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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敏

刘勇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些日子了，前不久在省
作协理事会上见着刘新胜时， 又想起他仙逝的父亲，
说起我的回忆。 这两天在“孔夫子旧书网”淘书，看到
一本老先生的《金色的秋天》，1964年10月作家出版社
出版，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就有了更清晰的怀念。

我记不得第一次认识刘勇老师的确切年份了，依
稀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新化县有一个全国著名
的农村文化工作典型，叫孟公大队。 有一天我接到通
知，去孟公参加省里举办的一个创作学习班。 同去的
有两个人，我和曾祥彪，祥彪是县百货公司的营业员，
我是县城学校的民办教师。晚上我们坐火车赶到城区
30公里之外的孟公，办班的地点就在火车站旁边一家
新开的饭店，当然是国营的。一进饭店，就看到一个个
子很高的长者站在我们面前，他说他姓刘、刘，叫刘、
刘勇，是省群众艺术、术馆的。 一听到“刘勇”两个字，
我就激动了，全国著名的农民作家啊！ 那一下忽视了
他的结巴，只感到了他的伟岸！

他真的伟岸，又高大又结实，大树一般呵护在我
面前。 呵护的感觉是那一脸乡土的慈祥与憨厚。 他真
的又很农民，裤脚一管高一管低，脚上一双很旧了的
解放鞋，鞋带松松拉拉的，那长筒袜子自然也是一边
高一边低。 是他带我们住进房间的，他告诉我们这是
省群众艺术馆和《工农兵文艺》编辑部专门在孟公大
队办一个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培养孟公大队的农民
作者，也从全县选了我们两位参加。

那学习班好像办得很长，半个月？一个月？记不清
了。刘勇老师和《工农兵文艺》编辑部还有省群众艺术
馆的好几位老师守在那里，轮流给大家上课，真正是
手把手地带着大家写作，戏剧、曲艺、歌曲，小说、散
文、诗歌，都辅导大家写。 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才知
道刘勇老师是《工农兵文艺》的主编，就边听课边从这
结巴里获取写作力量，边观察着他的容貌。 他的形象
实在不是那种风流倜傥的作家，长相不仅是个地道的
农民，而且是农民里边的困难户。 脸并不瘦削，长方
形，有土地的立体感，也有收获的颜色。 嘴不大，厚实
的嘴唇包裹着往外挤的又参差不齐的牙齿。 眼睛有
光，但那光不是眼睛本身的，而是那酒瓶底一样的眼
镜片反射出来的。 那酒瓶底还有几个圈，但如果不是
这酒瓶底眼镜和那陈旧的中山装做点搭配， 这黑脸、
突牙、近视、结巴，在这种场合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与
他见面，你都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把他和“作家”两个字
联系在一起。

而就是湘乡的这样一个农民，成长为新中国的一
名大作家，他就像湘乡农村的一株玉米秆，结出了饱
满的玉米棒子！ 像湘乡山里的一棵松树，结出了一颗
又一颗的松球。 他还像湘乡土地上的父老一样，把一
份浓浓的乡情，散发给予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所以他
才和孟公大队的农民作者们做这样亲切的交流，才结
巴着把自己的创作体会与收获，极其吃力地传授给这

片乡土，传授给我们。
他最吃力的恐怕还不是讲课，而是看稿子。
学习班每一个人的稿子他都看，而且是一次又一

次地看，改一稿看一稿。 刘勇老师看稿的不容易，当然
在他的眼睛。

我先是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个农民作家成长的
艰辛。 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的乡间那昏黄的豆油灯或
煤油灯下，或是在劳作过后日落西山最后的余晖里，阅
读了大量的书籍， 如果不是在这样昏黄的光影里一笔
一画地写下了大量的农民的故事， 就不需要把这样厚
厚的酒瓶底戴在眼睛上。 我再是从他对新一代的农民
作者和所有的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业余作者的眼神里，
看出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文学事业的赤胆忠心！

他是怎样看稿子的啊！
也许是我记忆的夸张，他拿到我们的稿子，先是

把稿纸的上端贴着眼镜片，然后再慢慢往上送，鼻子
就成了稿纸的轨道。 然后翻过第二页，又这么开始，看
得一页不落，看得极其认真。 然后就面对面和你谈这
个稿子的行与不行，就指导你怎么怎么修改好。

我不知道这些文字是怎么穿过厚厚的酒瓶底抵
达他视网膜的， 是不是靠着鼻子在嗅着文字的味道？
眼睛不好使的人也许心净，心净的时候视力最弱也能
辨出真伪，心净的时候鼻子也能闻出语言的意义。 我
曾经工作的新化县文化馆，有一位搞文化辅导的叫钟
佑启的干部，他老婆姓朱，老朱的眼睛和这刘勇老师
一样，但她没戴眼镜，她也常常捡起丈夫看过的业余
作者的稿子，像刘勇老师一样贴在眼睛上看贴在鼻子
上闻。 后来钟佑启同志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妻子老
朱被照顾做了文化馆的出纳。 这好像有点开玩笑，一
个视力如此差劲的人能不把钱搞错吗？这财物能不出
差错吗？ 可是却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笑话：有一个
姓宋的文化馆辅导员，模仿馆长的字冒充馆长批了一
张发票， 他当然想这朱会计的视力是发现不了的，没
想到这朱会计把发票贴到鼻头上嗅了嗅，说：“你冒充
馆长签字，也不能把‘报销’写成‘报稍’啊！ ”于是，那
小宋从此就被叫成“宋报稍”了。

刘勇老师也是心净吧，也把业余作者们稿件上的
每一个字捕捉得那么细致，又用心把这些文字进行研
磨，提炼出里边的精华，再研磨再黏结再打造。 他与那
个朱会计的视力相比， 是戴了副深度近视眼镜的，还
要贴得那么紧！

这是刘勇老师最初给我的印象。 他的酒瓶底眼镜
给了我一笔巨大的财富，对文学事业的忠诚，对业余
作者的真诚。后来我也调到了县文化馆做文学辅导工
作，也向他学习着这一份忠诚与真诚。 最初我也常去
孟公大队蹲点，还带着孟公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到全
县各地巡回演出，在那里又多次见到从省城下来的刘
勇老师，每次来都是那么一种朴素，都是那一声声和
你扯不断的结巴， 都是那种要紧紧地贴着你的眼光。
我的心，就紧跟着他高一脚低一脚地晃荡……

秋也

腊月廿三，是民间灶王
节。 这个节日，总是勾起很
多人热切的思念。

打工在外，一些老乡想
吃大锅贴饼子，在装备齐全
的现代化厨房里，使尽浑身
解数，也没有做出家乡的味
道。 原因是缺少柴灶，那个
烟火香味出不来。可见灶的
重要，有食料不一定做得有
味。

在故乡，进了正屋就是
厨房，两口大锅，像哼哈二
将分列左右。做饭时把草填
进灶口，火苗一边舔着锅底，一边顺着锅灶
后面的嗓子眼儿，爬进隔壁的土炕。 烟火在
烟道里绕来绕去， 把一面炕暖得热热乎乎，
才通过烟囱，依依不舍地升上天空。 农村多
草木，野草、树叶、庄稼秸秆、枯木朽枝，足以
令柴灶火旺。

人们觉得灶是一个王，司掌着庄稼人的
温饱，功劳无边，得用一个节日来纪念。每年
腊月廿三，人们要燃放鞭炮，欢送灶王去玉
帝那里述职，期盼带回风调雨顺。

母亲擅唱《灶王辞》。我是听着小曲长大
的。“灶王爷，本姓张，娶个贤妻郭丁香。温柔
贤淑敬公婆，可惜没有生儿郎……”张郎出
外经商，遇上千娇百媚的李海棠。 张郎经不
住诱惑，狠心休妻。 丁香只要了与她朝夕相
伴的老牛， 老牛拉着车来到一座破茅屋前，
屋里只有一个老婆婆和傻儿子。老婆婆可怜
她说：你要是不嫌弃，就给他做媳妇吧。丁香
答应了，她褪下手腕上的玛瑙手镯，让丈夫
去换些米回来。丈夫说，原来这是宝贝啊，俺
砍柴的山沟里有的是。 丁香转忧为喜，夫妻
赶着牛车去搬运，回来帮助穷人。 由于积德
行善，丈夫不傻了，成了富庶人家。张郎因为
负心，被天火烧光家产瞎了眼，李海棠弃他
而去，他只好沿街乞讨。有一天，他乞讨到丁
香家， 丁香默默地从头上拔下一只金钗，藏
到面条碗里。 张郎吃到金钗， 不解地说：大
娘，你碗里什么东西嘀哩哐啷的？ 丁香又羞
又气，说，“有眼无珠叫街郎，莫管媳妇叫大
娘！ ”张郎听出前妻声音，又羞又愧，一头撞
死在灶台。 后来成为丁香家的灶神，为她家
消灾祈福。 这是灶王的传说，庄户人家十分
相信，觉得灵验，纷纷请回家供奉，慢慢成了
人间的灶神。

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人千万要行好。 灶
神是要敬畏的。 母亲常提醒我们：锅台是灶
王脸，不能乱写乱画，不能放刀斧利器；灶口
是灶王嘴，只能填柴草，不能烧蒜把子葱根，
不然后人会不长胡子。 小时候烧火，我喜欢
拿一头烧成黑炭的拨火棍，在灶脸上写字画
画。 父亲就借古比今，说从前有个满腹经纶
的穷书生，冬天到河边挑水，看到一个驼背
老翁不敢过河，就把他背到对岸。 老翁让他
于某年某月某日进京赶考，必中。 书生大喜
过望，回家跟母亲说了。母亲正烧火，激动地
拿着烧火棍敲灶台，哈哈，俺儿金榜题名，再
也不用受穷了！ 结果得罪了灶君，没几天得
了一场大病，浑身骨头痛得散架，那是阎王
派鬼使来，抽掉了他的贵人骨，终生与功名
无缘。

大女儿两个月时回老家， 突然呕吐不
止。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母亲埋怨说，你们
年轻人不讲究，是不是烧火的时候，把脏东
西填进灶口，腌臜着灶王爷了？她买来烧纸，
毕恭毕敬地给灶王爷上香， 嘴里念念有词：
灶王爷啊，原谅年轻人吧，请保佑她们娘俩
好好的，俺多给您供奉香火……女儿很快好
了，我对灶王爷的敬意也增加了许多。

敬畏灶王， 是敬重一种传统的居家美
德，不忘礼数规矩。大地之上，不管时代怎么
变，人们对灶王的恭敬一直没能变。 守着故
土的老人，异乡打拼的游子，都不会忘记辞
灶这个节日。 每年腊月二十三，我都要将豆
面地瓜面高粱面掺进面粉，亲手赶一碗灶王
爷最爱喝的杂面条，恭恭敬敬地摆到灶前。

“灶王爷，本姓张，一年三碗杂面汤。”傍
晚时分，家家户户，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
过去一年的不如意随硝烟而去，备受百姓爱
戴的灶王，将在玉帝面前呈上美言，为人们
带来一个五谷丰登的来年。

张永生

冬寒还没有过去，已过立春了。 空气中到处氤氲
着生命的激情，暖暖的阳光洒在柳枝上，孵出一串串
鹅黄色的梦。暖阳初升，天空碧蓝，点点清新的鲜绿中
正孕育着全新的希望，周而复始的春耕播种开始了又
一年的轮回。

立春，是一年之中最早降临的节气，她虽然代表
着柔风与暖阳，却艰难地行走于冰雪料峭的寒冬的脊
背上，印证着“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
千古诗句。在严寒的冬季，我们都盼望着春的到来，盼
望着叶上枝头花开芬芳的融融春意。 立春了，大地渐
渐接受阳光的温存。 从这天开始，大地上的一切生命
开始攒动，一切声音开始清脆。我知道，小草此刻正从
泥土里展开绿色的耳朵，聆听春天的脚步；我知道，池
塘边婀娜多姿的柳树，面对身下的明镜，抚弄着发辫，
正着手编织一个个绿色的梦想；我知道，过不了多久，
那些埋在泥土里蛰伏了一冬的生命都将破土而出，眼
前满目枯黄定会变成一片生机盎然。

立春，旖旎蹒跚在山岗上。 高山流云，空旷辽远，
莺歌深邃，鸟雀飞舞，一派醉眼。旷野里，放眼望去，暖
日当暄，坚冰消融，软翠见角，碧水淙淙，丝丝暖春的
气息已隐隐浮动。

立春这一日，是要“咬春”的。所谓咬春，就是吃一
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既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
因为地域不同，咬春的内容也就各异。 老北京人讲究
时令吃食，立春这天要吃春饼。 据唐代《四时宝镜》记

载：“立春，食芦、春饼。 ”可见唐代就已经开始吃春饼
了。

记得小时候，在立春这天，一大清早就有人挑着
担子在胡同里吆喝：“萝卜赛梨———”这时，母亲总会
吩咐我去买些萝卜回来。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萝卜味
辣，取古人“咬得草根断，则百事可做”之意。

一弦春曲在此刻拨响， 一年的希望在此刻绽放。
站在春天的门槛上，吐纳的是春光，赏阅的是春色，蓄
盈在心的是浓浓春意……

等着一场雪
（外一首）

郭爱武

太阳盘踞
久而久之， 南岭山脉始终温暖
雪， 迟缓着不肯落下
热腾腾地掰着手指， 要是风从北方来
途经湘江沿岸， 将令三声

鹅毛大雪， 愿不愿意吹往故乡的瓦砾
如果这样， 声势不算浩大
那就锣鼓喧天， 大街小巷遍地红灯笼
让小雪人坐在田野的草垛上

过不久， 万物苏醒
朝母亲怀里打个滚儿
像光阴， 重新爱上人间

顺时针
我承认， 潮汐卷土重来
在月圆之夜
那天， 有星斗， 无鞍马
越接近， 越是逼走自己
抛出哀伤， 再收回
温软成一滴水
顺时针， 将海洋慢慢铺开
把酒言欢

你啊， 不知不觉流入我的疆域
又繁华似锦

鹧鸪天
贺湖南省监察

委员会挂牌成立

易庆安

铁券铮铮耀眼瞳，
俨然利剑挂苍穹。
肃贪自此开新局，
打虎尤当挽劲弓。
除痼疾， 播清风。
拧拳撸袖藐虚空。
冰心坦荡流芳韵，
见证繁华社稷中。

江城子

刘宗林

十载稼穑不寻常，
形憔悴， 鬓已霜。
田畴挥汗，
农舍叙衷肠。
赤诚换得黎民笑，
稻菽黄， 绿满岗。

乡村振兴号角响，
鞍虽卸， 再整装。
比肩奋斗，
携手绘三湘。
待到来年功成日，
同举杯， 庆辉煌。

管弦

冷兵器时代，暗器原是正派兵器，只是，被人涂
上毒，就让人瞧低了。也可以说，毒药一涂上暗器，就
把暗器拖累了。拖累暗器的植物毒药中，最有名的是
乌头。

和乌头亲密接触，“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 ”
“煎为药，敷箭射人即死。 ”真是令人惊悚的场面。 春
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著的《左传》记载的“骊姬之
乱”中，更让人详细看到了她的毒性。“谓公祭之地，
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作为古代四大
妖姬之一的骊姬，与妹喜、褒姒、妲己并列，她本是骊
戎首领的女儿，公元前672年被掳入晋国成为晋献公
的妃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她使计离间了晋献
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她“置毒
事”把乌头下在酒肉里献给晋献公以陷害太子申生。
晋献公洒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给狗吃，

狗被毒死；给宫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
多么恐怖。 难怪乌头被三国时期医药学家吴普

称为“毒公”。乌头的中毒反应通常发生在10分钟至2
个小时，中毒者会出现面色苍白、流涎出汗、恶心呕
吐、胸闷和全身发麻、痉挛等症状，继而呼吸困难、血
压下降、体温不升、心律紊乱、神志不清、昏迷，以至
循环、呼吸衰竭而死亡。

乌头的毒效，就是这样强烈而迅速。
乌头有草乌头和川乌头之分。川乌头多为种植，

多生于蜀地，她的子是附子，取“附乌头而生者为附
子，如子附母也”之意，还有天雄、乌喙、侧子也是她
的子。 草乌头多为野生， 其毒性比川乌头的毒性更
大。 取草乌头的汁，涂抹于兵器上，射禽兽或人，即
死，所以她的煎汁被称为射罔。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将其中意思说得很清楚：“乌头有两
种：出彰明者即附子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 春
末生子，故曰春采为乌头。 冬则生子已成，故曰冬采

为附子。 其天雄、乌喙、侧子，皆是生子多者，因象命
名；若生子少及独头者，即无此数物也。其产江左、山
南等处者， 乃本经所列乌头， 今人谓之草乌头者是
也，故曰其汁煎为射罔。 ”

因此，江湖传言中拖累暗器的毒药乌头，更确切
地说应该是射罔， 据传在神农氏时期和西方的古罗
马时期，她就经常被使用在狩猎活动中。东汉末年的
时候，一代名将关羽在战争中的乌头毒，也是射罔毒
箭所致。 当时，关羽请来华佗为自己拔箭刮骨疗毒，
治疗过程非常痛苦，但关羽毫无畏惧，自始至终与他
人谈笑风生，展示了硬汉风采。 面对乌头的毒性，关
羽完胜，可见关羽健壮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及华佗高
超的医技。 在华佗和关羽面前，再看乌头，强强相遇
时的生死较量，竟令人心生敬意。

乌头的花语也果然是代表和象征着敬意的。 她
很漂亮很有型。 春光明媚的时候，开着紫色的花，以
神秘而高贵的色彩荡漾在和风中。 小茎初生时有脑

头，状如乌鸟之头，这不仅是她名字乌头的来历，又
因为含有头首之意而让人敬重。

在这样的敬意里，乌头的毒便有了毒的用处。虽
然，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将乌
头列为“下品”，下品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
不可久服，可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但“下品”也
是可用的，关键在于辨证准确、用量适度。 把乌头用
特殊而专业的方式进行炮制和加工后， 可以祛风除
湿、温经止痛，她的强心作用甚至可以“回阳救逆”。
清代医药学家杨时泰说，“草乌之类，洵为至毒之药，
先圣用毒药以去病，盖期于得当也。 如草乌辈用之，
必须陈寒瘸冷，是以相当。”每用到乌头，有经验的医
家都会配上甘草、生姜、白芍、绿豆等来克制或减弱
她的毒性，以防万一。

所以，当乌头出现，我们会看见，一股骁勇悍烈
之气迅猛掷来，所到之处，均掀风鼓浪。 人们只要认
识了她，就不会忘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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