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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读了钱钟书的文章， 心生钦
慕，提出要见作者本人。钱先生说，吃
到鸡蛋就行了，何必要看下蛋的鸡？这
话说得幽默，也充满智慧，甚得我心。
因为，在我的经历中，曾吃过几次不错
的蛋，后来也居然见到了下蛋的鸡，结
果因为鸡的原因，我连蛋都不想吃了。
我这样说，个中缘由不难理解。

文章好是一回事， 人品高下是另
一回事。这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生活
中的另一种必然。 谁也挡不住品行不
端的人读书写字，他们要读要写，难保
就不出类拔萃，无论什么样的土壤，都
可能绽放耀眼的奇葩。 这是文化风景
线上最吊诡的景观， 也是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迷离之处。

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善绘画，
通音律，艺术才华十分了得，是历史上
千古传诵的一代词人。“问君能有几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谁写得出
来？李煜有才，但治国不行，宋军破南
唐都城，李煜降，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
军、 违命侯。 成为人们酒后谈资的笑
柄。宋徽宗也一样，其书法独步天下，
他的瘦金体成为不可逾越的书法艺术
高峰。 其所作的花鸟画更是当得起人
们倍加赞美的，达到了“寓物赋形，随
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

得全其生理” 的超然境界。“靖康之
变”，北宋灭亡，徽宗紧步了李后主的
后尘。这两位有才，可德行差点，要说
缺德似乎还轮不到他俩。 缺德加冒烟
的在后面。蔡京是北宋的宰相，曾权倾
一时。他拉帮结伙，巧取豪夺，鱼肉百
姓，导致民怨沸腾，时称“六贼”之首。
但是， 与他的恶行并驾齐驱的是他的
艺术才华，蔡京书法，跻身于北宋苏、
黄、米、蔡四大家。一次，蔡京与米芾聊
天， 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
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
权之后， 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
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
是我。”蔡书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
为海内所崇尚。放浪江湖、睥睨当世的
书法圣手米芾也心甘情愿地屈居蔡氏
兄弟之下，谁要是再说三道四，得越过
米芾这道坎，谈何容易。

还有高俅，也是个无恶不作之徒，
偏偏他艺术禀赋超人， 堪称复合型人
才。《水浒传》里说他是个破落子弟，其
实不确， 作为苏东坡大学士身边的工
作人员，没有两把刷子，要过领导的法
眼应该是难乎其难。 把他的履历拿到
今天来曝曝光，依然是光光鲜鲜的，当
个后备干部绝无问题。高俅聪颖机敏，
诗词歌赋，吹拉弹唱，舞枪弄棒，相扑

杂耍无一不精，连徽宗都甚觉满意，高
分通过，此后平步青云。有才，不等于
不坏，瞒天过海，欺男霸女，心如蛇蝎，
胆大妄为，欲壑难填，贪赃枉法，用百
姓的话来说，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
尽管如此， 在奸臣排行榜上还轮不到
他，鼎鼎有名的是秦桧，哪个版本的榜
上都离不开他。他以“莫须有”的罪名
害死岳飞的事情无人不晓， 至于他居
然才高八斗恐怕人们知之不多。 以农
村代课老师的出身而进士、 而太学学
正、而御史中丞，学养渐厚，步步为营，
终至文笔练达， 文章锦绣。 他的字更
好，声名不亚于蔡京兄弟。影响最深远
的还是他搞的汉字改革， 当时各地呈
上的公文字体参差，毫无规范，秦桧结
合宋徽宗和宋高宗字体新创统一字
体，工整划一，简便易学，徽宗和高宗
为此龙颜大悦，先后下令全国通用，此
即“宋体”，至今仍是电脑中文输入法
标准字体。

在民间，有才的人多得去了，不信
你打开网络，目之所及，俱是才子佳人。
试看一例：“女友几时有？把酒问室友。不
知隔壁姑娘， 可有男朋友？ 我欲凿墙
看去，又恐墙壁太厚， 疼坏我的手。改用
偷窥镜，屋里人已走 。 转楼梯，低头看，
那某某，果不单身， 她正挎住俊男肘。人

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来
有。但愿没多久，他俩就分手。”此人有没
有才？依我看，尽管才华不高也还有那
么一点。格调虽不雅，在网上灌灌水也
说不上德行差到哪里去。但要是遴选囯
士，那就另当别论了，历史上有的是教
训。曹操有句名言：“举才，勿拘于品行”。
说的就是，不管你坏到哪里去，只要是
才我就用，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用人之术
的不二法门。 因而在历史的舞台上，春
秋有庆父，秦有赵高，汉有梁冀、董卓，唐
有来俊臣、李林甫、宋有秦桧，明有严嵩、
魏忠贤，清有和珅等一干奸臣。这帮人
得势后百无禁忌， 将国运弄于股掌，中
饱私囊，残害忠良，鱼肉人民，最终，天怒
人怨，个人身败名裂不说，一个个王朝
也跟着坍塌倾覆。有才无德的人，比无
才无德的人危害更大，这个道理，已经
被历史反复印证。好在“历史的宫殿不
同于现存在上流社会之处，仅仅在于它
只向勤劳和美德敞开它的大门。任何财
富、声誉、奸诈都不能贿赂、恫吓、欺骗艾
理西姆的守门人。 从更深一层意义出
发，邪恶者或鄙俗者是永远无法进入历
史宫殿的。” 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艺术
家拉斯金说的这段话，是我们区分奸诈
和德行的一道分水岭， 至于才华怎样，
他在这段话中居然忽略不论。

“偷得浮生半日闲。” 难得
的假期， 让我从书山题海中挣脱
出来。 但那宽敞的六车道马路依
旧不知疲倦地喧嚣着， 汽车的轰
鸣， 呛人的烟尘把我逼着走进了
一条隐秘的小巷。

这是长沙的一条背街小巷。
还是清晨， 小巷也还是清清静静
的，淡淡的朝阳洒下两三点光来，
将早起的小贩及随行小推车淡化
成游动的影子， 投到斑驳的巷道
墙上，如同生动而夸张的皮影。

我随性坐在低矮的旧木凳
上， 眼前也只是一方低矮的折叠
木桌。 我轻声呼唤， 老板便笑着
快步走来： “要呷点么子呢？ 来
得咯早呶！”

我要了个米粉， 不多时， 端
上来了。 热腾腾的一大碗， 一口
干净却稍有点破旧的浅黄色瓷碗
里， 堆着梳理得均匀的白净粉
条， 粉条上撒着拌上了嫩绿葱花
的牛肉片。 码子刚刚被浇上， 深
棕色卤汁还没来得及浸染到米
粉， 清亮的汤水环抱着一团洁白
如玉的粉丝， 如同一座散发着迷
人魅力的浮岛， 丝丝热气带着缕
缕清香悠悠升腾， 那种鲜美味道
早已让我品咂成声。

墙上的影子越来越多， 缓缓
移动， 错综交互。 小巷中人声渐
起， 店铺开得愈来愈多， 一时间
葱香蒜味， 粉香鱼腥， 以及新炸
的臭豆腐的独特气味与行人足
音、 主客笑谈声交织在一起。 老
板多送客人一只肉馅包子， 满足
地看着客人们的不同食相， 他们
原本惺忪的眼在蒸笼上的氤氲中
眯成了一弯新月。 不熟的人之间
因为许多话题攀谈起来： 海上钓
鱼岛， 江中橘子洲， 东家嫁女，
西家庆生……窄窄的巷道把人的
距离缩短， 常被乡下人嘲笑的城
市冷漠正浓郁着新鲜的人情味。

我慢慢起身， 逆向穿过熙熙
攘攘的人群， 顺着小巷左拐到另
一条小巷。 一个卖孩童玩具的小
贩正颇有情趣的背光而立， 用泡
泡枪朝空中打出一连串的小泡
泡， 晨光温柔地投洒在泡泡上，
暖眼的白光在泡泡表面流转成七
色的光彩。 在微风的引领下， 泡
泡们沿巷而飘。 一不小心， 泡泡
就撞上了路人， 路人莞尔一笑，
泡泡就钻进了衣领， 与人的焦躁
一同破碎。

铃声叮咚， 小小的贵宾犬拖
着一根细长的彩带， 牵出一位美
妇散步啦；童稚咿呀，胖胖的小孙
女歪歪斜斜地在前跑， 一双白发
夫妇左右追赶吆喝。 巷边石桌上

麻将的清脆碰撞， 巷尾石椅上二
胡声婉转悠长……逃出书斋的
我，宛如武陵人，在斑斓林荫下，
微醺晨风中，熙攘人群里，发觉城
市最美的景象被藏在这平常的小
巷， 伟人豪杰的塑像就静静的伫
在巷道的两旁，透着紫红铜锈，默
默注视着信步溜达的市民。

我生长在长沙， 对城市特别
熟悉： 宽大的六车道甚至八车
道， 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架桥以及
嵌着幽蓝色玻璃的水泥钢筋。 城
市的区域也极易划分： 路边栽干
瘦树苗的是新城区， 路边有枝繁
叶茂大树的是老城区。 也因为对
城市的审美疲劳， 常常跟随父母
去乡村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然
而， 今天清晨， 无意中钻进了这
两条背街小巷， 我才韵到了长沙
的味道。 “磨剪子呐， 戗菜刀”、
“回收旧彩电， 冰箱” ……这些
只有在乡间听到的老长沙乡音吆
喝声，却在这小巷中抑扬顿挫地飘
散着。我羡慕那些生活在长沙老巷
道里的居民，他们一定还在深深小
巷里珍藏着许多曾经带给他们童
年无限乐趣的故事和物件，每一件
都蕴藏着一段深刻甜蜜的回忆。应
该有爸爸曾陪着练过的双杠，也有
妈妈曾领着踩过的鹅卵石小径，还
有悉心爱护过的弹弓、手枪、悠悠
球、四驱车……这些都产自小巷，
也是小巷里孩子们特有的玩具。

太阳渐渐升高， 我流连于小
巷， 只想韵足这蕴含在小巷中的
长沙味， 毫不担心会找不到回家
的路， 因为我知道钢筋水泥立交
桥可能会让人迷失， 而这瘦长的
悠悠小巷不会。

◎ 责任编辑 何力柱
版式编辑 周双 实习版式编辑 张欣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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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与德行
□刘永学

小巷韵足长沙味
□周勋

秋天的十四行（二首）

□段传新

七夕
提着装满萤火虫的灯笼
我们悄悄来到瓜棚底下
你轻轻摇着芭蕉叶子
我口衔一朵小小的黄花
侧耳倾听牛郎和织女诉说情话

那是爷爷说的一段故事
那是在我们童年的老家
一年一度 鸟鹊们为爱情架一座彩桥
让天上人间的盼望
在星星的照耀下完美如画

当年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斑斑白发
每到那夜 那地方 就想起那个传说
依旧凄美得叫人心跳
虽然已经遥远 依旧泪如雨下

洞庭中秋赏月
天气渐渐地变得微凉
我们抱住一罐醇香的主张
去 到洞庭湖去
看那一望无垠的湖水
踏住渐渐西坠的夕阳

扒开芦苇丛的清霜
载上孩提时的梦想
驾一叶扁舟 驰开夜色
惊醒水鸟的翅膀
一碧万顷的温柔散发乳香

静静地守候 如守候我的新娘
时间在此定格 如此惊艳
那样大 那样圆 那样亮
如一枚钮扣 扣住天下人的目光

汉诗新韵

韶峰觅翠
□周英姿

峭壁插云涧，箫韶响耳边。
东台明月过，塔岭锦霞悬。
竹滴千秋泪，风催万壑鹃。
欲寻仙凤影，一索翠微巅。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邓湘子的儿童小说 《像风
一样奔跑 》， 是进入湖南儿童
文学研究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文
本。 地缘文化的影响， 在他的
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具体
说到 《像风一样奔跑 》， 我用
三个词来说： 成熟、 节制、 安
静。

先说成熟。 首先表现在结
构上。 《像风一样奔跑》 共有
十章。 这十章布局匀称， 篇章
的剪裁安排 ， 讲究而不露痕
迹。 以 “蓝布包” 起， 以 “新
米节” 终。 “蓝” 是干净而忧
郁的色彩， 带出了菊朵接下来
一段悲喜交加的生活 。 而以
“白豆腐 ” 和 “新米节 ” 终 ，
在 “白” 的悲伤和 “新” 的希
望中， 让小说、 让主人公、 让
希望继续 。 如此的谋篇布局 ，
是不露痕迹的深思熟虑。

第二， 表现在语言上。 邓
湘子受沈从文的影响明显， 他
的语言是非常纯熟的汉语文学
语言。 我们现在非常纯正的汉
语文学语言正在迷失。 在他的
这部作品中， 遣词造句以白描
居多， 语言的姿态是非常诚恳
的。 生活化的描写和叙述， 让
生活细节和场景 、 让人物言
行 、 心理都呈现出本真的面
目。

第三， 表现在叙事节奏的
控制上。 他对作品的主次、 轻
重都拿捏得非常好。 其中有这
样几个小故事 ， 比如说挖蕨
根、 砍枫树、 请戴医生， 尤其
是请戴医生， 在小说中时时刻
刻出现 。 但每次就那么几笔 。
可就是那么几笔， 把戴医生那
样一个赤脚医生的形象写得非
常鲜活。

第四， 表现在作品的主旨
上。 我非常欣赏邓湘子的一句
话 ： 我是根据自己的 “喜欢 ”
与 “发现” 来写小说的。 小说
写的1974年那一段历史， 在中
国当代史上， 是一段非常态的
历史。 小说里的日子在今天看
来， 是贫穷的， 困苦的， 但个
中人物身上的生命力却是纯真
而强大的， 哀乐被纯真而强大
的生命力所净化、 包容， 呈现
出超越历史语境局限的生命的
恒常状态。

第二个词： 节制。 比如语
言和情感上的节制 。 “白豆
腐” 这一节最见作家功力。 菊
朵刚从县城给芹香带了一块她
梦寐以求的小圆镜， 正高兴万
分， 突然被告知她妈妈被神仙
土埋了， 死了。 这种极度悲喜
的转换， 本来是可以大做文章
的， 但邓湘子仅以两段文字就

交待完了。 邓湘子有这样两句
描写： “菊朵在火光里看到芹
香靠着自家的墙角躺下， 人已
经昏过去了， 谁也顾不上她。”
“几个女人走来 ， 给芹香和卫
红戴上用粗糙的家织布缝制的
白帽子， 还在她们腰上系上稻
草绳子， 那是让她们给母亲戴
孝 。” 这里面留给我们无限大
的想象空间， 让你用非常复杂
的情感去填空。 这是一个成熟
作家的功力所在。 在这样一个
悲伤的氛围中， 邓湘子还有两
句描写， 也就是在悲伤的情绪
布满大人脸上的时候， “孩子
们感到惊恐不安， 想着能够好
好地吃上一顿， 这又让他们暗
暗兴奋 ”。 这是何其冷酷 ， 又
是何等真实。

还有细节和场景处理上的
节制。 作品中写到耘夫的日记
本 ， 只是几句话 ， 出现过几
次， 可是这个日记本始终是一
条线索。 关于这个小男孩， 他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 为什么
他的日记本那么神秘， 那么让
人牵挂 ， 而且他又那么看重 ？
当耘夫死后， 大家才发现， 他
的日记本只是记载了别人给他
们一点一滴的小小的恩惠， 他
以后要去报恩。 这其中交待了
耘夫晾晒金银花的事。 他晾晒
金银花 ， 是为了把金银花卖
了， 用这些钱去还借同学的半
瓶墨水和半支铅笔。 邓湘子非
常节制地对这些细节进行了处
理， 放大了文学的穿透力。

第三个词 ： 安静 。 我 认
为， 好的文学作品是能让人感
动、 痛苦、 激动、 沉思的， 好
的作品更是能让人的心灵安静
下来 。 但是现在的很多作品 ，
除了热闹之外， 除了像吃了麦
当劳一样刺激一下大脑， 得到
一点快感之外 ， 没有别的力
量。 但是邓湘子的小说就具有
安静下来的力量， 这与时下热
闹、 喧嚣、 讨喜、 讨巧的大潮
流相对应， 是对当下潮流的反
动， 也是一种对文学根本的坚
守。 有一句话说， 我们已经走
得太快， 等等灵魂。 我想这也
是邓湘子通过这部小说向所有
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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