲节” 那天进的是“春季
班”， 那么， “国庆中秋” 长假后的10月
15日， 我又入了“秋季班”。

9月28日， 我听说韩少功老师在坪上
书院讲课。 从读韩老师的 《西望茅草地》
开始， 几十年一直读着他的小说。 他多数
小说反映的生活， 都是从我家乡周边那一
大片土地中挖掘出来的。 我的老家与天
井、 长乐、 八景为邻， 智峰山、 汨罗江也
是我童年的生活地标。 《马桥词典》 里的
乡音， 《日夜书》 里的乡亲， 《山南水
北》 里的典故， 我都似曾相识， 仿佛身临
其境。

那天， 我先到， 在第一排选了个位
置。 韩老师来到大厅讲课前就坐在我身
边。 侧看， 韩老师的头发是黑白四六开，
脸色是日月交替的炎黄春秋。 听他的讲
课， 看似轻描淡写， 委实是高天行云， 长
河流水。 通篇是没有国界的视野， 翻转宇

宙的想象。 课后， 我跟
韩老师在乡野的溪边散

步， 我们就像八
景峒的老乡 ， 脚
踏薄暮 ， 手牵晚

风， 看夕阳
在金色的稻
浪上打滚 。
我感觉自己

像一个快乐的简化字跟在一个厚重的繁体
字后面， 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着相同的
DNA。

好事总是连轴转。 半个月后， 也是星
期天。 韩少功偕夫人梁预立回乡， 来到了
阔别40多年的汨罗市罗江镇群英村 （原天
井公社长岭大队团坡里）。 “今有韩大
爹———韩少功文学创作40周年汨罗乡亲见
面会” 在这里举行， 活动由汨罗籍知名学
者黄灯主持。 “今有韩大爹”， 源于莫言
先生的一副“古有屈大夫， 今有韩大爹”
题赠。

这一天， 秋阳不惑， 露一张花甲一样
慈祥的脸。 群英村真的是群贤毕至， 韩老
师小说中的一些生活原型一圈圈围坐在地
坪里 。

韩老师伉俪在木椅上落座， 乡下的趴
胯桌上摆放着一坛土谷酒， 茶盘里盛着瓜
子和花生。 这是一个道具， 是原始乡情最
经典的布景。 韩老师上穿布扣大褂， 下着
手工布鞋。 虽是布衣打扮， 却是大家气
派。 老乡见面拉的是家常， 聊的是琐忆，
嚼的是草根。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争相爆
料“韩花” 的陈年旧事趣闻轶事。 爱称
“韩花” 是老乡们淘出来的古董， 之前大
家不知道韩老师还有这么一个乡土的昵
称。 “韩花” 一叫， 见面会像撒了一把味
精， 戏味弥漫， 吊足了胃口。 我挤进人
群， 站在韩老师夫妇身后。 现场笑点爆

棚， 妙语爆豆。 我拿着手机， 不停地在拍
照与记录之间转换， 用美不胜收、 目不暇
接形容最恰当不过。

在放映一个纪实短片时， 当韩老师听
到一个大队干部说： “只剩我一个了。”
韩老师腮帮紧绷， 竭力咬住自己的伤感，
热泪在眼眶打转。 侧面看， 他的脸像一部
凝重的词典封面， 还未打开， 让现场所有
人都读出了岩浆的奔涌， 地火的滚烫。

见面会结束前， 韩老师夫妇向村小和
镇敬老院捐资各三万元。 等到大家踊跃和
老师拍照留念时， 我才发现自己的双脚站
麻了， 亲屏的手指点木了。 放眼望去， 地
坪的路口有一棵一百多岁的樟树， 它像一
位历经沧桑的老人， 见证了激情燃烧的岁
月， 也现场感染了见面会酽酽的乡情。

正如生活历来不缺少细节， 那天因我
的缘故，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的车熄火
后再也启不动了， 后面来的车被堵住。 韩
老师第一个带头来推， 无奈自动挡的车没
有商量余地， 老锚似的纹丝不动。 热心的
朋友请来了修车师傅， 经检测才知是电瓶
老化蓄电消耗殆尽， 附近没有电瓶可以更
换， 师傅帮我启动后， 车子只能发动着。
所以那天三个多小时的活动， 我的车就一
直陪着发热。 同行的王涘海老师妙语点
评： “你是铁杆韩粉， 这就叫追求文学的
热情经久不‘熄’！”

汨罗乡亲见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