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待那一天

———读《边写边掐》

□

周 实

铁原的《边写边掐》出版了，好。封面装帧

好，内芯版式好，主帖与跟帖排得也很好，总

之，一个好。

从网络到纸媒，铁原已是老网虫了，老残

油记是他的网名。

书中的文字于我来说， 大多先前看过了

的，拿着新书所想到的多为一些模糊的往事。

想不到就模糊了，这么快就模糊了———掐

指算一算，我们的交往，不到三十年，居然也像

老照片泛出水渍般的晕黄， 原先还想留到以

后，留到老得不能动时，再慢慢地回味的。

很多设想都是空想，很多计划只是计划。

那时，我们喜欢空想。 那时，我们喜欢计

划。

空想之后，计划之后，还要说———终归一

个土馒头！ 似乎已把人生参透。

至于写作， 那就更是———即使你就写得

再好，也是一个土馒头了。

这当然是终极真理———无论你是什么人，

无论你写什么东西， 你终归是要死的， 要进

坟墓的， 你所写的所有东西也终归要消亡的。

那你还要写什么？ 那你还要活什么？

写什么有什么意义 ？ 活什么有什么意

义？

如何写有什么意义 ？ 如何活有什么意

义？

所感觉的只是虚无。 时间也就那样地在

我们所认识的虚无之中逝去了。

那是一些什么日子？ 那些日子，我和他，

坐在一间办公室里，看稿，论稿，编稿，退稿，

或者看书，或者谈书，我们身边好像高耸好多

好多的土馒头，好多无形的土馒头。

我们坐在我们的所想象的土馒头中，纵

论着时事的风云变幻， 淡看着友人的升降浮

沉，感叹着书稿的生老病死，就像两个世外高

人，只差没有拈花一笑。

那时，我们多少岁？那时，我二十七八岁。

那时，他刚三十出头。 如今，都是五十多了。

年龄不饶人，岁月不饶人，时代不饶人，

时间不饶人，什么什么都不饶人，还有人也不

饶人，尤其是人不饶人。

读着铁原的这些文字，我所想的很多很多，

却又无法一一道来，于是，我又这样设想，或者，

我又如此计划， 等到哪天我真的不用再做什么

事了，就能好好坐下来，细细回味那些日子，或

许还能写出一些他人觉得有味的东西？

我等待着那一天，但愿能有那一天。

初识翦伯赞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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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师范语文教

材上，一篇《内蒙访古》游记让我对作者的敬

慕之心油然而生。

到常德工作后， 得知翦伯赞是桃源县枫

树乡人，心想有机会要到他的故乡去看看。后

来从事新闻工作， 到枫树做一次采访的想法

就更加明确了。

悠悠沅水， 从贵州悠到桃源枫树时已没

有了险滩急流，开始平缓地流入洞庭湖。枫树

自然也就成了洞庭湖平原与武陵山脉接壤的

连接地带。明洪武四年（

1371

年），翦伯赞的祖

先维吾尔族将领哈勒八士受朱元璋指派率军

进驻常德，选择枫树安营扎寨。哈勒八士因多

有战功，被赐姓“翦”。 后来，哈勒八士军士及

其子孙就地转为平民定居下来，数百年来，他

们一直聚族而居。

去年

7

月在桃源县城参加一个会议，返回

途中很冒昧地把车开进了枫树乡。 还是午休

时候，机关里比较冷清。 还好，遇上了副乡长

翦林华，他积极推荐退休干部翦象友同志，说

他了解翦伯赞。 可惜，找了几个圈未能找到，

只得改期相约。

7

月下旬，我再次来到枫树乡，因为有约，

乡长翦正红在家专此等候。 这位女乡长的一

句话令我感动：“谁敬重翦伯赞我就敬重谁。”

翦象友像等待老朋友一样在迎候我， 尽管我

们是第一次见面。

翦象友可是个人物，他两次见过翦伯赞。

第一次是

1956

年五六月间， 翦伯赞以全国人

大代表的身份回湖南视察， 也回到了他的故

乡桃源枫树。 当时的翦象友是学校少先队的

大队长。尽管年龄悬殊大，但论辈分翦象友与

翦伯赞同辈。

第二次则是

1966

年

10

月。时隔

10

年，翦象

友已是虎虎生威的红卫兵， 而翦伯赞则是挂

黑牌子挨批斗的对象。说起这次见面，翦象友

印象最为深刻。 翦象友作为红卫兵到北京去

见毛主席，在等候接见的间隙里，翦象友想到

北大去见一见老乡翦伯赞。 此时翦伯赞已没

有了自由。 幸好看管翦伯赞的红卫兵是湖北

恩施人， 翦象友与他湖南湖北攀起了老乡关

系，几经协商，给了翦伯赞两小时假，翦象友

才得以与翦伯赞夫妇见了一面，吃了一餐饭。

此时的翦伯赞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

翦象友见他时，他只说是冤案，说不清。 他还

关心地问起老家的情况。翦象友没说实话，只

说“还好”。 其实，老家的祖坟都被人掘了。 翦

象友问他们本族的一些资料， 翦伯赞说：“正

在整理，等运动过后会加紧整理好。 ”没想到

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成为永别。

说到翦伯赞不能不说到翦伯赞的死。 夫

妻双双共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又该需要

多大的勇气？一个史学家不可谓不理智，也许

正因为他看惯了生与死， 从中真正悟出了生

之意义，他才在道义、真实、人格与死的不二

选择中选择死， 用死完成了他作为史学家最

后辉煌而悲壮的一笔。

翦象友带我去看了翦伯赞的老屋场。 老

屋已不在了，现在的屋场一半是棉地，一半是

水田。当我们即将离开屋场时，邻家农妇对我

们高声喊话。我没听清喊话内容，翦象友听清

了，解释说，县里准备在翦伯赞的老屋场修建

翦伯赞纪念馆，来看了几次。

从屋场出来， 翦象友又带我去看了翦伯

赞父亲的墓。 翦伯赞的父亲曾就读于汉人的

私塾和书院， 熟谙汉文经史， 且自学现代数

学，考中清朝最后一批秀才。当地的知识界送

了他一个雅号“翦几何”。民国时期，他长期受

聘为中学数学教师，还曾被聘为常德中学、常

桃汉沅联合县立中学等校的校长。 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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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考入常德中学， 父亲发现他喜欢看历史

小说和戏剧，就让他在课余时间阅读《资治通

鉴》，还要求他用红笔圈点，定期检查。

翦伯赞父亲的墓在维回村翦家岗中心小

学一隅。小学原名株木山书社，是翦伯赞的启

蒙学校。墓地用两米多高的围墙围着，荒草萋

萋。并排两座圆顶坟，为翦伯赞父亲翦万效和

姑姑翦万镛之墓。 后排为翦伯赞立了一块墓

碑，留了一块墓地，当地准备把翦伯赞的骨灰

安放在这里。他们也许不知道，翦伯赞的骨灰

并没有找到， 骨灰盒中改用翦伯赞与夫人生

前的一幅合照和翦伯赞长期从事研究用的那

副老花眼镜及冯玉祥将军所赠的那支派克牌

自来水笔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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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故乡探访记

□

汪肯堂

文艺随笔

腊月的怀念

□

刘建湘

腊月于我， 是一个特别的季节， 是一个

怀念的季节。

一般人只有一个母亲， 而我有两个： 生

母和养母。 母亲怀上我时 ， 和父亲去舅舅

家。 舅父舅母看着母亲的大肚子， 想起两年

前夭折的女儿， 不由大放悲声。 母亲幼年丧

母丧父， 与舅舅相依为命， 姐弟情深， 不由

跟着暗暗啜泣。 父亲睹此情景， 跟母亲商量

后， 对舅父舅母说： “你们不要担心老来无

人奉养， 你姐姐怀的这个， 不管是男是女，

都给你们。”

父亲的这一决定， 使我多了一双父母，

但对于母亲， 却是一种锥心的疼痛。

虽说我是母亲第四个孩子， 但毕竟是血

脉相连———哪个母亲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拱手

送人

?

因此， 母亲对我格外的细心呵护。 在

我送走前的三岁里， 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娘的

身边， 娘就是到队上出工、 上山放牛， 也用

带子将我绑在背上……

母亲是坚强的。 她三十岁刚出头， 父亲

去世， 两年后爷爷也去世， 生活的重担全部

压在她窄薄的肩上。 她除了到队上挣工分

外， 还常常到山上摘金银花、 挖石姜、 采山

楂， 送到药铺换钱贴补生活。 家乡的每个山

坳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母亲是个善良诚恳的人。 家中最后的一

把米下锅了， 邻居来借米， 母亲将锅里的米

捞出一半倒给邻居， 另洗两只红薯掺到锅

里； 房子建好了， 山外人来山里烧木炭， 搞

副业无处安身， 母亲让他们进屋歇歇脚， 喝

杯茶， 吃餐饭， 甚至空出楼上的房子搭一排地

铺， 让他们住上十天半个月。 母亲的一张笑脸

温暖过许多人的心。

母亲是个能干的人。 她担任过大队妇女主

任， 出席过县妇代会。 面对那些夫妻不和， 婆

媳矛盾， 邻里纠纷， 她既是快人快语、 泼辣敢

当， 又是菩萨心肠， 情理兼顾的； 她没有多少

文化， 也不懂大道理， 凭的是将心比心和朴实

的人格魅力， 赢得人人称道。

我过继给舅舅家， 她隔三岔五跑来看我；

我上小学， 她躲在我上学放学的路边， 想见又

不敢见； 我考入攸县三中， 她背一袋米换成粮

票， 塞在我手里； 高中毕业后我在学校代课，

母亲端碗荷包蛋， 走几里烂泥路送到教室， 说

今天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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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日， 坚持守着我把蛋吃完； 我

的女儿出生， 母亲来招呼， 忙了大的忙小的；

我搬新家， 母亲从省吃俭用的积蓄中封上一个

红包送来， 不容儿子拒绝……这就是母亲啊，

儿子送出去了， 却时时挂在嘴边， 念在心中

!

每当我忆及这一桩桩， 一件件， 心头总是难以

平静， 虽也常去看望她， 但比起母亲给予儿子

的， 我的这一点孝顺又算得什么呢

?

四年前的腊月， 母亲离开了我们。 母亲是

带着满足离开的。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个个

成了家， 立了业， 特别是我这个被送出去的儿

子， 成了 “国家干部”， 让她尤其欣慰。 然而，

对于母亲的去世， 我却有着 “子欲养而亲不

在” 的悲哀。 每年的腊月， 也会成为我心中深

深的痛。 我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勉励自己要像

母亲一样热爱这个世界， 热爱自己的亲人……

等待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来了。

屋外的喧闹，吵醒了爱做梦的人。 “下

雪啦！”“好大的雪！”真的是一场大雪吗？别

不又是那浅浅的一层， 还未等你准备好去

寻迹却已不见踪影的那种：是雪又似霜，不

过是上帝的一次试探，一个玩笑，只是让人

空欢喜一场而已？

但还是抗不住雪的诱惑， 透过窗帘卷

起的一角：真是我那令人晕眩的雪呀！整个

世界都已因你而改观了：纯洁、宁静而又辽

远。

久违了，冬的雪！

想起有雪的日子， 该是读书时与好友

置身校园， 踩在松软的雪地上细数眼前飘

过的飞絮时的那份专注和傻气。

想起有雪的日子，该是春节串门时滑倒

在众人面前时的尴尬和那串串善意的笑语。

想起有雪的日子， 该是那扎着羊角辫

的小女孩用竹竿儿敲打屋檐下那一排冰凌

时母亲的轻责和她那噘起的小嘴。

……

有雪的日子已越来越少， 他们说是温

室效应。

今天你终于来了， 我该以何种姿态拥

抱你呢，我的原爱？

学那裸露的树枝吧，褪下所有的修饰与

负累，以最原始最自然的姿势，承接你的抚

慰， 调动整个的神经与你做全方位的接近。

起初该是冰凉的吧，可我渴望的也就是这种

蚀骨的冰凉呀！ 当冰凉在你我之间蒸腾、挥

发，让我们成仙吧，我愿随你飞升，不管落于

何处，是化为一滴清泉还是随泥融入地底。

窗外，雪还在下，今天你很慷慨，但我

明白，不管我是怎样地想与你融为一体，可

最终你只会被我的热情吓跑， 再也找寻不

见，那么就让我站在阶前，注视你纷飞的曼

影，看你塑造又毁坏。

等了你很多年， 你来了， 可你还是要

走，永远都不会属于我，那么，请在我瞳仁

里寻找你的影子吧。

杨克辉先生拟将近几年所作的旧体诗

词续集出版， 名为 《魅力岳阳》 （中华诗

词出版社出版）。 我慨然应诺为他的集子

写篇短序， 可是一拖就是很久。 直到诗稿

进了印刷厂仍是迟迟没有下笔 。 不为别

的， 只因为旧体诗词是一门无底的学问，

我自己也写不好， 怎么给人作序呢？ 启功

先生说， 诗经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

的， 宋词是想出来的， 现代人写诗是仿出

来的。 这话虽未免偏颇， 却也不

无道理。 旧体诗词历经几千年发

展演变， 曾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

起一座座丰碑， 后人虽不能在整

体上超越 ， 却也还有郁达夫的

“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

美人”， 鲁迅的 “老归大泽菰蒲

尽 ， 梦坠空云齿发寒 ”。 自然 ，

大多数当代人写旧体诗词是 “仿出来的 ”，

仿得一二分唐人风韵就是好诗了。

然而， 杨克辉先生却不靠仿， 他的作品

是发乎其情， 尽乎其才。 他生于岳阳， 长于

岳阳， 目之所及， 心之所想， 都是他的诗词

题材。 他的诗， 意境优美， 风格高雅， 流畅

而有余音。 由于对家乡这片土地他爱得真

挚 ， 就常有优美的短歌从他的喉中流出 。

《岳阳荣膺 “中国楹联文化城市抒怀”》 中，

他唱道： “金风玉露到巴陵， 一匾知名慷慨

吟 。 墨泼浓情花弄影 ， 笔生商韵铺流金

……” 诗词贵含蓄， 克辉先生的诗词就很注

重含蓄， 很着意技巧， 他常以 “比”、 “兴”

手法写难言于景， 抒自然之情， 融情于景，

寓意于诗。 如 《访长岭炼油厂 》 中 ， 他吟

道： “朝暾初上望无涯， 油厂林园绾碧纱。

管道蜿蜒惊鸟唱， 罐群倜傥惹人夸……” 这

些句子都是发自内心的吟唱， 毫无知情与造

作。 尤可喜者， 他常以

质朴的口语入诗， 读来

顿生亲切 。 在 《永遇

乐·平江峡谷漂流》 中，

他写道： “……桨拨青

流， 岩生白雾， 小艇滴

溜难架。 吊胆担心， 手

忙脚乱……且消受， 健

康之旅， 激情度夏。” 这样的文风， 是流出

来的， 不是仿出来的。 读他的诗， 仿佛徜徉

在岳阳美丽山水之间， 陶醉在岳阳和谐崛起

之中。

杨克辉先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歌者， 他

唱岳阳故土， 唱国家大事， 也唱朋友情谊，

只是可惜少了点对于爱情的咏叹。 这不是玩

笑话， 如果爱情到了他的笔下， 我想一定十

分动人。

据我所知， 岳阳的诗人还没有人像克辉

先生一样， 出一本近乎纪实的诗集。 若干年

后， 杨先生的这本集子可以当成诗读， 也可

当成历史来看， 这无疑是一种贡献。

杨克辉先生多年从事领导工作， 虽然公

务繁忙， 却从来没有放下写诗的笔。 且能写

出如此好意境之诗词， 实属不易， 足见克辉

先生醉心诗词， 深得其中三昧。 坊间有一则

小笑话， 说当官的人写诗， 是以官补文， 所

谓官大好吟诗； 没有当官的人写诗是以文补

官， 想以文名求得通达。 这两条， 在杨克辉

先生身上都找不到任何痕迹。 平心而论， 克

辉先生的诗词是植根于岳阳热土， 源自于人

民大众， 成长在和谐社会的。 因此， 他确乎

是个真正的诗人， 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民诗

人。 《魅力岳阳》 正是这两者的集中体现，

以思想和艺术两个标准来品评， 它是毫不逊

色的。

（该文为 《魅力岳阳》 序， 标题为编者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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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激情的歌者

受省国土资源厅委托， 以挂牌方

式向社会公开出让下列探矿权，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

、探矿权名称：湖南省祁东县向

山矿区铅锌矿普查探矿权

2

、探矿权位置：湖南省祁东县过

水坪镇向山村

3

、探矿权地质概况：勘查区位于

羊角塘铅锌矿田北部， 区内已发现大

型规模的留书塘铅锌矿和兰桥铜矿、

桃花井铅锌矿、百吉坳铅锌矿等，据已

知矿床成矿规律的总体研究， 区内断

裂对铅锌矿床的形成起着控制作用，

它是改造赋集、迭加富化、促进矿化元

素活化、迁移聚集的良好空间，并控制

矿体形态、产状。 （详见祁东县向山矿

区铅锌矿普查）

4

、探矿权面积：

3.07

平方公里

5

、预期资源量

:

铅锌

5000

吨

6

、出让起始价：

50

万元

7

、受托出让单位：衡阳市国土资

源局

8

、出让年限：

2

年（可以根据相关

规定进行延续）

9

、挂牌地点：衡阳市国土资源局

交易大厅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刘亚丽 杨

力

0734-8850694 0734-8850551

二、风险提示

（一）出让人对拟出让区块内有无

矿产资源不负担责任， 提供的拟出让

区块地质资料仅供参考。

（二）竞得人应当委托具有地质勘

查资质的单位， 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

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编制勘查实施方

案。

（三）勘查工作结束后，转采矿权

时所探明资源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

最低开采规模， 必须符合届时的法律

法规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 出让人对

此不负担保责任。

（四）竞得人应向省国土资源厅申

请办理勘查许可证， 所需资料和相关

费用由竞得人自行编制和承担。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竞买人应为具有独立资格的

法人单位，注册资金不得低于

3000

万

元， 地质勘查单位注册资金不得低于

1000

万元。 竞买申请人凭企业营业执

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法定代表人

证明文件、 注册资金证明文件等办理

报名手续。

（二）竞买人需到勘查现场中踏勘

的，由竞买人自行前往，国土资源部门

予以协助。

（三）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关于

组织实施探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

作的通知》规定：探矿权竞买保证金不

得少于

100

万元）。竞买保证金缴纳至

衡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对竞得探

矿权的， 竞买保证金抵作应缴纳的探

矿权价款。 对多于价款的部分予以退

还，对未竞得人所交竞买保证金在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保证金（不计利息）退

还手续。

（四）交款方式：一次付清。

未尽事宜，见各探矿权出让文件。

公告时间：

2009

年

1

月

7

日—

2

月

1

日

报名时间：

2009

年

2

月

2

日

8

时

13

日

17

时止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09

年

2

月

11

日

17

时

竞买保证金缴至：

户名：衡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户行： 衡阳市商业银行高新支

行；

账 号：

70050401315023487

挂牌时间 ：

2009

年

2

月

2

日

8

时—

13

日

17

时止（节假日不休息）

湖南省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衡阳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

1

月

7

日

探 矿 权 挂 牌 出 让 公 告

晓

日

（

国

画

）

张

青

渠

春牧 （国画） 史一墨

文化专刊部主办 邮箱：

ruoyu995＠sina．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