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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权（侗族）

“喂，昆叔吗？ 吃饭了没？ 快点来呀，再不
来，可就没地方了。”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吃
晚饭， 阿爸就接到了他前两天新认识的歌友
老龙打来的电话，催他快点赶到花桥，去参加
约好的老年山歌会。阿爸匆匆扒了几口饭，丢
下碗筷，起身就夺门而去。

望着阿爸远去的背影，我和妻相视而笑。
妻摇了摇头，笑着说：“现在这些老年人呀，到
花桥去唱山歌像‘赶集’似的，都把花桥当成
家了。 ”

侗家花桥，又称侗乡风雨桥，是侗族建筑
三宝之一， 不仅有架通两岸、 助人行走的功
能，也是人们劳作之余祈福辟邪、遮风避雨的
地方，如今又变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聊天聚会
的场所了。

我们通道县城是一座镶嵌在湘西南边陲
具有民族特色的袖珍小城，民风淳朴，风景秀
丽，社会和谐。一条清澈悠长的双江河穿城而
过，河谷两岸，人声鼎沸，灯火辉煌。特别是修
建在双江河上的“独蓉桥”“人民桥”“万福桥”
等九座花桥，是小城里最繁华的场所之一。不
管白天夜晚，廊桥两边都坐满了休闲的人们，
这里一群，那里一堆，读书看报，下棋聊天。特
别是夏夜，每当夜幕降临，桥上人群簇拥，稍
稍来迟，就找不到“坐”的地方了。

在乡下干农活辛苦了一辈子的阿爸自从
被我接到城里来后， 就深深地爱上了小城里
的这些花桥。 他说，花桥好呀，不仅可以纳凉

休息、唱歌下棋，还能结识很多的新朋友，而
且大多是乡下进城的人， 坐在一起聊天有共
同的话题和语言。每天到那里去下下棋、唱唱
歌，一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他还说，以前
在乡下时，身子骨弱，老爱生病，三天两头感
冒。 现在好了，精神抖擞，心情舒畅，健康快
乐，终于摆脱了多年的“药罐子”。

改革开放后， 乡下人有的进城做生意发
了财，有的在外面打工、承包工程致了富，还
有的依靠精准扶贫政策脱了贫。 他们手里有
了钱后，纷纷在城里买房安家。 如今，这些乡
下来的“城里人”，带着老夫老妻、孙子孙女，
都到这里“赶花桥”，享受新时代带来的美好
幸福生活。

夜幕降临，我也牵着妻女的手，漫步在人
群拥挤的花桥上。只见廊桥两边坐满了人，无
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 大家相互打着招
呼、点头问候着。一时间，笑声、歌声荡漾在渠
水两岸。见到此情此景，妻动情地说：“我们真
是赶上了好时代呀， 如今的乡下人也能像城
里人一样，下了班，吃罢饭，约好人，就三五成
群坐在花桥上唱歌跳舞、看书下棋。以前乡下
人哪有这般的好福气呀！ ”

妻的话一点不假， 改革开放前我们还在
乡下老家时， 现在这个时候爸妈还在山上劳
作哩。

看着一张张笑若桃花的脸， 我心中不禁
感慨万千，同时也倍感欣慰，在这欢歌笑语
的人群深处，也有我的阿爸和大家的阿爸
们。

叶生华

二叔家的“海大碗”还在吗？
那是一只陶瓷碗。碗呈黑青色，比平常用

的面碗大好多，碗壁涂了一层釉，泛着有些阴
沉的光， 才使这只样子怪怪的大碗有了一点
亮色。 二叔常笑眯眯地说：“就你小子记着这
碗。”怎么会忘了呢，我小时候就知道有这碗，
知道二叔爱这碗。 这只海大碗是一位苏北来
的乞丐送给二叔的。

小时候有天晚饭后我去二叔家， 二叔正
喝粥呢，捧着海大碗呼噜呼噜地喝。 说是粥，
实际上没多少米粒，二叔和二婶喝粥汤，米粒
捞给了堂弟吃。 二叔喝完伸出舌头把黏在碗
壁上的粥汤也舔干净，一副馋相，这是因为没
吃饱。 二叔将海大碗放到灶台上，我追着问：
“这只大碗哪来的？”二叔怔了一下，叫来堂弟
与我一起坐着，给我们讲海大碗的故事。二叔
说：“那个时候你们还很小”———

那天二婶起早做饭，听见门外有人呻吟，
开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倒在地上， 穿一身破
旧衣裳，背一只脏脏的布袋。二叔一看便知是
个叫花子，饿昏了。 二叔起了怜悯心，将他搀
扶进屋，叫二婶去锅里盛点吃的。锅里烧了勉
强够家人吃早餐的胡萝卜粥，二婶有些不舍，
又不敢违了二叔意，便盛了半碗给叫花子，他
顾不了烫， 几下就喝完了。 二叔又去盛了半
碗，他又喝掉了。 他慢慢缓过劲来，扑通一下
跪在地上，淌着泪说道：“好人有好报啊……”
说着从布袋里摸出一只大大的讨饭用的碗，
说是他爷爷辈上传下来的， 要送给二叔感谢
救命之恩，二叔推辞不掉就收下了。

村里人称这碗为“海大碗”。 二叔拿海大
碗喝粥汤，是看上了这只碗大，喝一碗可抵两
碗。

我快高中毕业时， 生产队里搞起了土地
承包到户。晚饭后，我爸和二叔早早去参加分
田会议。回来我爸特别兴奋，说：“我家分到了
9亩承包田，二叔家分到了9亩半，以后我们
可以吃饱饭了。”当时我爸妈和乡亲们都不太
清楚这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始，更
没想到好日子在等着他们， 他们当时只想着
能吃饱饭是头等大事。一年后，我家的粮仓里
真的堆满了稻谷， 我爸捧起一把金灿灿的谷
粒在鼻前绕来绕去地闻， 从没见过他笑得如
此踏实。

我去二叔家找堂弟玩， 二叔一家还在吃
饭。二叔换了白色面碗吃饭，盛得满满的米饭
白花花、热腾腾。我好奇：“怎么不用海大碗吃
饭了？ ”二叔瞪我一眼：“臭小子，你想吃撑死
叔啊！ ”又哈哈笑了。我问：“那只海大碗呢？ ”
二婶说：“被你叔当宝贝藏好了。 ”

我爸和二叔他们每天天刚亮就去地里，
傍晚天快黑了才收工回家， 将承包田耕耘得
不长一根杂草。国家出台政策，可以在承包田
里种植粮食以外的作物， 广播里天天播放发

展效益农业的内容，二叔脑子活络，第一家搭
起了蔬菜大棚，种出了反季节蔬菜。 第二年，
村子里有几户胆子大的人家也跟着二叔搭蔬
菜大棚了。

周日晚上去二叔家坐坐， 二叔正翘着腿
喝啤酒， 二婶和儿子儿媳在一旁慢慢吃饭陪
着。 餐桌上有红烧肉，有清蒸鱼，二叔见我来
了， 将一口酒喝得特别响亮， 一副得意的样
子。 我说：“蔬菜种植大户家里怎么不吃蔬菜
啊？ ”二婶说：“你叔啊像个馋猫，顿顿吃鸡鸭
鱼肉，无荤不开饭。”二叔哈哈笑：“以前苦啊，
想吃肉吃不到， 顿顿吃咸菜。 现在日子好过
了，我要把以前想吃而吃不到的补吃回来。 ”
二叔笑得皱纹叠在皱纹上了，他的脸上、额头
上刻满了沧桑。二叔老了，可精气神比年轻时
还要好。

1996年，我去了县电视台工作，做了城
里人。回村里少了，但只要回去便会去二叔家
坐坐，看二叔喝酒，与二叔聊天。 二叔家造起
了三层楼房，建了围墙，围墙外种满了绿色植
物，院子里摆了好多盆景，平时很粗放的二叔
好像变了个人，有雅兴细心地侍弄盆景。我在
同事面前感叹， 现在乡下人的生活一点不比
城里人差。

2007年的夏天，二叔病了。 我去看望二
叔， 二叔埋怨空调温度开低了害他气喘病发
作。二叔向我回忆从前如何吃一顿饿一顿，如
何在闷热的夏夜里靠一把蒲扇扇到天亮 。
二叔真老了，从前的事记得特别清晰。 我
想到了那只海大碗，好久没见了。 二叔笑
了， 好像遇到了知音：“你小子还记着这碗
啊。 ”二婶拿来一个纸团裹着的东西，揭开牛
皮纸，把海大碗放床上。 二叔捧起海大碗，久
久凝望，深情抚摸，突然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
下来。我知道二叔为何落泪，我和二婶也陪着
落泪。

二叔的身体从此不再好转， 堂弟自驾车
子带二叔去杭州、上海求医，可终究还是发展
成了严重肺心病，于2016年病逝了。 二婶说，
二叔临终前让二婶拿出海大碗， 二叔盯了海
大碗好久，对二婶说了三句话。二叔说：“不知
道送他碗的那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他家的日
子是不是也过得很好了？”二婶说：“电视里不
是天天在放嘛， 全中国的人都过上了好日
子。”二叔说：“看见这只碗就想起以前的苦日
子， 今天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 你要好好活
着，好好享受。 ”二婶擦着眼泪说：“老头子你
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 ”二叔最后交代：
“这只碗你要保管好，以后传给孩子们，叫他
们不要糟蹋好日子。”二婶哭着说：“我会的我
会的，你放心好了……”

二婶捧着海大碗，说得泣不成声。
海大碗里盛着二叔的苦日子和好日子，

还盛着二叔盼着的未来更加美好的日子。
我明白了， 二叔为什么一直珍藏这只海

大碗。

陈沐

2018年10月中旬，省内外的一批专家
学者来到溆浦县龙潭进行了为期两天的
“雪峰山抗战遗址考察调研”。

位于雪峰山北麓的青山界，是龙潭最
冷的一处地方，这里海拔高，云雾绵密地
舔舐着深秋到访此处的人，让人走着走着
就“泪盈于睫”。 山顶上横陈着深深浅浅的
战壕，疯长的野草已经模糊掉了刀光的可
怖。

刘成教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
学教席主持人，也是南京大学和平研究所
所长。“战阵的伤痕”对于他这样的南京人
来说，并不陌生。 他在青山界说起了南京：
“曾有人质疑过南京为什么要申请‘国际
和平城市’，它应该是一座‘悲情城市’才
对。 而我的看法是：‘悲情城市’代表着我
在见到一个人时， 把袖子撸上来告诉他，
你看，我的手臂上有刀伤，我的背后还有
枪眼———就是受伤的人主动诉说自己所
受的伤害。 但听者可能也受过同样的伤
害，而他已经走过了那个阶段，他对你的
诉说不见得会感兴趣。 但是，‘和平城市’
代表着我跟别人见面，他来问我：‘你的伤
疤还痛吗？ ’这代表着别人主动来探寻你
所受到的创伤。 这是不一样的。 这更有利
于创伤历史的对外宣传，让人了解这段历
史。 ”

站在稠雾浓云氤氲着的田野上，73年
前那场“雨淋白骨血染草”的战争，慢慢与
现下的安稳重叠，让人更想问一句：“青山
界，你的伤疤还痛吗？ ”。

青山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关
隘， 主峰海拔1400米， 一条东走新化、邵
阳，西通洪江、芷江的古商道从青山界界
口穿过。 1944年，侵华日军进犯湘中得逞，
酝酿着要把军旗插上湘西的山头。

对抗战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芷江机
场， 就在青山界身后。 为了攥紧制空权，
必须死守青山界。 1944年10月， 2000余
龙潭镇民工被抽调至此修筑防御工事，
历时半年， 筑成了南碉堡、 北碉堡和若
干战壕。 1945年4月9日， 日军发动了以
占领芷江机场为直接目的的雪峰山会战。
4月16日深夜， 日军109联队1部冒充国军
骗过当地百姓， 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偷袭
了青山界， 占据了国军先期修建的碉堡
和战壕。

数日后，一位侦察兵中弹后跑回部队
报信，他吼完“青山界来了鬼子”就倒下
了。 他所在的侦察排共六人，于当日全体
殉国。

4月20日， 第100军19师和63师赶到
青山界。一时炮火轰隆，杀声震天。 25日终
于攻下了北碉堡。

为攻下南碉堡，28日，敢死队225人分
成五路进攻， 每路45人，45人又分成三个
梯队，一个梯队15人，由当地游击队员带
路。 日军躲在碉堡里用几十挺机枪疯狂扫
射，战士们一寸一寸杀了上去，直至同敌
人肉搏，山坡上热血迸起，残肢横飞。 杀到
29日黎明，终于夺回了南碉堡。

龙潭大捷彻底扭转了抗日战争的颓
势。

战争结束后，中国军民在青山界南碉

堡山下修建了“第四方面军第一百军湘西
会战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用以存放英烈
遗骸。 2018年3月陵园复修工程开工，这些
在凛冬为人抱薪取暖却冻死异乡的人，将
享受他们应得的哀荣。

在陵园的北边， 有一座为日军阵亡
人员修建的“倭寇冢”， 这次也修缮一
新。 100军19师师长杨萌在这座冢落成的
时候， 曾题诗一首： “八年侵华枉徒劳，
得失那有血债高。 流尽扶桑孤寡泪， 可
怜枯骨顶鸿毛。” 当地上了年纪的人， 不
论什么文化程度， 都能将这首诗一字不
差地背诵出来。

“关于二战，人们的牢记是经历过不
同阶段的，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
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主要是集中在英雄
的记忆……现在的国际史学界对于这段
历史已经逐步走出了那种只有英雄的记
忆。 比如说：虽然是战败的国家，但他们的
老百姓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包括那些
走上战场的士兵，他们之前也是普通的老
百姓。 二战史的历史研究也从只有英雄的
记忆，变成了挖掘创伤的记忆。 所有卷入
这场战争的国家及其人民，都受到了它的
伤害。 ”

———刘成教授介绍起二战后国际上
产生的“和平学”这个“新”学科……

就像海明威，他在作品里永远放下了
枪，从《丧钟为谁而鸣》写到《永别了，武
器》。

而青山界的伤疤其实还在痛。 那是因
为，烈士的血不会陈旧，它一直在山脉里
涌动，滋养了满谷的鲜花。

梁瑞郴

假如我和令超互换，我能行吗

1996年曾令超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
省作家协会及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单位为
该书举行作品研讨会。我为此次作品研讨
会做筹备工作，第一次见到令超同志。 当
谭谈老师将我介绍给他时， 令超非常热
情，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神中露出常人
难以表现的喜悦。让我能从盲人眼中读到
这种神情，令超是第一人。 这一次见面让
我与令超同志有了20多年的交往。

每当我读到他一部又一部新著时，我
总是叩问自己。 假如我和令超互换，我能
行吗？ 我们对时间的挥霍，我们对惰性的
放纵，实在是令人惭愧。 我在内心一次又
一次向令超致敬， 他对文学的痴情与钟
爱， 他对生命过程的理解和对时间的吝
啬，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眼前是他的又一部新作《人生跋涉》，
虽然是酷暑。但我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是
一遍遍的感动，喜怒哀乐，总随着令超的
人生故事让情绪跌宕起伏， 情不能自已。
《人生跋涉》遵照自己内心，把生活还原给
文字，把真情传递给读者。

令超的人生经历坎坷崎岖。作者毫无
保留地呈现了因公负伤坠入黑暗之后巨
大的精神变故。 他想过死，并且多次企图
结束生命；他提出过离婚，觉得不应葬送
爱人的幸福。这个从童年便伴随苦难的孩
子，这个发奋向上、充满对美好生活憧憬
的青年，美梦被现实生活击碎。 人生的巨
大变故，往往可以改变人生路径，从令超
的人生的遭遇，我们既可看到人生命运的
变幻莫测， 同时也感受到命运的可控性。
屈从于命运，随波逐流，便可能遁入俗流，
终老瞽叟；若逆流而上，便可立于潮头，弄
潮人生，奏响命运精彩乐章。《人生跋涉》
所呈现的，正是这种与生活抗争、逆旅而
行的铿锵有力的生命赞歌。

读《人生跋涉》，我总想起臧克家《有
的人》中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
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生活中，有的
人睁眼却说着瞎话，有的人盲了却道出了
真相。 令超这部自传始终说真话道真情，
不违背良心，不看人脸色，爱恨情仇，喜怒
哀乐，不避讳，不跟风，不拐弯抹角，直抒
胸臆，表现出本源的生活底色，流露真实
感情。

如果仅仅从艺术的角度看，令超的作
品，我们可以指出某种不足，但为什么令
超的作品还是能让读者喜欢，能引起读者
共鸣？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色的真实。“讲
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读者就自然将你视
为交心的朋友。 真情无敌，如果插上了艺
术的翅膀，它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他虽然眼里是黑暗的
内心却是光明的

《人生跋涉》不仅仅只是给我们展示
生活的真实， 它在不断还原真实的基础
上，营造着一片光明的世界。

令超双目失明之后， 他有过悲观，黯
然，绝望，但他不是沉沦而不能自拔，他选
择了强者自奋的道路， 他要向保尔·柯察
金那样，将另一种光明传达给人们。

每读他的作品，我们都会感受一种向
上、向善、向美的力量。 坎坷人生，往往容
易让人对社会人生充满仇视与敌意。然而
令超虽然眼睛里是黑暗的，内心却是光明
的。 他善于积攒爱，把亲人、朋友、领导的
爱一点一点牢记于心。《人生跋涉》 一书
中，前前后后描述了上百人对他的关爱与
帮助，写得实在，动情。 他知恩感恩，他用
笔把自己获得的爱与大家分享，让人感到
人与人之间温暖，社会中人性的美好。 他
是不幸的， 那么大的灾难降临他的头上，
他又是幸运的， 他获得那么多人的关爱。
这种爱是他生命精彩的养料，也是他创作
的源源动力；这种人间之爱，滋润了他曾
经黯淡的精神世界，使他的心一天天明亮
起来，回报这种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
笔将这种爱的光明传达给更多的人。

爱与温暖是《人生跋涉》最鲜明的底
色。 苦难的童年、艰难的求学、生计的困
顿、政治的考验、遭遇的险恶、生命的变故
等等一系列磨难中，很难想见他的内心仍
然如此阳光，如此温暖，如此真诚，更重要
的是他懂得珍惜爱，尊重爱，转化爱。他将
爱转化成一种巨大的能量，将爱的阳光布
满自己的内心世界，传给他人。

朴实无华的文风
总能给你感动

曾有朋友对我说过，曾令超的文学创
作之路会越来越窄， 他无法看到这个世
界，无法阅读书籍。 的确，他对世界的观
察，对优秀文化的吸收受到了局限。 但上
帝为他关上了一扇门，也为他打开了另一
扇门。视觉不行，他就充分运用听觉。听广
播，听录音，读盲人书籍，扩大了生活的视
野。 令超对文学创作的吸纳是多样的，一
直保持着艺术向上的追求。

在艺术上《人生跋涉》也不乏可圈可
点之处。作品保持了令超一贯朴实无华的
文风。 古今中外的文章大师，文风大多返
璞归真， 许多年轻时曾丽词华章的作家，
最终也改弦易辙，越老越臻于朴实。 朴实
不仅仅与真实相生相伴，而且蕴含一种内
在美学，在不动声色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
力量。

他写面对友情和自己政治前途的选
择一节中，没有过分渲染夸张，而是在情
节和细节的如实描述中，凸现其人品与人
格。 郭笃先是他的挚友，因一篇文章遭遇
构陷，某些人借机威逼、引诱令超，要他检
举并划清界限，否则政治前途就毁了。 曾
令超选择了不卖友的道路。 读到这里时，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文学作品固然要讲技
巧，但有时无技巧却胜过技巧。

他的作品总能给你感动与启迪。我不
知道《人生跋涉》是不是他的人生总结和
创作总结。《人生跋涉》没有惊天动地的大
事，但就是这些平凡的人生故事，却给了
我一次次感动。

他不愧是光明的使者。

阿爸“赶花桥”

二叔家的“海大碗”

烈士的血
滋养了满谷的鲜花

光明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