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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籍著名作家彭学明,以一

部 《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

西十八洞的故事》 ,致敬一场与贫

穷相搏、 与命运相击的湘西十八

洞村扶贫 、 脱贫攻坚战 。 本期

“悦读 ” 特别选发书中关于修建
十八洞停车场的小风波， 以烛见
这场伟大战役之艰难。

彭学明

自从习总书记来到十八洞后， 慕名而
来的游客每年都以十万人次的比例递增。
截至2018年， 年均游客已达60多万人次
了。 一到周末和假期， 很多游客就蜂拥而
来， 来自四面八方的车辆无处停放， 只好
停靠在并不宽敞的公路两边和村道上， 极
其不便。 所以， 工作队想修一个大型停车
场， 以方便游客停车。

一听说要修停车场， 很多村民坚决反
对。 一是又要占田占地， 村民们不愿意让
出本就少得可怜的地； 二是很多村民认为
没有必要修那么大一个停车场， 没有那么
多人来， 公路边、 村道上随处可以停。 更
有人认为， 是施金通想给自己修停车场。
十八洞村第一支书施金通、 村支书龚海华
和工作队的人嘴巴讲出血了他们都不同意。

开工时， 聚集了上百人阻工。 当然也
有不少是看热闹的。 可是， 这么多人聚集
在这里， 分不清哪些是来阻工的， 哪些是
来看热闹的。 施金通和工作队的人打定主
意， 先不作声， 先看情况。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吵得一塌糊涂。
修什么停车场啦， 哪里有这么多游客？
游客不多， 麻雀多， 给麻雀修啊。
给麻雀修个停车场， 祖先都笑落牙齿

啊。
要修， 也不要修这么大， 跑飞机啊？
就是嘛， 要修， 你们修到山上去。 就

这么大坨坪地， 你们拿来修停车场， 方便
游客， 不方便我们自己， 让游客占便宜，
我们吃亏， 你们屁股坐到哪边的？ 哪有这
样的工作队？ 是游客的工作队还是十八洞
的工作队？

他们要方便游客是假， 自己借机搞工
程赚钱， 捞我们和国家油水是真， 不搞工
程， 哪来油水捞嘛？

……
虽然吵吵闹闹， 一塌糊涂， 但听去听

来， 就那么十几个人在起哄闹腾。 施金通
和工作队的人心里有了底。

等大家闹得差不多了， 施金通开腔了。
他问： 你们讲够了没有？
大家说： 没有。
那你们继续讲， 等你们讲够。
但没有人再讲了。
施金通又问： 你们骂够了没有。
大家又答： 没有。
施金通继续鼓励： 那你们继续骂。
但没有人再骂。
施金通走到了最高处， 讲： 喊你们讲

你们不讲了， 喊你们骂你们不骂了。 那好，
我现在讲， 我现在骂。

一句我现在讲， 我现在骂， 把看热闹
的人逗得哄然大笑。

施金通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不要笑，
我是真的要讲， 真的要骂。 为什么， 你们
听着。

所有的人都竖起了耳朵， 等着施金通
开讲开骂。 他们不晓得施金通怎么讲怎么
骂， 看戏一样， 充满了好奇。

施金通像放连珠炮似的， 开讲， 开骂。
你们讲我们修停车场是方便游客， 我

们吃亏。 方便游客， 前半句对了， 我们是
方便游客； 后半句错了， 我们没有吃亏，
我们不但没有吃亏， 还占了大便宜， 占了
游客的大便宜。 我们修停车场是方便了游

客， 但更是方便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自
己。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只有给游客提供
了方便和优质的服务， 游客才会越来越多；
游客越多， 到我们这里消费就越多， 我们
的农副产品才卖得越多， 我们的农家乐才
有人吃有人住， 我们就不用外出吃苦打工，
坐到屋里就可以赚钱、 数钱， 有什么不好？

你们讲修停车场是为了我们干部个人，
是我们干部个人打你们和国家的主意， 想
赚钱骗钱。 你们自己摸着良心讲， 我们哪
个骗了赚了你们和国家的钱？ 哪个干部剥
削了你们， 欺骗了你们？ 你们哪个有油水
捞？ 你们哪个肯让我们捞你们的油水？ 你
们一个个比猴子和妖怪还精， 哪个捞得到
你们的油水， 骗得到你们？ 哪个被捞了被
骗了， 你站出来， 举报我们。 只要有证据，
真的捞了你们油水， 骗了你们钱财， 我们
自己卷起铺盖进班房。

一句比妖怪和猴子还精， 和一句我们
自己卷起铺盖进班房， 又惹得大家哄然大
笑。

施金通没有笑， 一脸严肃。
施金通接着说： 这几年， 我们做了些

什么， 你们都看得见。 你们看龚海华， 来
我们村时， 白白净净的一个小帅哥、 标后
生， 现在呢？ 被你们整得乌漆麻黑的， 又
黑又瘦！

大家又是哄然大笑。
他父母都是干部， 他本来可以在县里

上班， 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日不晒雨不淋，
却跑到我们十八洞来帮我们扶贫。 帮我们
做好事不算， 还要低三下四地和我们讲好
话， 求我们， 挨我们骂， 受我们气， 为什
么？ 他有福不享， 却来受罪， 癫了？ 不是，
是我们癫了， 我们好歹不分， 是非不辨，
是我们癫了。 他和扶贫工作队的人一样，
都是外地人， 帮我们脱贫了， 就走了， 回
去了， 他修停车场是为了他修吗？ 他以后
天天无“卵事” 把车开到我们十八洞来吗？
我们扶贫工作队的领导都无“卵事”， 从
长沙和县城开着车停到十八洞来吗？ 还有，
他们以后会像我们一样天天到十八洞来摆
摊来种菜开农家乐赚钱吗？

一句无“卵事” 天天开车停到我们十
八洞来， 又把大家惹得哄然大笑。

施金通今天却一点都笑不起来。 他指
着龙秀林接着说： 你们再看下扶贫工作队
龙秀林队长， 他是我们花垣县自己人。 来
的时候， 也是一个标小伙子， 好后生家，
满头黑发， 现在呢？ 满头白发， 像个小老
头！ 都是为我们十八洞扶贫操劳操的啊！
讲得不好听， 就是我们十八洞人一个个把
他折磨的啊！ 杨某某， 你不要笑， 龙队长
的白头发， 起码有50根是你折磨白的！ 你
赔他50根白头发！

被点名的杨某某就低下了头， 不笑了，
任大家笑。

施金通说： 你们不要笑， 真的没有什
么好笑的， 我们对不住人啊！ 你们再看我，
施金通。 年轻的， 我们是一起光屁股长大
的， 哪个屁股上长个疮， 我们都一清二楚。
长辈们更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施金通是什
么人， 是好人坏人， 你们心里最清楚。 你
们晓得， 我没有当村干部时， 吃得好， 穿
得好， 现在呢？ 你们都越来越富， 我却越
来越穷， 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了， 一双皮
鞋补了5次。

说着， 他抬起右脚， 给大家展示， 皮

鞋烂得露出了脚趾。
你们看， 这还是皮鞋吗？ 是破鞋！
大家又是哄然大笑， 有的笑得直不起

腰。
为什么你们越来越富， 我却越来越穷？

为了我们十八洞过上好日子啊！ 我当村主
任时， 给乡亲们立了军令状的， 我要一心
一意带领你们脱贫致富， 过上好日子。 我
没有时间和心思想自己的事、 照顾自己的
家庭。 你们想想， 你们哪个临时有困难，
不是我帮你们解决的？ 我不后悔帮， 作为
党员和干部， 为群众解决困难， 是我应该
做的。 我不要你们记我的好念我的情， 可
你们也得讲良心啊， 不能睁着眼睛讲瞎话
啊！ 不能说我们修停车场是为了我施金通
个人啊！ 你们说修停车场是为了我们自己，
他们都不是十八洞的， 就我是十八洞的，
我的嫌疑最大， 你们就直接说是我施金通
得了， 莫把龚海华和扶贫工作队的都扯进
来， 我们厚道点。 可是， 我是为了我自己
吗？ 我在十八洞有家有室， 有田有地， 我
有的是地方停车， 我为我屋修这么大一个
停车场？ 我停航空母舰啊？ 你们帮我买航
空母舰啊？ 你们刚才看了， 我连鞋子都买
不起， 我还买车买航空母舰？ 你们都买了，
我也买不起。

你们再看看我的头发， 脱完了啊！ 变
成癞子脑壳秃了头啊！ 为什么脱完了？ 为
了村里脱贫， 为了你们致富， 我愁呀， 我
整天整夜睡不着呀，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呀！
我还年轻， 我当年也是个帅哥， 可是现在
呢？ 我成了破鞋， 成了癞子脑壳， 你们还
忍心说我是为了个人？ 你们的良心都到哪
里去了啊？

说着说着， 施金通居然哽咽起来， 眼
泪打转。 但他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也没有让演讲变成哭声。

现场除了他讲的屁股上长疮和停航空
母舰爆发出笑声外， 再也没有人笑了， 而
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施金通的这场临场演讲， 真是智勇双
全， 入情入理， 亦庄亦谐， 精彩绝伦。 字
字句句， 击中要害， 戳人泪点， 直指人心。

我听了， 不禁肃然起敬。 我要是那些
想不通的群众， 立马会感动得表态同意，
并带头鼓掌。 如果我们的村干部都这样有
水平， 那该多好！

长久的沉默后， 突然爆发出一个声音：
你不要讲得好听！ 你们共产党人最讲

牺牲， 你把你屋最好的那丘田和我屋调，
我就让你修。

施金通一听， 知道是他的工作做通了，
高兴得立马接应：

好！ 调！ 不就是一丘田嘛？ 只要你同
意修， 你就是要调我的命， 我都干！

你讲话算数， 我们现在就调！
行， 找纸笔来， 我们现在就签字画押！
那是施金通屋边最好最肥的一丘田，

而那个人的地却在山脚下， 用田换地， 本
身就吃了大亏， 用最好的田换最差的地，
就亏上加亏。 可是， 为了全体村民的停车
场能够顺利完成， 他觉得值。

就这样， 一个可容纳400个轿车位、
50个大巴车位的大型停车场在十八洞建成
了。

(摘自 《人间正是艳阳天 》 彭学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心武

一位外地的朋友听说在北京金融
街出现了一间“刘心武书屋”，有些吃
惊：“北京金融街？ 听说地价比纽约曼
哈顿还昂贵，你敢在那儿开书店？ ”

我告诉他，书店不是我开的，是字
里行间书店，它是连锁店，在北京和外
地已经有十几家，其中位于北京金融街
购物中心地下一层那家，我和书店老板
签了协议，冠名为“刘心武书屋”，主要
陈列出售我出的书， 每隔一两个月，我
会去书店和读者见面，每次集中一个话
题，除了推广我的新书，搞签售，也有别
的话题，比如谈林斤澜短篇小说的艺术
特色，与建筑大师马国馨就城市建筑对
话，向读者倾诉对我影响最大的十位中
外作家，等等。我2012年出版的《刘心武
文存》，2016年出版的《刘心武文粹》，以
及延续《文存》收集2013年至2015年所
发表的文字构成的《润》，在书屋里都有
陈列销售。 书店里有一面照片墙，把我
从1958年到2016年的照片列成几排，
上面一行大字是：文学写作的马拉松长
跑者———刘心武。

小小的书屋，搞活动时，只能容纳
约三十个坐席，但几乎每次坐满后，还
会有二三十位站立着听我发言、 参与
互动。 有位张先生，每次活动必来，而
且往往提前到，坐到第一排，有回来晚
了， 他也就站在人丛里， 直到活动结
束。 每次活动后，张先生跟我交谈，有
回我问他：“我并非热门作家， 你为什
么总要来？ ”他说：“你有一个稳定的读
者群，不是很好吗？ ”想想也是，我这文
学写作的马拉松长跑， 如果只是有自
我的韧性，没有看客的鼓励，恐怕也难
坚持到今天。 正是在我的相对稳定的
读者群的鼓励下， 我决心把自己文学
写作马拉松长跑的轨迹稳定地延续下
去，就是每隔一两年，便将散发的文字
辑为一册，东方出版中心大力支持，继
《润》之后，又接纳了这册收集2016年

至2017年文字的《恕》。
为什么将这集子命名为《恕》？ 相

信立刻有人会想到， 鲁迅先生曾在写
于 1936年9月的文章《死》中宣布：“欧
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
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的怨敌
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
么回答呢？ 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
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

鲁迅这“一个都不宽恕”的誓词，
掷地有金石声，我自然记得。

这个集子里， 收有一篇才写成不
久的文章，题目却是《恕字终身可行》。
冰心为女婿陈恕题写过“谦卦六爻皆
吉，恕字终身可行”的诫语。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教会我
们恨。 冰心“从白茫茫的地上，找出同
情来罢”，教会我们爱。

两位老前辈，都是我们的老师。 相
对而言，鲁迅是冷峻的伟大，冰心是美
丽的平凡。 最好能把二者的精神融合
起来。

就我个人而言，自知难达伟大，因
之对接近美丽的平凡，觉得比较靠谱。
其实鲁迅那“一个都不宽恕” 所针对
的，也只限于“怨敌”，他“横眉冷对千
夫指”的同时，也“俯首甘为孺子牛”。
读他的小说，对闰土，对孔乙己，对阿
Q，对《在酒楼上》《孤独者》里失落了理
想堕入凡庸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伤
逝》里的子君，在揭示他们的人性弱点
的同时， 难道不是也充溢着大悲悯的
情怀吗？ 那不就是最深沉的宽恕吗？

我们传统文化里，孔夫子那“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的精髓，值
得全人类遵循。 这个集子里，有篇很短
的《蹬布》，算是小小说吧，很能体现出
我的情怀。 我也正是在蹬布般的努力
中，继续我的写作之旅。 刘心武书屋协
议到期后，或许不一定续签，但我与读
者的交流，只要一息尚存，绝不终止。

(《恕》 刘心武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

何云波

与金庸的缘分， 和这世上大部分
读者一样，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的武侠
小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我正在
读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 港台有两位
作家突然流行起来，一位是琼瑶，一位
就是金庸。 琼瑶的言情小说，对那个刚
刚从禁欲主义时代过来的中国人来
说，自有一种魅力。 我也读过几本，但
总觉太“腻”，太“模式化”，便废书不观。
金庸的武侠小说， 却仿佛一下子把我
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飞雪连天射
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本本读下
来，如切如磋，如醉如魔。 原来，江湖豪
杰的打打杀杀，也可以如此动人，如此
令人荡气回肠啊。

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之处， 当然
首先是其“武”，他小说中的人物一个
个武功高强， 金庸常常把打斗场面写
得摇曳多姿，妙趣横生。 况且，那些英
雄豪杰，纵横江湖，行侠仗义，想哭就
哭，想笑就笑，想爱就爱，这样一个充
满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世
界，对被家庭、社会、老师教化得循规
蹈矩、服服帖帖，被繁重的学业压得喘
不过气来的学子来说， 具有多大的诱
惑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金庸还惯于把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 比如儒、
道、佛、禅，比如琴、棋、书、画，还有诗、
酒、花、茶，都融汇他的小说中，使“武”
之外，具有了一种浓浓的“文气”。

后来，在教育与学术圈里混，偶尔
写点与金庸相关的文字，在各个大学、
各种场合作《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的
讲座，也就成了一个保留节目。

真正见到金大侠，是2001年了，那
年我38岁， 写了我围棋文化研究方面
的第一本书《围棋与中国文化》。 那年
贵阳举办“中国首届国际围棋文化
节”，因为《围棋与中国文化》的机缘，
当时的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先生，推

荐我做论坛的演讲嘉宾。 论坛分上、下
午两个时段，上午专题演讲，每人30分
钟；下午“精彩九分钟”，每个人九分
钟。 棋界的一些名流都被安排在了下
午，而我因为陈老的大力举荐，有幸在
上午就出场。 一个青年学者，第一次
参加棋界的活动， 就有幸跟传说中的
金大侠同台论道，真是深感荣幸。 我讲
的题目是《围棋是什么》，围棋是竞技，
是游戏，在中国古代又被当作艺术，被
赋予形而上之道的意义。 而金庸先生
则谈围棋的历史， 谈棋运与国运的关
系，也谈自己是如何与围棋结缘的。 我
也就知道了， 金庸先生为什么会在他
的小说里有那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

金庸的家乡在浙江海宁。 海宁，一
个著名的围棋之乡，在清代出了好几个
大国手：范西屏、施襄夏、陈子仙。 金庸
的祖父也很喜欢下棋。 所以，金庸之迷
棋，是有地缘和家学渊源的。 他去衢州
读中学时，围棋也随身携带。 后来他中
学毕业考大学时，据说因为在茶馆里看
人下棋，忘了时间，差点误了考试。

人无癖则无趣。 金庸迷棋，自然要
在他的小说里好好表现一番。 而围棋
的“千变万劫”，也正好与武功的千变
万化相得益彰。 他小说中的侠客，好以
棋盘、棋子做兵器，打斗中也就多了几
分雅气。 至于《天龙八部》写的“珍珑棋
局”， 一个根本不会下棋的“若愚”之
人， 却无意中解开了千古难局， 在这
里，棋也就不仅仅是“棋”了。

棋如人生。 金庸写过一篇文章《围
棋五得》， 说围棋可以让人得好友，得
天寿，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围棋让
人领悟棋里棋外的许多道理。 这也许
是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如此热衷于写
棋的原因吧！

世间再无金大侠， 留在这个世界
上的“金迷”，总觉得从此少了点什么。
当然，于金庸先生而言，如果那个世界
也有江湖，有围棋，他大约就不会寂寞
了吧！

编者按

新书选摘

十八洞村的故事：
施金通的临场演讲

走马观书

《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黄磊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世间 ， 千般情
感皆有温度 ， 万种食
材亦有性格 。 一食一
味 ， 一餐一情 ， 黄小
厨带读者们一起 ， 在
春夏秋冬的四季流转
中 ， 寻找食材 、 制作
美食 、 讲述和美食有
关的暖心回忆和往日
故事 ， 爱平凡生活中
的微小惊喜与美好 ，

传递 “爱就是和家人一起吃饭 ”
的朴素理念。

《巨变：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记忆》
本书编写组 编 新华出版社

本书汇集
了几百位新华
社记者40年来
拍 摄 的 800 多
张 精 彩 图 片 ，
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回顾改革
开放40年的岁
月征程 ， 被誉
为 “展现改革

开放40年中国历史性变迁
的大型画册”。

《数文明》
涂子沛 著 中信出版社

当 大 数 据 变
得 比 我 们 自 己 还
了解我们， 一个超
越 文 明 时 代 的 数
文 明 时 代 已 经 到
来。 这本书通过分
析 社 会 和 商 业 的
文明史， 找出文明
发展的 “金线 ” ，
这 条 文 明 发 展 的
“金线 ” 也同样适

用于个人， 可以帮助个人获
得职业上和专业上的成功。

我写我书

文学写作长跑的轨迹

书香闲情

和金庸先生
同台论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