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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鸡崽子，还是麻拐子……”在每次书画
笔会上，写意花鸟画家王憨山在完成主办方要求的
作业后，总会意犹未尽，对每位向他求墨宝的人嘿
嘿笑着问上一句。他从不留意递上宣纸来的是西
装革履的老板，武装到眉毛的女士，还是系着围裙
额头直冒热气的大师傅。不多一会，他画的小鸡、
小青蛙就会铺满一地，让求画的人无一空手而回。
这时，早已完成作业、坐在沙发上品茶聊天的个别
同行就会说：“他是有点宝里宝气……”

王憨山平日里很少言语，经常是懒得开口讲
话。但只要拿起笔来，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
人。面对铺在画案上的宣纸，他会大刀阔斧、痛快
淋漓地一幅接一幅画下去，丝毫不记得自己是一个
出了大名、下笔就可以生钱的画家；倒是像个农夫，
不累得直不起腰，是绝不会放下锄头的。这就是王
憨山从1987年出山到2000年谢世，期间从未间断、
不断重演的一幕。

我曾想，他如此如醉如痴、不计报酬地把画画当成
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是否与他曾经度过的艰难岁月
有关。要知道，他年轻时，乡里一个农民，干一整天才
有几毛钱的收入。或许，是他对现在外出总有小汽车
接送，在宾馆总住有空调的房间，餐餐有红烧肉供他享
用，心里不知有多满意，所以把画画当成是一种感恩、
回报社会的善举，这也不得而知。

我和王憨山算是前世有缘，一见如故。我俩既是
同乡，又是同一战线（文化馆）的战友，都是干到退休连
股级干部都没当过的小兵。我们第一次见面，双方的
大脑终端就没有显示任何关于对方有无利用价值的讯
号，也没有把彼此间友好的交往当作是一种感情投
资。他那单纯质朴的憨笑，永远定格在我的第一印象
里。和他交往，不必设防，他的眼珠从来没有上下左右
转动过，总是真诚地直直地望着对方，也没有半点夸夸
其谈的话语和挥舞张扬的手势。不了解他的人总以为
他这人木头木脑，只有看了他画的画后，才能窥见潜藏
在他头脑中的大智慧。他画的“写得一架青瓜卖，市面
菜价贱如泥”的条幅，充满一种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
怀，令我感动不已。

我和他有十多年的交往，逐成无话不谈、心心相印
的挚友。那年他要去北京办画展，请我帮忙，他说自己
在外地就等于是个聋子和哑巴，也等于是个小孩子，别
人讲话他听不懂，他讲话别人更听不懂，另外社会上各
种交际中的套路他也一概不知。那段时间，我几乎成
了他的代言人、翻译兼导游，惟独不能当他的保镖，因
他的个子比我高大、壮实，他的力气又特别大，在这点
上，他倒是我的最好的保护人。

王憨山每次见到各级领导、企业家和媒体记
者，总要用别人勉强才能听懂的双峰话说：“谢谢你
看得起我。”由于他有一种简化一切的天性，他连这
句客套话到后来都竟然压缩成了两个字：“看起。”
令听者摸不着头脑，这时就要由我来还原他的原
话。看来，言简意赅这四个字左右着他的一切，他
那些大写意花鸟画的构图与造型简到不能再简，均
是由此而来。

不得不再说说他的鼾声。那年，为了准备进京
画展的作品，我们住在长沙华天大酒店。白天，他
忙了一阵后，时不时要靠在沙发上打个盹，这时就
会听到他低沉的鼾声。醒来后，他会一跃而起，若
有所悟地在纸上泼墨挥毫。但一到晚上，他的鼾声
就如同雷鸣般让我惶恐不安。最初我以为他发病
了，听着听着，觉出他的鼾声有了点节奏，就像在唱
无人能懂的山歌，中间还会自言自语地嘟囔几句。
他每晚的“精彩表演”让我过了好久才逐渐适应起

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里就
不该是这个“憨”字。

到北京后，有天我陪他去看他一位
老友、也是双峰人的著名版画家曾景
初，因路途较远，在公共汽车上，他又打
起了具有个人特色的鼾来，引得售票员
都开心笑道：“这老爷子真逗。”在中国
美协副主席王琦家里，大白天的他也鼾
技重演。更匪夷所思的是，我们去拜访
请教已80多岁高龄的美学泰斗王朝闻，
这位诲人不倦的大师为了这次会见还
精心做了准备，写下了详细的谈话提
纲，想借会见来京办展的湖南画家王憨
山的机会，在《美术研究》杂志上发表他
对当前美术界出现的不良风气的批评
意见。当他激动地说到齐白石是一座
大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超越时，客厅
里突然响起了王憨山的鼾声。王憨山
的鼾声令他错失和美学泰斗对话的宝
贵机会，我也扼腕不已。

他经常不合时宜的鼾声还让我萌
生过奇想，究竟是他睡眠机器的开关
在冥冥中有人把控，还是他时刻都沉
浸在对新作的幻想中，甚至对各种声
音与理念都充满不屑，这也让我不得
而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人前睡着打鼾的事了。只是有次在
台湾画画，他竟然赤膊上阵，这有照片
为证，也算是又一段传奇。

王憨山以他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绘
画手法，创作了近万幅写意花鸟画作
品，其中不少传世之作，同时也给后人
留下了不少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轶
事。只可惜他去世得早了点，他要是能
活到90岁甚至100岁，按他的说法画完
一千担洗笔水，说不定他真能如齐白石
再世，并会增添更多让人捧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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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洞村每天都在变。
因为工作关系，这些年我们会经常往十八

洞村跑。每次去，都有新的惊喜。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年，去的频率自然

更高。7月1日党的生日，我们又一次来到十八
洞村。正值梅雨季节，山间阴晴不定，云雾缭
绕，路旁野花，山窝人家，时隐时现，恍若仙境。
我们吃住在老乡家里，一连几天走村串户，屋场
夜话，听山的脉动、人的心跳，触摸十八洞村巨
变的深层动因。

这次来十八洞村前，我们就从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了解到，村里
出了个“网红”。找机会见一见，也是
我们此行的想法。

到村的当晚，村里安排我们住在
竹子寨的一家民宿。安顿好后，我们
突然发现这家堂屋的墙上，挂满了照
片，其中有一个长像靓丽、充满青春活
力的少女，纤纤样、素雅妆，格外显眼，
很像媒体上说的“网红”。于是，求证
于房东大姐。“没错，这是我的三女儿
施林娇，也是你们说的那个‘网红’。”
大姐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豪。

大姐看我们不吱声，指着照片炫
耀：“你可别小看她们，自从上了《新闻

联播》，好多记者争着采访哩！”从大姐
的口里，我们知道媒体上说的“三小
施”，是施林娇、施志春、施康，村里三
个90后大学生。他们开办的网络直播
平台，叫“湘西十八洞三小施”，如今已
有10万多粉丝。

听完大姐介绍，我们也急切想见
到施林娇。“她去长沙直播带货了，等
一下会回家。”大姐歉意地表示。

施林娇回家已近凌晨，我们一直
等着。见她回来，也顾不得她的疲劳，
就逮着她攀谈起来。

施林娇今年 24 岁，去年 6 月从浙
江音乐学院毕业，在浏阳市一家企业
工作了一段时间。今年年初，她放弃
了外地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辞职回
村创业。她说，以前十八洞村是一个
穷旮旯，自家就是贫困户，大学学业是
靠教育扶贫补助和助学贷款完成的。
现在村里事业红火，需要年轻人，作为
土生土长的十八洞人，回村帮乡亲做
点事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十八洞也
是创业热土呢？

“我的想法与同寨的另外两名 90
后小伙子施志春、施康一拍即合。今
年春节，我们仨凑到了一起，‘湘西十
八洞三小施’就这样乘风破浪、扬帆起
航了。”施林娇自信大方，侃侃而谈。

“还有俩小施呢，明天能见到吗？”
我们提出了想法。“没问题，明天我们
仨都在村里。”施林娇爽快地答应。

第二天傍晚，我们召开了一个院
坝会。“三小施”等村里的各方面代表
悉数到场。聊天中，我们得知，施志春
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在附近的中学
当英语教师。施康 2018 年大学毕业
后，曾在长沙一家视频公司上班。三
个人各有所长，直播平台一开张，就受
到广泛关注。

问及直播带货效果时，施林娇笑
了笑：“还行吧，每次直播都有上千人
互动。疫情期间，大伙找我们推销了
几万元的腊肉、蜂蜜、土鸡蛋等山货。”

“以前脱单很困难，早几天，我在接受
《中国妇女报》直播采访时，还发布了
我们村上门女婿的标准呢！”施林娇的
话，引得大家一片笑声。

“现在，‘三小施’已经成了我们
十八洞村的宣传代言人，很多来村参
观的游客都是因为看了他们的直播
视频。”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
通不无得意地说。

为了更多了解他们的创业故事，
我们关注了“三小施”的抖音号，也成
了新粉丝，发现里面全是十八洞村地
理风光、人文风情和生活点滴的短视
频。粉丝们纷纷点赞留言。

与“网红”的对话，使我们不仅惊艳
于十八洞村有这样一帮有志青
年，更为古老的苗寨添注了如此
现代元素而振奋。如今，“网红”
也成了十八洞村一景，外面的游
客来了，都纷纷抢着与施林娇合
影。我们离别时，也特意留下了
与施林娇的镜头。

就着昏黄灯光，冒着微微细雨，
我们来到退休教师杨冬仕家。杨冬
仕今年 76 岁，退休后一直住在村
里。由于有文化，在外见过世面，是
村上诸葛亮式的人物，村里哪家有
什么事，都喜欢与他聊聊，请他拿主
意。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十八洞
村后的第二天，他就在自家门框上
贴出了“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共产
党领导福泽万代”，横批“幸福人家”
的对联。多家媒体都对他进行过报
道。

杨老师家里挂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大幅画像。见我们登门，他喜上
眉梢，话匣子打得很开：“原来村里
日子苦，吃饱穿暖就是村民们的朝
思暮想，要是能吃上一顿肉、喝上二
两小酒，就是神仙日子。现在不同
了，大家想的早已不是温饱，而是如
何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

杨老师告诉我们，他所在的梨
子寨是村里最先启动发展的，大部
分人家都开起了农家乐。但大家并
不满足，希望把整个寨子的餐饮、住

宿整合起来，由村里统一管理，宣传
营销、分配客源、服务质量、人员培
训，该统的统起来，改变目前各自为
战、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更好
地打造十八洞品牌形象。

杨老师觉得，十八洞村今后的
希望就在旅游业，现在游客虽然渐
渐多起来，但还是小打小闹，游客到
村里逛一两个小时就走了，留不住
人。希望能够多开辟点项目，把十
八洞村溶洞资源尽快开发出来，并
与周边的金龙、让烈村景点连通，把
旅游做大做强。

当我们告诉他县里已安排项
目、加速十八洞旅游资源开发时，杨
老师听了非常兴奋，连连讲希望项
目快点落地，十八洞人都在翘首以
待。

杨老师还对同行的村干部讲，村
里还可搞得更干净点、漂亮点，在房前
屋后多栽花种树，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把“道德讲堂”、苗族赶秋、山歌苗
歌赛办得更火点，让十八洞村既保持
苗家的纯朴，又有现代的文明，客人来

了自然就舍不得回去了。
杨老师对村里的思考一套一套

的，我们连连点头称是。我们知道，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更是全村
百姓的声音。

发展改变了人，人推动了发展。
富裕起来的十八洞村人，已经不再是
当年封闭保守、小富即安的山旮旯性
格，天地越来越宽广，目标越来越远
大。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孙中元讲，

“过去工作队求着十八洞人走，现在十
八洞人逼着工作队走。”

从杨老师家出来，夜已经很深，
雨停了，幽黄的灯光折射出青石板
上雨水的晶莹，此起彼伏的蛙虫嘶
鸣更衬托出山村的静谧美好。

我们一边走，一边回味着这几
天走访十八洞村的所见所闻，心中
感叹不已。这些年的精准扶贫，真
像春风化雨，唤醒了沉睡的大山，激
活了封闭的心灵。我们感动于十八
洞村的一切变化，更感动于十八洞
人的变化，这个变化更深刻、更持
久、更难能可贵，既是一切变化的深
层动因，又是支撑未来发展的强劲
动力。

十八洞村未来可期……

“三鬼”是十八洞村的知名人物，中央和省
里的媒体都报道过他，也是电影《十八洞村》酒
鬼的原型。他本名叫龙先兰，父母早逝，先前穷
困潦倒，30多岁还是光棍一条，他破罐破摔、酗
酒贪杯，走到哪、喝到哪，醉到哪、睡到哪，是村
里有名的酒鬼、懒鬼、穷鬼。

去年来十八洞村的时候，听他绘声绘色给我
们讲他由“三鬼”变成“养蜂大王”并抱得美人归
的故事。这次来村里，自然很想再去他家看看。

夜幕时分，灯火渐起，顺着一条充满山乡风
情的田间游道，我们来到位于竹子寨的龙先兰
家。龙先兰妻子吴满金手里抱着的小宝宝，立
马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小孩是今年3月份出生的，我给她取名叫
‘龙思恩’，就是要饮水思源、知恩图报。”龙先兰
见老熟人造访非常高兴，一边忙着搬凳倒茶，一
边报告他当父亲的喜悦。

我们坐定，首先恭喜他这几年行大运，“三
鬼”变“养蜂大王”，单身变丈夫，丈夫变父亲，并
询问他养蜂的新发展。

龙先兰是个非常朴实、不善言谈的人，但是
他的爱人吴满金性格开朗、心直口快。两口子
一唱一和，津津乐道地谈起他们养蜂的甜蜜事
业。他们家的土蜜蜂已经养到了400多箱，年
收入达50万元，成了村里的富裕大户。过去岳
母反对他俩的婚事，现在彻底转变态度，经常过
来带小孩，好让夫妻俩一心一意养蜜蜂。

说到这些，龙先兰满是感动：他是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走上致富之路的。为了报恩，他
邀请18户贫困户组建了“十八洞村苗大姐蜜蜂
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前工作队和村里帮了我，
现在我有了技术，就想出一份力，希望带着更多
的人一起发家致富。”

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后，龙先兰免费向他们
传授技术。他带着合作社成员每天跑到蜂箱前
观察，甚至跟着蜜蜂观察采蜜。雨天，给蜜蜂覆
薄膜遮雨；冷天，给蜜蜂盖棉被御寒，就像呵护
自己的小宝宝一样。大家一起养蜂、一起割蜜、
一起销售，很快养蜂就成了十八洞村的品牌产
业，还带动了周边118户562人加入养蜂，今年
可拓展到1200箱，实现产值150万元。

现在的“三鬼”，在邻里乡亲心里积攒了好
口碑，养蜂带头人、公益事业热心人，说起他无
不啧啧称赞。在党员和能人带领下，十八洞村
搞起了“互助互兴”活动，自愿结成41个互助小
组，创办9个专业合作社，“亲帮亲、邻帮邻”，和
谐共进，蔚然成风。

我们问他还喝不喝酒，先兰腼腆地笑了
笑，“偶尔也会喝一喝，但不敢多喝了，一怕误
事，二怕回家老婆不让上床”。听罢，大家都
忍不住开怀大笑。

开怀的笑声，惊起了林子里的宿鸟。龙先
兰的屋场前面非常开阔，一眼望去，山色空濛，
灯火闪烁，我们沐浴着从山谷吹来的缕缕清风，
被先兰的创富故事和助人情怀深深打动。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绣娘的危机

绣花是苗家妇女的拿手活。石美梅是村
里有名的绣娘，她12岁就开始学习苗绣，已经
绣了30多年。参与绣制的《锦绣湘西》入选世
界上最长的手工苗绣作品记录，收藏于州博物
馆，她还被确定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石美梅靠一手好苗绣很早就成了村里的富
裕人家，县城和村里都开得有苗绣店。

她住在飞虫寨。当我们挨户来到她家时，
她正端坐在门口一针一线地绣着美丽的牡丹。
家里打理得明亮整洁，四周挂满了精美的苗绣
作品。看着满墙的苗绣，我们笑着说：“石大姐，
你们家条件真好，不愧是十八洞的老牌富裕户
啊！”她摇摇头道：“唉，过去我们家的条件在整
个十八洞村是首屈一指的，现在估计轮不到
了！”

“大姐是怕露富，找你借钱吧！”我们笑着调
侃。

石美梅也嘿嘿笑了：“你们错了。现在十八
洞产业起来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
百万的老板多的是哩！”

她着重介绍了村里的旅游业发展。平时每
日来村的游客有1000人左右，旺季时能达到
10000多人，村里上规模的民宿和农家乐就有
20多家。就连村里的山泉水厂都难在本村招
到人，村民嫌工资低，觉得还不如自主创业哩。

她掰着手指头给我们列举了一串村里大户
的名字。搞民宿的杨正邦，搞农家乐的杨超文、
施全友，种黄桃的隆吉龙，等等。末了打趣道：

“我要是不努力，就怕有一天会拖十八洞的后腿
哩。”

石美梅的危机不无道理。
我们行走在十八洞的四个寨子，但见路上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民宿、农家乐旌旗招展，一
片热闹繁忙景象。今天的十八洞，家家都有致
富梦想，人人都攒足了劲，如果不继续努力，现
在的大户被后浪反超完全是有可能的。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三鬼”的情怀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诸葛”的愿景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网红”的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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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夕阳余晖下的十八洞村梨子寨。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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