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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功勋

叮当叮当的响亮，是从我家乡邻
村一个小铺子里传出来的。年逾花
甲的邱元靠正用锤子敲打着一块铁。

元靠每天都在这屋里敲打，可能
是一把铁铲，可能是一把铁锄头。他
乐此不疲，如同敲打古老的岁月。

日月变换。元靠坚守着这门手
艺，岁月在他脸上刻满了沧桑。铁制
品工艺发展了，机器代替了人工，完
成一件制品很快，可在元靠的铺子
里，他依然不急不躁，用自己的一双
手熔铸着，敲打着。

元靠的铺子很小且简陋。面前
的长桌上杂乱地放着模具、半成品、
碎铁块等每天干活用的东西。两个
刚做好的锅铲锃亮地挂在墙上。靠
墙边有风箱，有土石垒的锅台，上面
还坐着一口冒着白烟的不锈钢锅。
炉边，元靠右手拿锤，左手掂钳子夹
起一块火红的铁块放在砧板上，叮当
叮当地敲打。

他的神情认真专注。熔化铁液，
打成铁板，再用模具锤造成型。这样
的流程烂熟于心，元靠的动作熟练流
畅。

元靠的父亲也是铁匠，手艺远近
闻名，十里八乡不少人找他打制过铁
制生活用品。那时候，元靠的父亲打
制的铁器做工精细，不欺不骗，口碑
很好。从记事起，元靠就在父亲的敲
打声中生活着。听着敲打声响，看着
父亲手中魔术般变出的铁勺铁铲，他
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父亲见他喜
欢，就把手艺传给了他。

父亲对元靠要求很严，每道工序
都要求他做到最好。有一次，年少的
元靠嫌麻烦，省了一道工序，被他父
亲发现了，吼他：“你偷这点儿懒，是
在砸自家的牌子！”

元靠至今记着父亲这句话。当
他的水平和父亲不相上下时，父亲就

放心地让他独立了。独立后的元靠
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他做的铁制品
实用且好看，人也像父亲一样实在，
不欺不骗，价格公道，如果有人家当
时给不了钱，他就让人家赊账。实在
还不上，他也从不去讨账。“名声就是
牌子。”元靠说，只要乡亲们相信他，
给不给工钱他不会介意。

娶了媳妇后，元靠的干劲儿更大
了，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还
是关了门。不过，当乡亲们需要铁勺
铁铲时，他仍会在夜晚做一些。乡亲
们感念他，常会送给他一些吃的用
的，他家的日子也就勉强过着。

改革开放后，他的铺子再次开
业，打出来的铁器仍像以前结实精
致。找他做铁器的人越来越多，他家
里也慢慢富裕起来。他用打铁器挣
的钱供孩子上学，也养活着一家人。

“那些年天天有干不完的活儿，很
累，也很舒心。”元靠说，过了几年这样
快乐舒心的日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
己不那么忙那么累了——商店里卖的
机器制作的铁制品越来越多。

元靠觉得失落，也很无奈。他知
道，人们在商店能买到想要的铁制品
时，就不会再来找他了。不少好心人
劝元靠也买台机器，做得快也赚得
多。但元靠觉得，他这是手艺，不能
丢。

虽然已经很少有人来他铺子里
定制铁器了，但他仍认真地敲打着每
一个铁勺，一个步骤不少，一道工序
不省。不过，他也注重“创新”——根
据人们的需求在样式上进行调整，但
传统的手法，却从不改变。

近几年，元靠铺子里的生意只能
糊口。“这样就好！家里又没多大负
担。”元靠满足地说。看父亲那么劳
累，女儿曾不止一次劝过他不要再做
了，元靠没有答应。做了大半生铁
匠，他留恋这份职业，留恋那种敲打
的感觉，留恋那闪闪发亮的铁光。

游宇明

这个世界纷纭
复杂，而人的时间、
精力、能耐非常有
限，想要学懂弄通
全部事物，几乎没
有可能。换句话说
就是：对于我们，对
事 物 的 知 是 相 对
的，无知是绝对的。

对待无知，不
同的人有迥然相异
的心态与做法。

认识一个熟人，
下班之后不是呆在麻
将馆，就是蹲在塘边钓
鱼，但此人对国际问题
似乎特别有兴趣，每遇
熟人，都要发表自己的

“见解”，一会儿说某某
强国今年要崩溃了，一
会说某某弱国不久就
会强盛。而他作出的
这些判断，没有相应的
学养或调研成果作为
支撑。你好心纠正他
的不足，他还要强辩，
有时甚至说出些非常
不礼貌的话。这种人
可以说是无知无畏。
因为无知，什么话都敢
说；也因为无知，他们
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

生活中有的无知彰显的却
是一个人的冷静、儒雅和君子风
度。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做了十
几年校长，遇到过无数棘手的事
情，比如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比
如军警进校抓人，比如经费短缺
等等，每遇新的问题，梅贻琦总
会不动声色地去了解真相，理性
寻求解套之策，决不会为了讨好
谁随随便便表态，有的事他实在
把不准，还会借助他人的力量去
解决，梅贻琦因此被人称为“寡

言君子”。对自己无知的事情，
梅贻琦是有畏的。

一个人难以完全避免无知，
哪怕最优秀的人也不例外，无知
并不就是光荣的，就是可以被原
谅的。历史上、现实中，那些犯
下大错的人，相当多的时候都是
无知惹的祸。大家都知道，周作
人是民国时的文化汉奸，为国人
不耻，他堕落的原因很多，其中
有一条，就缘于他对国际、国内
形势的无知。周作人认为：日本
的经济、军事实力都大大强于当
时的中国，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也
高很多，中国最终难免沦陷，做
不做亡国奴，只是迟早的事，他
低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抗日的
意志，没有看到国际形势可能发
生的有利于中国的转变。

既然无知可能酿成大祸，知
无知而思改变，就应该成为聪明
人的基本选择。

在这方面，美术大师徐悲鸿
堪为楷模。一次，徐悲鸿正在画
展上评议作品，一位老农上前
说：“先生，您这幅画里的鸭子画
错了。您画的是麻鸭，雌麻鸭尾
巴哪有那么长的？”原来徐悲鸿

《写东坡春江水暖诗意》画中麻
鸭的尾羽长且卷曲如环。老农
告诉徐悲鸿：雄麻鸭羽毛鲜艳，
确实有尾巴卷曲的；雌麻鸭毛为
麻褐色，尾巴很短。徐悲鸿承认
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疏于写生，当
即向老农表示谢意。无知有畏
与化无知为有知是可以打通
的。有畏，才可能对自身的无知
生出不满，也才可能去学习新东
西。

化无知为有知，关键是要放
弃自恋。行走在尘世，谁都可能
有自己为他人所不及的强项，谁
都可能有过“温酒斩华雄”的出
彩时刻，适当地欣赏自己没错，
但如果眼睛只是盯着自己的那
点优势，看不到世界的复杂，不
承认他人的长处，一个人的思维
就会高度封闭，脚步就会不自觉
地停下来。我一向认为：谦逊不
只是美德，更是一种面临陌生事
物的自省，一种愿意不断进发的
姿态，一种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的
长远眼光。

不一样的无知，显示的是完
全不同的生命境界。

遇见自己的幸福遇见自己的幸福

沅陵易地搬迁社区
（外一首）

谢亭亭

沅陵移民社区，城市的样子
乡音就算搬到社区
轻飘一句，还能呼应一个村庄

菜蔬，也成为阳台上的风景
豇豆、丝瓜这些藤蔓
爬在铁栏杆上，长势比绿萝更好

从大山移到太安社区的孩子
不改野性
他们将广场、水泥地当作草地
光溜着身子打滚，嬉闹

孩子掩饰不住对土地的情感
不像他们的父辈
我反复思考，土地对于大山来的人
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扶贫车间的女工

哪里人，从哪里搬来
家庭人口，在这里习惯吗
美桀电子厂的那些女工
习惯了扶贫的采访
脱贫后的他们
会准点去工厂上班打卡
去流水线上，盘活
每一个零部件
没时间，再去家长里短
凑一桌麻将
他们都想月终，蘸一点口水
多数些花绿绿的票子

清晨的脚步
许智来

我用一个清晨的脚步，
丈量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
昏黄的路灯尚未熄灭，
勤劳的环卫工人，
已埋头把汗水挥洒。

我用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
迎接新一天的开始，
晨跑老人的口袋里，
传出的是国际国内时事，
淡定的步履中，
传递着生活的真谛。

我用小鸟唱和的声音，
体味着这个世界，
这个奇妙的世界里，
有多少，
我们未知的秘密。

我用滚滚北去的江水，
沉淀一个记忆，
道法自然的规律，
引导着，
历史的航迹。

我在楼阁倒影的神秘中，
寻找光与影的旋律，
垂钓者拋向空中的钓竿里，
藏满了，
对未来的期冀。

我用一个清晨的汗水，
感悟生命的意义，
在畅快淋漓的汗珠里，
探寻
智圆行方的格局。

邓跃东

旁边没人的时候，我是喜欢
唱一些小曲的，但不敢去歌厅跟
朋友们玩。喜欢上一首歌，那几
天我会浅唱低吟、没完没了，似乎
不这样浑身都不自在；遇事受挫
不顺利时，我也情绪低落，跟阴雨
天气一样绵延很久。我把这归咎
于早年学过手风琴，那种声音较
为沉郁，影响了我的情感。

阴晴圆缺，喜忧往返，日子就
是这样不断翻转的。但是，常有
人说我放不开，爱不起也恨不
起。后面其实还带着一句话：拿
不起也放不下。我不大理会，依
然我行我素。

前不久，我大伯去世，停灵的
最后一晚请来戏班子，热闹了半
晚上，班主还问有谁上台唱歌
么。这个情景，我们是不好参加
娱乐的，最多坐在台前看看。想
不到，静默一阵后，我六姑走上前
接过话筒，大大方方唱了起来！

六姑是大伯的胞妹，六十多
岁了，在农村生活，这几天都在灵

堂忙碌，不时痛哭，好大一颗的泪珠，她用
手背去擦拭，其他人都哭得委婉。我从未
听六姑唱过歌，她唱的是《母亲》，就是阎维
文唱的那首熟悉的歌，嗓音洪亮，气势惊
人。六姑怎么唱这样一首歌呢？大伯比她
大很多，难道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过去爷
爷奶奶受批斗被关押，好些年都是大伯在
操持这个家。也许，六姑没有这样想，她就
是想唱一首歌，想唱就不用分场合。

唱完后，大家鼓掌叫好，竟要她再唱一
个。六姑笑了笑，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的
唾沫，又唱了起来。这一次她唱的是《洪湖
水，浪打浪》，没有配乐，独自清唱。这感情
跨度太大了吧，一下从家里跳到了水里，要
是身后的大伯听到会怎么想！

六姑唱完后，我坐到了她身边，说，想
不到你还会唱歌，唱得不错呢。六姑哈哈
大笑，说，我哪唱得好，我只喜欢唱，村里前
几年修建健身广场，安装了一套音响，我们
每天晚上都去唱，还跳广场舞，哈哈哈。最
后，六姑问了我一句，你们城里有豪华歌
厅，你应该经常去唱吧？说完她就走开了，
一会儿还有个告别仪式，她又得哭了。没
想到六姑唱歌的理由，竟这么简单，好像没
有理由。

第二天的送葬路上，六姑的哭声盖过了
所有的行人，从此再没有那种熟悉的爱怜了，
她心里无比的悲伤。后来下起小雨，六姑没
有打伞，雨水泪水，泥泞一身，其他人不停地
甩着裤脚上的泥巴。可能，只有这样在雨中
淋漓哭喊，她才能释放自己的悲伤。

午餐时，我看到六姑跟客人坐在一起，
她给人不停夹菜，叮嘱他们注意身体，自己
还喝了一杯酒，满面红光。

大伯病得久，他的离去是一种解脱，我
回家后没有多深的悲伤，倒不时想起六姑
来。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陶渊明那
是说外人。六姑在大伯的葬礼上唱歌，我
感觉有点不大好，伤心都来不及呢，后来觉
得也没什么不好，她认真地唱过，也认真地
哭过，情感丰富又真切。

曾经在电视里看到，黄宗江去世时，家人
按照他生前的嘱咐，在丧礼上循环播放《九九
艳阳天》，那是他编剧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
的主题歌。他最后留给大家一片艳阳。

读书得知，弘一法师临终回顾一生，写
下“悲欣交集”的四字遗书，可见人一生是
大悲大喜相伴的，不必克制。但是从书本
到现实，隔着遥远的距离。

在农村，都是本分守己、息事宁人，荣
辱悲欢压在心底。生计压身呢，哪能纵情
悲欢。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这样的观念影
响着，矜持谨慎，隐忍压抑，为着一个满足
颜面的目的。

六姑的炫亮显现打破了成见的束缚。为
什么能够这样呢？也许是长年的劳作多感，
需要一个契机去展现，她们心里也有歌，唱了
心情舒畅；同样，生活的悲伤是避免不了的，
积压太多太久，就要及时释放，跟人倾诉，或
痛快哭一场，身心反而正常了。

经常欢笑，身心健康，这个道理大家都
明白。我在此时，却想起一场庄重的哭
来。前辈作家谢璞先生故去前两年，他的
长子先他而去，白发别黑发，谢老悲伤不
已。办完丧事，谢老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
场，无奈杂事缠身，几次出行未果。直到把
事情料理完，才抽出时间，一个人来到晓园

公园深处，扶着垂柳，边哭
边诉。哭完后他身心畅
通，面若无事，回家继续读
书写作。

生活不能缺少笑，也
不能缺少哭。经历了大悲
大欢，人生才能说宽广，才
能说丰富。

哭笑不得之际，我又
开始独自饮酒，之前停了
半年了。我需要坐下来回
顾一下走过的路，我一直
努力朝前奔跑，没来得及
看看路旁的风景，很多的
生命之妙没有体味过。

走过的路，都是高高低
低、弯弯曲曲的，日子就不
会太顺溜、太齐整。尽情悲
伤，尽情欢唱，有了起伏感，
真正的日子就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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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王志红

岁月苍老了容颜，光阴带走
了恩怨。我那英俊帅气、坚强容
忍的大哥，今年虚岁70了。

我们四兄妹中，大哥最具传
奇色彩。

他的大起大落，他的命运逆
转，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不向厄运
屈服、逆流而上的教科书。

父亲年轻时俊朗高大、才华
横溢，在省委党校青年教师中出
类拔萃，前途一片光明。贤惠的
母亲带着 5 岁的大哥住在岳麓山
下。闲时父亲山溪边读书，品一
盏香茶；母亲牵着大哥在溪旁追
蝶弄花。风吹花落，醉染芳华。
周末天气好时，父亲也会骑着单
车，前头坐着大哥，后头载着母亲
去郊游，那一路叮铃铃的单车铃
声，仿佛幸福在敲门。

世事难料。一场运动突然改
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1957 年
底，父亲因在《新湖南报》发表所
谓过激言论被下放社教，几经辗
转，后到常德市一中任教。母亲
带着大哥回到了洞庭湖畔的沅江
乡下，从此与父亲山水相隔 14
年。小小年纪的大哥，跟着母亲
颠沛流离，遍尝人间冷暖，看尽世
态炎凉，个中辛酸不足为外人道。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在党校给各级领导干部上政治辅
导课的父亲，改教中学孩子如烹
小鲜，成了当时常德宣传、教育系
统有名的“王马列”，被调入宣传
部工作。母亲和我们兄妹仨也落
实政策回到了父亲身边。20岁的
大哥却因为超龄，留在了沅江农
村。

一叶孤舟漂浮在洞庭湖上，
当时大哥心里的苦，只有向湖水
诉说。但哪怕有湍急的河流，哪
怕独撑一支长篙，大哥也从未放
弃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在乡下当拖拉机手时，大哥
积极进取，年年是先进；在湖南农
业大学农机设计制造专业念大学
时，大哥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兼

班长；毕业分到
省农机管理局，
大 哥 是 单 位 的
骨干、高级工程
师、全国农机专
家。正如中国农机界泰斗级人
物、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所言：
你大哥，当时在全国农机行业，也
是叫得响的人物。

大哥是有机会走仕途的。33
岁就被省委组织部作为重点培养
的年轻干部，选派到宁远县挂职
当副县长。零陵地委（现永州市
委）当时有意留这个两年办了两
个企业的年轻人。但痴迷农机的
大哥，两年挂职期满还是回到了
省农机局，继续奔走在三湘大地
的广袤农村，为湖南乃至中国农
业机械化事业奋斗着。

当海南建省，急需农机专家
型人才时，大哥毫不犹豫就去了
海南。从湘江之滨到跨越琼州海
峡，大哥挥汗如雨，足迹踏遍了

“天涯海角”。作为分管科技的副
局长，大哥为海南农机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阶段性的贡献。

大哥虽是个理工男，情感却
十分丰富。他在沅江乡下当拖拉
机手时，就娶到了吃国家粮的当
地第一美女，“荣幸地”成为十里
八乡父母育儿的励志典范。在职
时大哥撰写了 100 多篇农机论
文，其中很多论文被政府有关部
门和中国农机学会等学术团体采
用。退休后，散文诗歌，写啥像
啥。由大哥作词、著名作曲家邓
东源谱曲的《三沙情》，一度进入
当地金曲排行榜。年近七十又出
了一本15万字的《桑梓地》，文风
朴素自然、清新脱俗。

我和大哥一直走得很近，不
仅因为一头一尾和十几岁的年龄
差，更多是他与我心灵的契合。
我和先生虽都已走上领导岗位，
但非常尊重大哥。作为家中的长
子，大哥是我立标打样的表率，我
不仅敬佩他的信念坚定、坚忍不
拔，更敬佩他作为家族长兄如父
般的存在。

无论在长沙还是在海口，大
哥的家就是乡下亲戚的驿站，
看病的、求学的、旅游的、休假
的……大哥大嫂都是不分厚薄、
不厌其烦，热情相待。善良是人
心中的打火石，即使小小的，也可
以点亮一盏盏灯，给真爱增添许
多感动、许多温暖。在我们家，大
哥就是那块打火石。

退休前的大哥，用奋斗惊艳
了时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退休后的大哥，用淡泊欣赏
自己的风景，同样活成自己想要
的样子。

他向海而居，闲时写上三五
行，抒发情绪；心情好时，更是划
船出海，撒上几网；不能出海的日
子，也会“披蓑戴笠”，垂钓海边。
渔歌唱晚，海鸥催归。

我曾跟着大哥出海捕鱼，看
夕阳一点点沉下去，鱼儿一条条
在网里蹦跶，晚霞辉映下渔人载
歌而归。那份惬意，那份酣畅，梦
里回想都是甜……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小时
候背我抱我用心呵护我；谢谢你
因我大龄未婚怕回家过年时收留
我；谢谢你在我提拔路上不忘初
心的叮嘱；谢谢你当我遇到挫折
时登高望远的安慰。

时光匆匆，光阴里的小桥流水
人家，那些笑得像花一样的面孔，那
些甜的苦的酸的辣的日子，都随风
远逝，快得让我们不知所措。

唯有爱和坚守，如同时光隧
道里那束连接未来的光，给人温
馨，给人力量，让我们在这个浮躁
的世界里，守着自己的初心，遇见
自己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