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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芳

6月16日，父亲节。 端午前后雨水
多，窗外雨帘密匝匝的，父亲去世后，
我的心就如同这多雨的天气， 总怀着
一种难释的沉重和悲伤。

父亲是去年底去世的，享年89岁，
50多年党龄，曾当过多年村组干部、农
村信用社会计。父亲生前很苦，上世纪
20年代出生，3岁丧父，6岁丧母， 一生
坎坷受欺但乐观宽容， 一生多伤病但
很坚强， 一生无兄弟姊妹相伴但有很
多朋友，一生不富有但大方帮人，一生
有点小权但公私分明， 一生见上不捧
见下不踩是一个合格的好人， 一生辛
劳带教子女，无不良嗜好，是一个有爱
心的父亲。

记得1974年秋季的一天， 天气特
别干燥，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正带着
一大队劳力在离家十里外的田冲里打
谷子，谁也没有想到，因邻居大意，引
发全街火灾，当他得到消息带人赶回，
我们一条街近百座乡亲们的房屋在几
个小时化为灰烬。当时国家很困难，救
灾补助不多， 但乡亲们都很困难都很
在意分发补助的情况， 几百双眼睛等
待父亲拿出一个公平公正的发放方
案。父亲一家一家调查灾情，一户一户
摸准受灾户的心态和想法， 把工作做
得细而又实， 最后拿出了一个大多数
人满意的方案。 有几户要求过分的人
上门找父亲吵，要拿高一档补助，父亲
就做通母亲的工作， 带头叫我们家拿
最低的补助， 用自家吃亏的呆办法来
堵住他人的嘴。其实，我家被烧的房子
大，受灾特别严重。我记得当时母亲很
委屈。

灾后重建， 当时公社一位领导喜
欢统一修整齐划一的居民点， 要求我
们老街火灾后重新分划屋场地， 建居

民点一条新街。 这样要给当时无房而
租房子住的几户受灾的人家分建房
地。 我们家火烧后两个店面屋场由宽
变窄， 一些人说我们家房屋烧没了屋
场地也烧小了。 父亲当时很舍不得丢
掉一寸祖上留下的老屋场， 但作为一
位老党员和一队之长， 他只能服从上
级的要求，先公后私，忍痛割地。 父亲
也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我们全家看出
他因此心里矛盾了好一阵子。

上世纪70年代， 农村普遍缺粮。
我家所在地是方圆几十里集中赶场
的街上。我家也就成了乡友们赶场的
“中转站”，他们赶早从山里带出山
货来场上出售， 换买急需的商品，一
般当天要赶回家中， 几十里山路，一
天来去早晚两头黑，十分辛苦。 为了
让他们不饿着肚子赶路，父亲总是交
代母亲做好中饭给他们吃。我家也缺
粮，碰到米缸无米了母亲就到邻居家
借米做饭。 父亲告诉我，“雪中送炭”
的事要多做，乡友们因此很感激我们
家， 经常带竹笋等当地特产回馈我
家。 我家遭火灾那年，几个生产队上
百户人家凑了钱和粮票，扛来当用的
家具送到我家。

父亲个子不高，但两眼坚定有神。
在父亲与我相处的岁月里， 忍让要比
好胜争强多。 这也许与他从小失去父
母和唯一的姐姐， 在湘西南的一个山
区小镇吃百家饭长大，有很大关系，一
棵没有营养的野草要在风雨中长大，
需要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和耐力， 遇到
困难和苦痛时需要无数次在心底把失
望看成希望。

父亲是一位比较健谈的人， 我小
的时候，父亲经常讲他的身世，讲我们
家史的苦难与荣耀， 讲我们远在江西
吉安的老家， 讲江西人新中国成立前
在湖南许多地方建的“万寿宫”，开会

议事，红白喜事聚餐，过年过节唱戏，
“万寿宫”成了当年江西人团结互助的
精神家园。 对江西老家的情感融进了
父亲的血脉，他出生在湖南，仅3次去
过江西老家， 但他在我们兄弟姊妹中
无数次讲述老家江西的人和事。 他告
诉我们， 一个人就像树一样， 是有根
的，不要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父亲也讲一些生活常识和小事，
烧饭时，他讲实心火不旺，把灶心火灰
扒空，然后看着我讲“火要空心，人要
忠心”。 从这些有意无意的讲述中，我
读懂了父亲， 读懂了一部人生的无字
之书。

父亲才读了3年书， 但他通过自
学，也能把文字写得很贴切通顺，字也
写得有灵气， 当会计时每一笔账记得
清清楚楚，打得一手好算盘。

为了锻炼我的写作能力， 父亲从
我会写字起就要求我负责外地亲友的
书信往来。为了开阔我的眼界，我小学
至中学， 父亲要求我把生产队订的报
纸每天读一遍。 他还要求我把毛笔字
写好。他说字是一个人的“招牌”，农村
红白喜事帮助别人写写对联也能受人
尊重，也能有饭吃。

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写毛笔字，
研究书法， 除自己有兴趣外很大程度
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付出很多，也获益
良多。 我的一手比较养眼的字和文章
成了最好的“敲门砖”“介绍信”，为我
学校毕业分配工作能留在县城办报，
后来调入县委大院工作、 调入省城工
作提供了帮助。

父亲是一位极平凡的人， 但于我
来说，他是一座山，他生前给我力量，
如今他离开了，每当我遇到难处，仍会
立即想起我是父亲的儿子， 他那坚定
深邃的眼神， 遇到困难自信淡然的浅
笑，都一直闪现在我的脑海。

李健

在梅山，把式是指精通武功的人。
说到把式，我眼前浮现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四爷爷的外孙，我叫他国哥。 国
哥大名叫谢本国，眼神锐利，走路虎虎
生风，人人都说他功夫厉害了得，三五
人近不了身。 他每次到我四爷爷家里做
客，我都追着去看他，眼里充满敬畏。 每
逢村里的小朋友们或者说是小学的同
学们一起吹牛扯谈，我就噘着嘴说国哥
是我亲戚，以为能与他扯上关系就有安
全感，没人敢欺负，当然也有炫耀的意
思在内。 国哥原本是个弹花匠，他父亲
也是个弹花匠，父子俩成天扛着一张弓
在梅山各地弹棉花打被，谋生。

从邻里乡亲的闲谈中，我断断续续
获知国哥的武功是从王爷山学来的。 他
弹棉花弹到王爷山，一个武林世家看上
他天赋异禀却把时间精力花在弹棉花
这种简单粗活上，太可惜了。 梅山人尚
武，似乎能成为一个把式是高于一切的
事业。 他问国哥想学功夫不，国哥求之
不得，说当然想。 于是，国哥丢掉弹棉花
的弓，跟他学武。 为这事，他还和父亲吵
了一架。 他父亲认为，国哥好不容易学
了一门技艺，在他眼里，弹花匠是天底
下最好的职业，弹锤一响，当得县长，收
入可靠， 至少不会像别人一样饿肚子。
现在竟像猴子一样抓了芝麻丢西瓜，并
且学武天外有天，说不定还会惹祸。 可
是，脚生在国哥身上，他偏不信邪，执意
选择学武，他父亲除了生气，一点办法
也没有。

就这样，国哥在王爷山一呆就是几
年，回来时竟还带着一个美女，是他师
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国嫂。 听说她的
轻功比国哥厉害，可以追上飞鸟。 王爷
山在我眼里，简直是个武术圣地，心向
往之。 常常突发奇想，倘若我能有机会
去到王爷山学个一招两式，走遍天下也
不怕。

国哥爱打抱不平。
有一回， 几个烂仔赌博输了钱，在

我们村偷了一条大黄牛，失主找上门索
要，他们竟倒打一耙，说那失主血口喷
人，拒不承认，反倒把失主暴打一顿。 国
哥看到失主鼻青眼肿回来， 唉声叹气，
愤怒地说，这世道反天了，我帮你去看
看。 国哥找到那几人，那几人并不认识
国哥，没把国哥放在眼里，想以多欺少，
一窝蜂上， 结果被国哥打得跪地求饶，
乖乖把牛送了回来。 国哥在我们那方山
地名声大振。

有些武术爱好者邀请国哥来我们
村开班，招徒授艺，我天天躲在窗口观
看，很是羡慕。 我妈见我这么上心，希望
弱不禁风的我，强身健体，帮我交了学
费，国哥成了我师傅，也是我的偶像。 我
暗暗攒劲，好好学习，成为像国哥一样
的把式。 他先教我的基本功，站桩，然后
手把手教防守，攻击。 在他班上，我学会
了几路拳，沾沾自喜，自以为从此天下
无敌，常有意无意在同学们面前施展拳
脚， 却被高年级的学生摔个四脚朝天，
像向天的团鱼翻不过身， 窘态十足，无
地自容。

后来不时有外地来的武师找国哥
切磋武艺，他们一招一式，左右搏击，腾
挪，令人眼花缭乱。 国哥和我说，他的功
夫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坚持不懈练
出来的。 成功总是属于那些坚持的人。
我才知学武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虽然想做把式的愿望没有实现，但
我对国哥这样充满梅山血性的把式钦
佩有加，也为自己人生路上遇见过国哥
而感到荣幸。 他身上饱满的精气神总是
在艰难曲折中鼓舞着我直面生活，勇往
向前。

唐群友

辰溪县黄溪口一带将赶集称为
“赶场”。今天是农历六月十五日，正逢
仙人湾赶场。

清早吃完饭， 我开着而今村里打
工族都瞧不上眼的“大众”系列小车，
从平家村出发向十七里之外的场坪奔
去。年已八十的老母随车前去购物，撇
下行动不便的老父守屋。

有人这样说故乡：小时候想离开，
年长了又回不去。 而提前退休的我可
以随心所欲地回故里。“父母在，不远
游。 ”古时官吏请辞，常以侍奉父母为
由。而我服侍患病老父良久，则感觉这
确实是件苦差。

平家村现并入布村， 车从故里开
出二里， 在半山腰上就可俯瞰布村梯
田。今夏的阳光变得温柔了许多。朝霞
从沅江东岸的罗子山巅斜射过来，禾
苗随阵阵山风卷起层层绿波。 喜欢游
山玩水爱写诗的我， 自然少不了对故

乡梯田的题咏：“梯田原本在瑶台，疑
是仙人暗窃来。春夏秋冬无限景，八方
游客尽徘徊。 ”

小时候，每逢父母亲赶场，我和弟
妹们总是抓紧忙完手中的农活， 赶往
布村梯田西边， 眼巴巴地盼着大人归
来。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尽快吃到糖果
等。

时过境迁，我早已厌倦了甜食。
到达场坪，母亲忙于购物，而我则

拿着相机四处拍照。在农产品市场，我
将田螺、泥鳅、鳝鱼、土鸡土鸭、桐叶
粑、油糍粑、粽子摄进了镜头。 田螺是
故乡的一道美食。记得小时候，常在傍
晚时分捡田螺， 餐桌上一盘田螺肉就
是“打牙祭”。泥鳅分黄黑两种颜色，走
到摊前， 我充里手说黄的才是本地野
生的，女摊主连夸我识货。父亲喜欢吃
糍粑，我买了一串桐叶粑和油粑。

早晨随车捎来了两小包桐籽。 走
进榨油坊，老板询问母亲：桐籽是陈货
吗？ 母亲说：你自己看看吧。 老板随机

抽捡三四颗，果肉雪白，不像陈年货，
于是收下付了货款。

油坊弥漫着菜籽油的清香， 使我
想起了儿时记忆里的油坊， 想起了我
的那头老牛。 有一次，我去村油坊，看
见由我放养的那头老牛艰难地拖着碾
盘，口流白沫，喘着粗气。 一位蠢汉不
顾它半天未进食仍用力鞭打。 我不由
得流泪痛哭。 牛好可怜哟！ 吃着草，为
人干重活，在世上十来年光景。老了无
用，还被人屠宰当成美食享用。

有个大姐在卖旱烟丝， 大概见我
穿戴还算整齐，肩挎相机，不像村里大
爷，所以没向我招揽生意。我却笑着问
她要点烟丝和一张烟纸， 在摊前卷一
支喇叭筒点火吸食， 用手机自拍了照
片发到朋友圈。

小小场坪供应着摇篮婴儿到坟墓
老人的一切之需， 为乡村的空巢老人和
留守儿童提供着乡里应产而难以生产的
东西，为贫瘠的乡村“输血”，大量的工业
品使偏僻的山乡有了现代化气息。

潇湘古八景诗
（选登）

彭庵酩

潇湘夜雨

望断层岑半角云， 潇湘夜雨细纷纷。
千重烟树无拘检， 万股幽泉一派吞。
径转竹垂斜拂翠， 水从石出过来清。
任拈藤葛皆佳句， 不负山河誉令名。

平沙落雁
三秋烟雨物候殊， 衡岳孤峰石驻庐。
槛外云山皆叠印， 窗前草树可招呼。
平沙清浦无尘涴， 落雁黄昏待月浮。
千里湘江犹旖旎， 萍风曾与致宽舒。

江天暮雪
料峭寒凝暮雪纷， 周遭风浪一时平。
连朝冰冻千山白， 隔夜云埋万壑青。
冥色长沙迷古渡， 素光岳麓拥孤城。
重寻碧落春分后， 烟渚晴川杰阁明。

洞庭秋月
巴陵风露奈秋何， 木叶萧萧自此多。
泽国苍茫斜渡鸟， 君山缥缈浅浮螺。
花朝烟淡分霞彩， 月夕空明漾碧波。
自古骚人憔悴地， 沧桑感慨遍关河。

梅
山
把
式

忆父亲

仙人湾“赶场”

乡
愁
是
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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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
河

王继怀

初夏的一个清晨， 我又一次回到
梦魂萦绕的故乡。

故乡因资江的一条小支流善溪江
而得名。 这个名字到底存在了多长时
间，县志上或许有记载，或许没有，因
为它太小，在世人眼里也微不足道，名
字的来源我不清楚， 村里的老人也说
不太清楚。 但有研究梅山文化的学者
表示，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先生笔下的
“桃花源”不是“乌托邦”，就位于善溪
江的上游。

这里有山羊揽胜、红岩山、塘鱼石等
奇观，有三江米酒、梅兰豆腐等美食。 这
里山高林密，野菜也很多，田野里到处生
长着野菜，香椿、竹笋、蘑菇……

喝善溪江水的山里人， 善良、淳
朴、勤劳、坚强，也很豪爽、很好客，体
现在餐饮文化上， 就是大多农家都蒸
米酒， 有酒缸， 在餐桌上很少见到碟
子，全是大碗大钵，外地人不要交伙食
费也可到农家吃上饭。

离开家乡久了， 就愈来愈思念这
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那里的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 还有那别人听不太懂自己
却感到无比亲切的乡音， 都会浮现在

脑海。
我们家的大门朝东，不远处有一

条小河。这条从金凤乡流来的善溪江
每天哗哗地欢腾着快乐地哼着歌向
南流去。这条小河是我童年快乐的源
泉。

善溪江的水不深， 最深的地方大
概也就三四米。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
经常在善溪江里玩耍。

带上玻璃瓶，拿上小簸箕，在河边
挖沟引水， 翻遍鹅卵石捉鱼虾、 抓螃
蟹。 一群群皮肤晒得黝黑的小男孩在
河里游泳，一会儿仰游，一会儿蛙泳，
一会儿又钻入水底， 也有的在浅水里
练狗爬， 还有的站在河岸的岩石上学
跳水……激起的水花伴随着阵阵欢笑
声、 吵闹声构成一幅美丽绝伦的山水
画。

两岸的树林、竹林里，鸟儿和知
了在尽情欢唱。在水中玩耍够了的孩
子们， 爬上岸来不及穿上自己的裤
头，光着身子在树林里、竹林里你追
我赶，或是躺在草丛里打滚、或是爬
到树上抓蝉、掏鸟窝……山里的孩子
胆大，还敢抓蛇，要不是山高林密，蛇
还真会被孩子们赶得没地方跑。

孩子们尽情地疯耍， 早已忘了还

有放牛、砍柴、割猪草的任务。 在太阳
快下山的时候， 突然想起还有任务在
身，赶紧穿好裤衩，得在地里干活的大
人还没有回家之时去完成交代的任
务， 实在完不成任务的孩子就硬着头
皮回到家接受父母的责备……

记忆中，在小河边，有一条小街，街
虽细瘦，但附近三县的乡亲们都来赶集，
或买日常用品， 也有来买一两斤仍带着
温热的新鲜土猪肉改善一下生活的，还
有借赶集来会老友的， 当然也有来相亲
的……童年时的小街很是热闹。

岁月悠悠的脚步声从古老响到现
在。 善溪江日夜不停地流向资江，再经
长江奔向大海，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善溪江每天也都
是新的。

记得以前小河上是木板桥， 如今
已是水泥桥了； 记得以前印满牛蹄印
的泥巴路， 如今已是宽敞的硬化公路
了；河两岸一排排新修的楼房，门前还
停放着小轿车， 屋里不时飞出欢声笑
语…… 老乡们告诉我，国家实施“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这里的
变化真是日新月异， 党的好政策给大
山深处的故乡带来了富裕、 文明、欢
乐、和谐和美丽。

女儿的叮咛
刘永涛

先调试水温
要刚刚好
六岁的女儿怕烫， 也不喜欢凉
水淋出来时
要和着洗发膏一起
轻轻搓揉
她指导爸爸
注意节奏， 集中精力
莫让流水
淹没眼睛， 跑进耳朵

吹干头发， 也得讲究方法
她叮嘱爸爸
左手捋起头发
右手握紧吹风机
调到中间挡位， 风速不大不小
要朝头发来回地吹
像涂画一个半圆
多点耐心， 别急， 也不能慢

她仿佛站在幼儿园的讲台上
为同学们示范
一件手工品的制作流程
她告诉爸爸
她们的戴礼老师
最喜欢让她做小老师

按照她的吩咐
找到两根粉红橡皮筋
她想扎丸子头
转念之间
她又决定扎葫芦头
将头发从后脑勺中间
分为两半
扎成左右两个发髻
她说爸爸从前教她看过的书中
有个金刚葫芦娃
头上两个辫子
手中拿着武器
看起来好厉害
她也想变成那个样子

终于要入睡了
她央求爸爸再讲个故事
会睡得香一点
她喃喃细语
从今以后
每天
都要爸爸给她洗头
洗到她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