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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大雅能容物
——
—陈仲庚先生印象
魏剑美

中非经贸博览会
感赋
杨跃伟
芙蓉摇曳开，
客人西南来。
合作掀巨风，
湘江碧流快。
宝物迷人眼，
闪亮大舞台。
尼罗河水激，
长江更澎湃。
中非兄弟亲，
牵手又抬爱。
合作风正劲，
列队排成排。
线上线下热，
造福国与国。

许光达大将
故居随感
赖明汉
将军廊第傲平川，春色融和促梦圆。
四野苍茫山有脊，一河激荡浪无边。
门迎草绿知风劲，窗映梅红带露妍。
漫倚栏杆如铁铸，沧桑百代尚岿然。

人一生当中打交道最多和受影响最深的，或许要首推
老师了。
我有幸遇到过好些人品与学养让人景仰的好老师。
我的大学班主任陈仲庚老师，就是这样的。
陈仲庚老师当过三届班主任，都是三班。我们这届
是91级3班，其时“南巡讲话”掀起滚滚商潮，一时间人
心思“海”，但陈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永远是沉稳的，淡定
的，有种寡言君子的庄严。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一文中评价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用了一个词：
“方正”。在我看来，这个词用在陈仲庚老师身上同样贴
切。鲁迅文中与“方正”一词并列的是“质朴”和“博学”，
陈老师的气场应该正得益于“质朴”和“博学”。“质朴”自
不必说，他的实在和诚恳有目共睹，印象中从没听闻他
有任何形式的“花腔”。至于“博学”，当时或许并没清楚
意识到，大学生总是更崇拜开口“后现代主义”闭口“萨
义德说”的所谓学者，像陈老师这样“质朴”者的博学
往往需要时间历练才能感悟得 到——
—甚至 直 到 成 为
湖南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他的学术论文从标题
到结论，都是明白如话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故弄玄虚。
这丝毫不影响他表达真知灼见， 譬如他重新评价阿Q
的名文《唯恐其争——
—阿Q形象再认识》，标题就道破
要害，让人过目不忘。近些年，陈仲庚老师的研究跨越
现当代文学、东西方文艺美学、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
又在舜文化研究领域中开疆辟土，成为国内最具影响
力的舜文化研究专家之一，不可谓不“博学”，但这种
“博学”依然没影响到他的“质朴”，这，大约就是鲁迅
所说的“方正”了罢！
在一片“下海”声中，犹记得陈老师经常邮购书籍，
一包一包的寄来，很多书名看着就让人敬畏，大不同于
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通行读本。那时候我很好奇：这些
“无用”的书得占去陈老师多少工资？为什么他放着图书
馆的书不借，却要自己掏钱购买？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后
来的我，让我隐隐意识到，人无论穷富，至少在买书这件
事情上是可以做到超然物外的。
也许是班主任的气质使然，相比中文系同年级另外
三个班的活跃，我们班的同学就显得内敛很多。有时候
两三个班在大教室合并上课，任课老师总是一眼就能判
断出三班的学生坐哪一块。还有人晚自习打我们教室门
口经过，不禁惊诧道：“大学里怎么招了一个复读班？”坐
满了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这不是高中复读班才有的情
景吗，怎么可能是以出诗人、疯子、酒鬼、政客和演说家
闻名的大学中文系班级呢？

要说“酒鬼”，我们班倒也是有的。睡我上铺的兄弟
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喝高了，深更半夜被同学紧急送往
当时的地区医院。第二天无法上课，这对循规蹈矩的“复
读班”来说自然是个大事，那哥们惶恐不安地打着点滴，
心想挨一顿痛训是免不了的。陈老师虽然“即之也温”，
但对学风要求严格，确实有点“望之俨然”的感觉。万万
没想到， 陈老师居然是带着水果和牛奶走进病房的，平
常不苟言笑的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这令“酒鬼”兄弟羞
惭不已，暗自发誓再不给班级添麻烦了。
我自己算是班上的一个异数，习惯于我行我素。有次
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 居然愤而撕破班干部的考勤
本，并且冲动地跑到讲台上宣布辞去体育委员的职务，从
明天早上开始，领操就不关我的事了。当时年轻气盛，我
甚至说出“得罪你们所有人又怎么样”这样狂妄的话来。
陈仲庚老师闻讯赶来，并没有当即批评我，而是将我叫到
教室外面，让我陪他散步。当时全校学生都在上晚自习，
我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也慢慢冷静下来了，陈
老师这才让我说明情况。我至今记得他说的一些话，大意
是作为作家有个性可以理解，有些卓尔不群也无伤大雅，
但也要换位思考， 难道别人就没有对等的人格和尊严需
要？
陈老师很少做道德说教，尽管早晚自习他都经常来
教室。他对学生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所谓“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他唯一的一
次说到自己是在我们的毕业聚餐上（大学三年，陈老师
数次自掏腰包请全班同学聚餐），他现身说法，以一个农
家子弟艰难求学、数遭挫折的经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
工作和生活中，要始终怀抱信念、砥砺前行。斯情斯景，
同窗老友夏昕多次酒后提及，那也是我们共同记忆中最
珍贵的财富之一。
无论在长沙还是永州， 每次同学聚会或者校友聚
餐，陈老师都是我们最常提及的一个师长。迄今为止，我
都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稍有微词。哪怕是当年因为追求
我班女生引起一定舆情的邻班“坏小子”，酒后供述曾经
被陈老师严肃问话过，但让他非常感动的是，谈话结束
时陈老师还是祝福了他们。当时还颇让他意外，因为按
照当时的管理纪律和舆论氛围，“一本正经”的陈老师应
该是棒打鸳鸯的法海才对。
当然，陈老师的师者风范、君子气度并不只是一味
的温柔敦厚和谦逊内敛，他也有“听其言也厉”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件事，有同学改口叫他“陈处长”，陈
老师当即变色道：“什么处长处长，老师就是老师！”这与
那些喜欢别人叫头衔的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方欣来

离开工地往回走，抄的是近路，走了一段，路变得陡窄
起来，像谁拿了条鞭子在山里挥舞。夕阳已挂在山顶，正缓
慢地向天边退去。
周围静极了，拐过两个山头，望见一个养路工正弯腰在
搬路沟里的石头，橘红色上衣绷得紧紧的，两条反光带反射
出明亮的光芒。起初，他想把石头搬起来，石头太大了，他连
试了几次没有成功。接着他换一种方法，想把石头滚到路下。
他咬紧牙关使出全身力气，石头还是一动不动。他站在那里，
不停地搓着糊满泥巴的双手，似乎还在想着如何对付这块石
头。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滚落，从林子里钻出来的风吹乱了
他本就蓬乱的头发。
车到这个养路工身边时，我示意同事把车停下。我们
下车和他打招呼，表示愿意帮他搭一把手。开始他不让，担
心弄脏我们的衣服，见我们并不介意，又高兴得像个孩子
似地笑起来。石头潮湿，两个男人加上我一个女人，费了好
一阵工夫才把它滚到路墈下。见我们衣服和手上到处是泥
巴，他觉得过意不去，满脸歉意地说，去我那儿洗洗吧。
我们跟着他转过一道弯，看到一个小院，三间平房，熟
悉的公路标志贴在大门正上方。外墙没有粉刷，时间久了，
红砖呈现出晦暗的颜色。他哐啷一声推开铁门，走到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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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山，六千年的梦
常德那方，澧县那处
六千年的梦，开了又落
落了又开，延绵至今
多少人，多少物，多少人物
如走马灯
只有那一粒稻种
还在发芽
只有那一堵城墙
依旧坚忍
种稻人哺育了自己
古城墙收藏了沧桑
你听得见石头磨制的声音吗
那是最初的乐器
奏响了生命的序曲
你看得见种子拱土的身影吗
那是最犟的主持
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入春了，夏蝉在鸣
入夏了，秋收在望
入秋了，冬雪在飘
入冬了，春芽在萌
如花似玉的城头山
报以深厚的内心

虎形山上的花瑶
在巨石与天空之间
在灰白与湛蓝之间
一道花边
闪烁了七年

一碗一碗的拦门酒
拦住了喉咙
我跟着花瑶
踏出高高低低的韵脚
雾里看花，摇晃

碗口粗的桂花树下：来，这里有水。洗完手，
我去屋里转了一下，内墙也没粉刷，屋里空
荡荡的， 除了简单的锅碗瓢盆和一张老式
床，再没看到别的东西。
从屋里出来，养路工师傅端来了热茶。
师傅并不健谈，往往是我问一句，他便答一句。师傅姓刘，
已过不惑之年，祖父就是一名养路工，到他这里已经是第
三代了。你一直住在这吗？是啊，我从18岁起，在这里住了
30年了，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去。
一杯茶喝完，我们起身告辞。刘师傅一再感谢，送我们出
门。到门口时，我发现门边放单车的雨棚里挂着一样黑糊糊
的东西，便随口问了句，这是什么？师傅呵呵一笑，这是我穿
过的衣服。也许是这件衣服勾起了养路人的记忆，他好像突
然变得健谈起来。
“我管着门前这8公里路，这一路都没有人家，我看着沙
子路变成水泥路再到沥青路。因为货车多，路面容易坏，坏了
要补沥青。补沥青要趁六月天的中午，温度越高越好，我们没
有大型机械，就是一辆小推车，用柴火把沥青烧化。去年六

湖 湘 走 笔
比如念茶子山
像念辣椒炒肉
比如念观沙岭
像念水煮活鱼

4 号地铁，经过我的家门口

通天达地
我是一枚黑色的钉子
嵌入，黑得发亮

家门口的地铁站
公交在地上报站名
地铁在地下报站名
像念菜谱
一个比一个，活香活色
这些都是家常菜
没有山珍海味

我一直在途中
在公交与地铁之间
我不断地换乘
尝试着人间的滋味

玩雪的孩子，长大了
没有一场雪是相似的
没有一个孩子
会长成雪花的模样
八年前的一场雪
不是落在地上
而是落在相片上
这张相片
在我的手上
旋转出一片雪光
哦！这是我熟悉的荷花池
大院内有一个亭子
一个小小的水池
下了很多年的雪
亭子与水池消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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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和平

茶
油
飘
香

年后以来， 好友几次三番邀请我往岳
阳一行，说是一位叫“胡子哥”的朋友在那
种植了很多山茶树， 想和我一同去观赏一
番，闻一闻现榨的茶油香，正好这个周末得
闲，便应邀前行。
刚一到，热情的胡子哥便带着我们一起
去往他的茶树林参观，他一边穿梭在茶树林
之中，一边扭头和我们念叨：“这山的水土多
好啊，荒芜了多可惜……你看，一棵成年茶
树能满载百余斤鲜果……一斤茶油市值几
十甚至百余元……”
伴随着胡子哥的念叨声， 我顺着山间
小径走进了油茶树林里。 油茶树绿色的树
叶随风舞着，虬劲的枝条柔韧有力，树与树
之间枝条交互错杂，我从中走过，那些茶树
们会热情地牵扯着我的衣袖，像是要将我挽留在此，见证
它们花开花谢、结出茶果之后才放我走，我一一拂开它们
热情的手臂，嘴里轻轻呢喃：“该再早些来，看看你们花开
满山的模样，那应是会醉倒一整片山坡的美景……”
人沉醉在美好事物里的时候，时间总是飞逝而过，不
经意间已是阳光转斜，少了热气笼罩的茶树林更加温柔，
那片绿原渐渐染上一层薄雾， 随着挂累了的太阳逐渐沉
下去，远处的那些树也由绿色变成了黄色，想必银月高升
还会笼罩一片月白吧。这些山茶树眷恋着这片土地，吸取
着日月天地间的灵气，而后掀起十里喧腾的绿色波澜，至
暗夜将尽,每一棵树又会踮起脚来遥望东方,再次企盼着
晨曦……
在等待晚餐之际， 我看着窗外那些沐浴在夕阳金黄
色碎片中张牙舞爪的树儿， 不由得忆起年少之时屋前屋
后那一片山茶树了。在我的记忆里，关于那片山茶树的一
切，都是清晰而深刻的。
每到秋季，寒露刚过，便是山茶籽采摘的季节，少时
的我总是会踏着清晨的薄雾，穿行于一棵棵茶树之间，专
注的眼神搜寻着树上每一个可能隐藏果实的地方， 将那
些娇羞地隐藏在林叶之间的小果儿小心摘下， 放入背篓
里，而后像个得胜还朝的将军，大步昂扬地将一大兜果儿
递给父母。摘回来的茶籽果不能马上就晒，必须在家放上
三五天，待茶壳将水分全部吸收，再在太阳下暴晒几天，
茶壳就绝少有不开裂的。然后去壳取籽，将乌黑的茶籽晒
干，就可以拿去油坊榨油了。老家的油坊是个土坯房子，
斑驳的外墙上刷着宣传标语， 有些已随着岁月的风沙一
起掉落，早已看不清楚，为了更好地通风透气，土墙上开
着两扇高而大的窗，使整个油坊敞亮得很，我就在油坊外
等着，心急如焚却又甘之若饴，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很长
一段时日，我都有那金晃晃、香喷喷的茶油佐食了。在那
贫瘠的年月里，这叫我如何不高兴呢！
一阵浓郁的茶油香味将我从回忆中唤醒， 原来是热
情的胡子哥倒了一些自产的茶油在小茶杯里，递给了我，
我连忙端起至鼻下闻了闻，沉醉在这茶油飘香之中……

在路上

茶子山是我的头牌菜
虎形山上
花瑶从未褪色
一帧图片，被勘定之后
婉拒了快递，以极慢的速度
从故纸堆里，破壳

星期五

月，我连续补了2个月，这件衣服也穿了60天，就成这样了。”
刘师傅声音很轻，说得很慢，像在说一个陌生人的经历。
望着这身被点点沥青覆盖了底色的衣服，我一时不知
道怎么回话。只好加快脚步往前走，他默默地跟在后面。
快到车子边的时候，同事叫起来，快看，一只这么大的松
鼠。我一眼就看到了它，大大方方地停留在一根松枝上，对着
我们吱吱地叫着。它为啥不跑？同事感到奇怪。刘师傅说，我
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和这只松鼠混熟了，有时我会给它带点
吃的，如果你们不在，它早跳到我身边要吃的了。我心里咯噔
一下，也许30年来，这些松鼠就是他最熟悉的朋友了。
夕阳已经收尽，暮色越来越浓。坐在车中回头望，刘师
傅正拿着铁锹在铲沟里的泥巴，他的影子不断变小，最后
成为一个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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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雪还在下

端午，潇水边的艾叶与菖蒲

玩雪的孩子
站起来，就长大了
我一转身
雪潇洒了几分
也苍白了几分

6 年前，在潇水，在道县

老柳树，活得奇妙的寿星
有人告诉我
这是一棵老柳树
长在人迹罕至的河边
千真万确
我不相信
它应该是一道门，一条缝
一个峡谷的通道
类似于茶马古道或盐马古道
但它确实是
一棵长在河边的老柳树
所有的欲念被掏空之后
一个树洞
靠一张皮，活着
活得干脆，活得干净
一个独居的寿星
一个挂彩的寿星
奇妙的色泽
多么理想

过端午，我看见满地的艾叶与菖蒲
艾叶与菖蒲是双胞胎
为端午而生
屈子投江，粽子接着投江
龙舟不满，翘起千年的嘴唇
小小的汨罗江，一下子就大了
湘资沅澧，端午时段的江河
都是汨罗江的支流
艾叶与菖蒲
一年割倒一次，无血
每一次都无血
每一次都苦涩
屈子的一缕清香
苦涩地，飘出来
潇水边的女子，种稻
种得比诗歌更金黄
她们的笑容，比蓝墨水上游的几滴水
更质朴
艾叶与菖蒲
席地而坐，比形形色色的脸谱和面具
辨识度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