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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明

认识梁书正，是在2015年初由中国
作协主办的“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
生态研讨会上，当15位草根诗人的作品
以各自的姿态在诗坛落地生根时，梁书
正令我格外惊喜。一是惊喜他是我的老
乡；二是惊喜他的诗真的好。 作为生活
在底层的打工诗人，他的作品既呈现命
途多舛和现实困境，又饱含对生活和生
命热爱、乐观的情怀。 罗曼·罗兰说：世
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
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想梁书正就
是这样的诗人。

遗憾的是， 我们那次并没有交上
言。我发完言就去忙别的了，他很腼腆、
内敛，也不敢主动来跟我攀老乡。 但我
结结实实地记住了他的诗，对他也多了
几分关注。回到老家时，只要我有空，都
会把他叫来一起喝茶聊天。 这几年，为
了采写湘西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报告
文学， 我每年都要利用年假去十八洞
村。 十八洞村在梁书正所在的花垣县。
每次采访完后，我都要跟花垣县的文朋
诗友们见上一面， 当然少不了梁书正。
他的为人，清醇干净，跟他的诗歌一样，
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我主张任何文学样式都应该有诗
性，特别是诗歌。诗性，是让文学飞扬生

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 诗性
能激活所有文学样式的痴呆和死气。我
很高兴地看到，书正的诗歌里充满了一
种明媚生动、 焕发着蓬勃生机的诗性。
在《春天颂》里，他是这样抒发春天的诗
情的：“我看到的叶子/肯定不是去年的
那一片/我看到的蝴蝶/肯定不是去年
的那一只/甚至/我看到的那个老人啊/
肯定也不是我的奶奶了/可这又有什么
关系呢/万物生长/一定有很多珍贵的
事物/又来到人世上”。 他用叶子、蝴蝶、
老人三个物象，用“看到”“肯定”三个词
语循环反复， 带着音乐的节奏和旋律，
把春天一叹三吟。 在《田野之美》里，他
更是充分展开诗意的翅膀，把母亲收割
的稻子麦子想象成一捆论语，把麦子玉
米都想象成论语里教会我们人生的老
师或书本。 真是想象独特，诗意盎然，让
人称奇。

作品除了诗性，还应具有神性。 我
所主张的文学的神性，不是单一的对神
灵的表达，而是文学应该具有神灵般的
神韵、 神灵般的圣洁和神灵般的情感。
在神秘的湘西，梁书正诗歌里，对神的
描述和赞美，不仅让诗歌有了美妙的魔
幻色彩，也让作品有了神气、人气和喜
气。 而在《夜语》里，梁书正的神性表达
更是达到了人神合一的极致：“灯下/父
亲和母亲说话/天上的星星/和刚播下

的种子说话/夜那么静———/风/草木/菩
萨/都围过来听”。《清明节·父亲如是
说》里，梁书正的这种人神合一的神性
表达，更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情感密码和
神谕，温暖而动人。

但是，起最终作用的是人性。 任何
作品， 人性的力量才是最大的力量；人
性的美丽才是最大的美丽。只有人性的
光芒才会穿透文字，照亮人心。 梁书正
的诗歌，到处洋溢着这种人性的力量和
光芒。

他在《母亲越来越像个孩子》里，从
母亲怀念外婆开始， 以极为独特的角
度，表达母亲人性脆弱的温情：“外婆不
在后/母亲越来越像个孩子/随便翻到
一样物什会哭/中秋节我们晚回一点会
哭/一个人待久了会哭/她总是打电话/
总是抹眼泪/夜晚被她哭得亮亮的/家
乡被她哭得湿湿的/她总爱到门前张望
/又会到火塘旁垂泪/每一次她哭/河水
就上涨一寸/每一次她哭/秋霜就加深
一层/我的母亲/她真的越来越像孩子
了/她想的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她流
的是天底下所有孤儿的泪”。 而在《母
亲》里，他又以母亲摘豆角为载体，写母
亲善良得不愿踩疼泥土上的一切：“清
晨/我穿棉布衣裳的妈妈/在薄薄的雾
气中摘豆角/她缓缓走着/轻手轻脚/不
踩痛根茎和泥土/不碰落开着的小小菜

花/她是大地最仁慈的主人/是我们三
个子女都喜爱的母亲”。 如此善良的不
仅是母亲， 更是他湘西所有的父老乡
亲。

梁书正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明媚美
丽、温暖感人，也许源于他的一颗本就
善良的初心。 他是一个贫穷家庭的孩
子，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难，毕业后在
广东经历八年打工的漂泊生涯，但他没
有因贫穷而诅咒， 而是因贫穷而奋斗，
因奋斗而感恩。 人们对他点点滴滴的
好，他都铭记在心，感恩回报。他掏钱为
村里苗鼓队买苗鼓。他募集物资帮助湘
西腊尔山地区的留守儿童。他大力往外
推荐留守儿童写的诗歌。他自己还是个
生活并不富裕的农民，可他每月偷偷掏
钱资助云南的一个学生。人心、诗心，都
是如此闪亮。“我是低身俯吻大地的人/
也是离星空最近的人”， 这是梁书正的
一句诗，让我不禁想到艾青先生的“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
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想，梁书正肯定就
是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诗人。因为低身
俯吻大地， 所以从不忘大地的恩情；因
为低身俯吻大地，所以写出大地上的动
人诗章。 相信他会用一生深情，唱软读
者的骨头和心。

（《遍地繁花》 梁书正 著 团结出
版社出版）

陈文潭

聂鑫森先生近期在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
精选集 《贤人图》。 这本书有
40多万字， 凡43篇， 编排颇
见匠心， 分为“贤 ” “人”
“图” 三个版块， 令人玩味。
读这本书， 我想到了八个字：
文人胸襟， 家国情怀。

何谓文人？ 聂先生在一
篇文章中说过：“首重道德修
持， 然后在传统国学上博览
广识， 再兼及书画、 诗文诸
艺的操持。” 聂先生是这样说
的， 也是这样做的。 几十年
来， 他“首重道德修持”， 博
览群书， 涉足围棋、 书画 、
篆刻， 待人热诚， 笔耕不辍；
及至近年， 宝刀不老， 温润
如玉， 呈敦厚长者、 儒雅文
人风范。

由此 ， 我们也可以说，
聂先生的小说是一种文人小
说， 或称“文化小说”。 它有
故事， 但情节不是重点； 它
有人物， 但形象多半只是点
染、 写意。 短篇小说 《头上
是一片明净的蓝天》， 写一胖
一瘦两个老头卖风筝， 胖老
头的风筝做工粗糙， 因价低
而畅销， 而瘦老头的风筝精
工制作， 人们嫌其贵而不问
津。 读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
些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如
“买椟还珠”“和氏之璧”等等，
这里的“珠”“璧”都有所指。 那
么，“风筝” 呢？ 当然也是有
所指， 寄托了作者高远的审
美意识和对社会现实无情的
批判精神。 在现今的社会环
境下， “劣币驱逐良币”， 已
是不成文的潜规则， 人们对
之或漠视， 或默认， 或无奈，
我想作品的思想力量和警醒
作用就在这里， 胜过千言万
语。

中国画中有写意小品，
古诗中有律诗、 绝句。 在我
看来， 聂先生的短篇小说就
是文学中的“写意小品” 和

“绝句”。 它不重故事重况味，
不浓墨重彩而韵味悠长， 篇
幅不长而回味无穷。 当下文
坛模仿聂先生小说者众多，
但文化底蕴不够， 文化情怀
不深， 多只学得先生之“皮
毛”“外形”，尚未深入进去而
得其魂魄也。

聂先生的笔触总是有意
写到他出生、 成长的湘潭古
城。 全书43篇， 明确地写明
湘潭古城的多达25篇。 此种
情状 ， 文学理论界称之为
“原乡意识”。大作家孙犁先生
说过，故乡是每个作家绕不过
去的话题。在聂先生的“原乡”
里， 生活着一批特定身份的
人，他们是号手、药师、枪匪、
艺人、书画家、捕鱼人、古董收
藏家、建筑师、烤肉师傅、茶房
听差、 书商、 文博管理员、琴
师、美食家、点心师，甚至中共
地下党员， 面貌各异， 又不
同凡俗， 各有千秋， 又都身
怀绝技， 不改初心， 性格鲜
明。

聂先生带着温度与情怀
来写他的“原乡”。 他的本色
是诗人， 以深情的回望与现
实的烛照， 构成了特定时代
社会生活丰盈而又诗意的画
卷。《紫云谷》《黑蜻蜓》《风雪
夜归人》是充满生活气息与情
调的抒情诗；《老号手》《老船
长》写出了一种对职业、职守
的刻骨铭心的挚爱；《血牒》写
了“拍案惊奇”；《塑料人》写出
了人性的“反讽诗”；《紫砂壶》
《古灯》照见了人心世象；他也
写了“非典”和“冰灾”故事，充
满温柔的情致， 且“地气”逼
人；更有《梅子黄时雨》《怒浪
滔天》则简直就是惊心动魄的
红色传奇。 可以说， 聂先生
作品辽阔幽深， 诗意盎然，
一头连着文人胸襟， 一头系
着家国情怀， 拨开写意的面
纱， 可洞见生活的丰富与人
世的纷繁。

（《贤人图》 聂鑫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代兴

端阳， 对我而言， 不
只是粽子与龙舟， 还有文
学与爱情的浪漫想象。

这一本杂志的来历已
不可考辨， 年代久远， 书
角残损， 烟熏火烤。 但值
得庆幸的是它至今仍安静
完好地占据着我书橱的一
个角落， 没有遭遗弃， 也
没有灰飞烟灭。《人民文
学》1959年1月号， 比我
还早很多年即来到这个世
界上， 与人谋面， 找寻知
音， 其中一篇即是诗人李
季的长篇叙事诗 《当红军
的哥哥回来了》。

那是我在上小学时的
一个端午节呢。 外婆家紧
挨马路边的二楼窗户下
面， 有点儿文艺青年气息
的三舅正背靠窗棂如痴如
醉地看一本杂志。 我凑过
去一看， 嘿嘿， 诗歌啊！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好不容易等到
三舅看完此书， 他把杂志递给我说， 看
吧， 爱情诗歌， 革命故事。 那个时候爱
情绝对是少儿不宜的话题， 如果爱情两
个字是从我口中吐出， 是要遭大人严厉
呵斥的。 我分明感觉来自老舅无条件的
信任与充满善意的许可， 带着几分惶恐
几分羞怯， 坐到窗前捧读。 不料一口气
读完， 头重脚轻， 有点儿飘飘然， 好像
置身云端。 诗中跌宕起伏的战争线索，
悲戚美艳的爱情悲欢， 让尚处于成长阶
段少年的我， 感觉来自文学的强烈震
撼。 我眼眶湿润， 神色恍惚， 久久不能
平静。

诗中的女主人名字叫端阳， 坚贞与
柔情集于一身， 聪慧与纯朴二者兼备，
在我少年的眼光里， 她无异于“女神”，
从此在我的心里播下了一粒朦朦胧胧的
爱与文学的种子。 这本杂志是老舅从别
处借来阅读的， 不知道转了多少手， 但
此后一直搁在外婆家， 再无人问津。 少
年的我实在忍不住诱惑， 麻起胆子借回
家悄悄地藏了起来。 后来上了中学， 在
课本上读到了李季先生的长诗 《王贵与
李香香》 片断， 犹如见到了老朋友一般
亲切。 特别喜欢诗中的比兴手法， 充满
了智慧与陕北的乡土味， 让我既折服，
又向往。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 这本杂志一
直被我珍藏到现在。 唯一不足的是， 原
杂志中长诗中的最后一页， 不知何故被
撕掉， 故事的结局究竟如何不可得知，
这一直成了我的心结。 不久前， 终于从
网上的旧书店里， 淘宝搜得这一期旧杂
志， 真是喜从天降， 爱不释手， 不仅是
读到了原作的结尾， 更是了却了一桩几
十年悬而未决的疑案。 我终于知道， 诗
歌与文学， 一直都是自己放不下的心
事， 一直都是我梦中的色彩。 端午， 她
呈现出文学之美的磁场强力， 也带给我
精神上的闪电。 文艺的海洋， 一直都潜
伏我的内心， 波涛起伏， 浩瀚无垠。

“青油点灯灯花亮， 端阳女纺线线
坐在炕上。” “一年四季有冷热， 妹的
心赛过那天上太阳。” 这些诗句有一种
阳光般的健康清朗， 深挚奔放， 令人荡
气回肠。 “四月过罢五月到， 眼看着又
到了五月端阳。” 正是读到这里， 才知
道端午又称端阳， 北方的习俗是绣香荷
送情郎。 那诗中的情境， 散发着一种端
午节特有的诱人芳香。

小时候很喜欢端午节这个古老的传
统节日， 乐得可以吃香喷喷的粽子， 看
闹腾腾的龙舟赛。 但自从读了 《当红军
的哥哥回来了》 后， 觉得比这更有趣
的， 是阅读文学作品， 感受中国文化诗
意的气息， 想象至美至纯的端阳， 那是
象征着爱情的心心相印与生死不渝， 是
纯粹中国版的爱之绝唱。

每逢端阳， 我都会想起， “当红军
的哥哥回来了”。 端阳节对我来说， 不
止是粽子、 香包、 艾叶、 龙舟聚集起来
的狂欢， 更是诗歌、 爱情、 精神与辽
远。 那是年少清澄的梦， 是最初最纯的
憧憬， 捧在手心里被轻轻地一叶一叶剥
开， 一年一次， 细细地品尝与回味那独
特的幽香与清甜。

袁姣素

读到蒋子棠先生在耄耋之年奔波整
理的长篇传记 《贺锄非与江南别纵队》，
不禁心潮起伏， 思绪万千。 历史有许多
精彩的片段往往被人们所遗忘， 但总有
一些人， 令人心生敬仰； 总有一些事，
令人荡气回肠。 如果没有人写出来、 传
下去， 多少往事就被岁月慢慢湮灭了。
贺锄非与他的江南别纵队就是这历史长
河之中的一朵浪花。

贺锄非的一生充满革命传奇。 他是
湖南省洞口县花古乡人， 1923年考入武
冈县立中学， 从小受民主革命思想影
响， 立志投入革命事业。 他曾加入叶挺
独立团参加北伐， 在贺龙所率二十军任
连长， 参加过南昌起义， 1927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因起义失败， 为掩护部队转
移走散， 与组织失去联系， 在苦苦寻找
党组织三年无望后回乡谋生。 1931年贺
锄非考入陆军步兵学校第一期， 1937年
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 1938年陆
大由南京迁湖南， 贺锄非找到当时在长
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 要求介绍去
延安参加革命部队。 徐特立嘱咐他：“只
要不忘革命， 到处都可以革命， 我们所
缺乏的是军事技术理论， 你应趁此机会
好好学习， 在这里起的作用， 可能比延
安要大。” 陆大毕业后， 他加入国民党
部队参加抗日战争， 但他对共产党的信
仰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抗战胜利后蒋介
石发动内战， 他果断拒绝蒋介石的中将
军衔笼络，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在湘西南的高举义旗， 成立江南别纵
队， 主要活跃在湘西南的洞口、 绥宁、

武冈、 城步及桂
北一带。 别纵队
深入敌人后方 ，
截断湖南敌军西
窜后路， 致使白
崇禧部妄图以湘
西南作为阻挡解
放大军进攻广西
桥头堡的计划破
灭， 加速了湖南
和平解放， 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贺锄非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复职， 曾为
湖南省第一、 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
商委员会代表， 第一届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第一至第五届湖南省政协委
员， 民革湖南省委委员等， 1999年3月
13日因病逝世于长沙， 享年91岁。

贺锄非与他的江南别纵队不仅仅是
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还是一块遗落
民间的璞玉， 无论是贺锄非还是江南别
纵队， 都是放养在民间山水的一个传
奇。 蒋子棠先生躬耕不辍， 精心整理成
册后， 那些散落在民间众说不一的流传
有了归属感， 真正可以登堂入室、 安然
栖息了。 这部长篇传记叙述详尽， 史料
丰富， 语言质朴， 用42个章节穿针引
线， 讲述了贺锄非与敌人展开生死较
量、 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 展现了江南
别纵队和百姓的鱼水深情， 以及他们深
入敌后作战的过人胆识， 是一部具有纪
念意义的珍贵的地方历史人物传记。

（《贺锄非与江南别纵队 》 蒋子棠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家世》
李海文 主编 九州出版社

本书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时间跨度， 从中国近现
代史延展到千年以来的周氏家族史，从革命、战争、建设、外
交等政治领域转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长幼、同胞、亲
属关系及其迁居和谋生的考证， 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周恩
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的家世影响因素。

《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
张德芬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张德芬第一次不用寓言式的写作， 写的是自己真
实的经历，主动解剖自己在婚姻和亲子关系方面的问题。她
写的是自己的人生，却映照出每位读者的内心世界。她沉静
有力地剖析自身的婚恋经历、亲密和亲子关系，写尽内心暗
流涌动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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