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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钰

江月卫， 网名湘西蛮子， 但领导喜欢叫他江胖
子。 究其原因， 已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 据说有一
次， 上面领导下来考察， 招待所的美女把他的名字
念成了江肥， 领导听到了就笑， 肥就是胖嘛， 江胖
子。 上面某位领导只叫了声江胖子， 哪想下面的领
导也跟着叫， 他就成江胖子了。 “那时候我哪有这
么胖？ 都是让领导给喊胖的。” 成了胖子后， 江月
卫经常摸着将军肚摆脑壳,“这年头啊， 领导说什
么都准……”

至于网名湘西蛮子， 他还真蛮。 有天晚饭后散
步， 见几个染黄头发的小青年正强要一中年妇女卖
的李子。 他大喝道： “搞什么？ 给我放下！” 见江
月卫穿着短裤趿着拖鞋， 几个黄头发使了眼色想教
训他。 江月卫顺势一蹲， 抓起卖李子的扁担来了一
个武术动作， 几个黄头发吓得飞跑。 江月卫丢下扁
担拍了拍手说， 老子是学过本地拳的， 你小子们不
想活了。 卖李子的人硬要装一袋送给江月卫， 他却
只拿了一颗放到嘴里尝了尝，说：“不错！很甜。”

那一年， 我的小说 《青春的手枪》 获奖， 得了
3万多元奖金， 从北京回来后到馆子里请朋友吃大
餐， 可中途去结账时， 老板却说有个胖子结过了。
我对江月卫说， 我喊吃饭， 怎么变成你请客了？ 哪
想他一本正经笑道， 你这人， 你以为获奖是你一个
人的事呀。 你到北京领奖， 这是我们县文化界的大
事， 文化局长应该请！ 他知道我一个人在县城租房
子靠稿费养家糊口不容易， 帮我还帮得我心服口
服。

大凡胖子都会吃， 会吃的人自然就会做菜。 江
月卫就是最好的例证。 他没事时就逛农贸市场， 见
到有什么好吃的就会买回去精心加工， 再叫上朋友
们来喝酒。 久而久之便得了个江月卫爱在家里请客

的名声。一次，江月卫酒后大发感慨：“哪个不晓得进
馆子， 可是我那几个工资吃得了几餐？ 我还要养家
糊口咧！ 莫过还要揩单位的油火？” 一次县文联几
个朋友到市里办事， 江月卫喊他们到家吃饭， 光着
膀子炒菜的江月卫指挥老婆说， 这么珍贵的客人来
了， 上二号坛的酒！ 老婆是个实在人， 说你就一个
坛子什么二号坛一号坛的？ 大家哄然大笑。 他自个
儿也乐呵呵大笑， 佯骂老婆， 你个蠢人， 那个装酒
的坛子叫二号坛！

在我的朋友圈里， 江月卫喝酒应该是排在前面
的， 他不光能喝， 还肯喝。 朋友们在一起吃饭总会

要提到他， 说江月卫不来气氛不够， 来了酒又不
够。 他老婆常批评他说， 你自诩没有酒瘾， 一个人
是从不端杯的， 但想喝酒了就会到处喊人来吃饭，
然后又找借口说来了客人肯定要喝几杯啦！

他老婆说得一点没错， 江月卫哪儿都有朋友。
他当市作协主席肯定有一帮文学圈子里的朋友。 他
自己还是副处级干部， 可他结交的一些朋友你们根
本想不到， 比如： 做菜籽生意的老张， 算命的老
杨， 杀猪卖的小李， 收破烂的老夏， 还有搞装修的
老周……老话讲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真不知江月
卫属于哪一类人。 但江月卫有一个特点是大家公认
的： 有味、 好玩。 他说， 人生草草， 何必何事都要
分个高低， 什么都要弄清楚子丑寅卯？

可能是有了这些七七八八的朋友吧， 他的写作
题材很广泛， 他的工作也如玩耍般顺利。 比如说，
他在麻阳扶贫的时候， 一位村民不肯拆猪栏， 使得
修了3年多的村级公路被堵在那里通不了。 江月卫
当着这位村民把指头一弯， 甲子乙丑的念了一下
说， 你这个猪栏喂猪不是很顺， 喂的肥猪没有哪头
没吃过药打过针， 如果改个朝向……改了朝向后，
就可让出公路用地了， 新猪栏建在通风处天天接受
新鲜空气， 肯定也少生病或者不生病了。 江月卫便
得了个风水先生的雅号。

江月卫有味的事情还多着呢。 前几天， 我到市
印刷厂编排县文联的杂志， 江月卫又喊了一帮兄弟
到他家里喝酒， 他老婆向我们透露了他多年前的秘
密。 “你们别以为江月卫幽默， 其实他是个老实
人， 谈恋爱那阵， 贾平凹的 《废都》 正火， 有时候
约会找不到话说了， 他就给我大段大段地念 《废
都》， 连标点符号都没落下……” 他老婆说这事的
时候， 他也不置可否， 而是端起杯酒笑呵呵地问
我， 蒲钰， 你信吗？ 我哈哈大笑说， 信信信。 江月
卫， 就是这么有味的人。

歌乐山下的
追寻
廖军

清晨5点， 天幕尚未拉开， 霞光未明。 我换上跑
步鞋， 走进这座身处著名的歌乐山怀抱、 坐拥五大
洲莘莘学子、 从人民军队中走来的四川外国语大学，
放眼四望， 发现这里仍然留有二野军大革命传统的
标记和打下的烙印。

空气微微潮湿， 松柏苍翠， 凝重而深沉， 飘散
着久远的气味。 这是一条缓缓向上延伸的山路， 我
在烈士诗碑林前停下， 直立在烈士群雕前， 静静地
一捧心香， 小心翼翼， 生怕惊动那些视死如归的英
魂。 晨雾打湿了我的头发， 也潮润了我的双眼。 静
默之时， 我仿佛跟随革命英雄走过白公馆， 走向渣
滓洞， 走进那曾经白色恐怖的昨天……

前方浮起浓浓的晨雾， 一时间仿佛到了另一个
世界， 辨不清路途和方向。 我突然间想起前几天女
儿讲述的一个传说般的故事： 傍晚时分， 几个川外
女生， 沿着新校区幽静的小道， 走向歌乐山， 边散
步边用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还有德语， 讨论什
么是“忠诚” 的主题。

讲法语的人说， 法国人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民
族自豪感， 同时也保留着对自己家乡的忠诚度。 讲
西班牙语的人说， 西班牙人很高傲， 西班牙人懂浪
漫， 西班牙人颜值高； 可是， 西班牙人都不唱国歌
(国歌没歌词)。 讲德语的人说， 德国人对爱侣最忠
诚。 讲英语的人说， 英国人对王室非常忠诚。

女生们高谈阔论， 无拘无束， 各国有各国自己
的忠诚， 那我们呢？ 中国呢？

正说话间， 女生们意外看到身旁有一个袅娜多
姿的身体一飘而过， 大为惊奇。 她们停止讨论， 很
快追上去， 可追呀追， 怎么也赶不上， 正当大家汗
流浃背喘息片刻时， 那个美妙的年青身躯停下来了，
扭过脸朝女生们莞尔一笑。 那张熟悉的脸庞和笑容，
一下子让大家惊呆了， 随后一下子又惊爆了！

原来是江姐哦！ 这个在山城家喻户晓的女英雄，
这个在共和国史册中大义凛然的巾帼英豪， 她的音
容笑貌川外女生无不景仰。 讲到忠诚， 世界上还有
比江姐更忠诚的人吗？ 她就是千万人忠诚的化身啊！

江姐留下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后， 迅速往前飘
去， 女生们再也追赶不上了……

想着这个神奇的故事， 我倚靠在路旁的大树上，
任凭记忆在历史的河床里流淌。 此情此景， 便又让
我想起微信里疯传的一个段子———党史研究新发现：
重庆地下党被捕者中， 22位女性无一变节。

女性无论对待信仰、 友谊、 爱情， 都更忠贞不
渝。 这的确让人深思， 我认真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
和历史记载， 以江姐为代表的女共产党人， 在敌人
严刑拷打和异常艰苦的环境下， 用坚强的意志筑起
一座钢铁长城， 誓死捍卫理想信念， 捍卫党的尊严，
始终保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可贵情操。 她们被
称作“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尽管和许多难友相
比， 江竹筠的年龄要小一点， 但是她被众人尊称为

“江姐”。 当她从老虎凳上下来， 浑身血迹， 奄奄一
息， 十个指头被夹得青肿欲断， 被送进牢房时她的
第一句话是： 同志们要坚强啊！ 1949年11月14日，
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 为
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让我们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大地母亲！ 那
位被称作“战士诗人” 的何雪松含着热泪写道： 你
是苏菲亚的灵魂/你是丹娘的化身/不， 你就是你/你
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

你的名字， 响彻寰宇， 与大地共存， 与日月同
辉！

这时， 天边开始出现金色的光斑， 随后一缕一
缕、 一波一波的， 燃烧的天空拉开了幕布， 一轮红
日冉冉升起， 它的熠熠光辉不断洒向黛青的歌乐山，
洒向英雄的山城重庆。

如果还能遇上江姐， 她会和我说些什么？ 我又
该说些什么？

也许， 面对江姐， 面对弯弯曲曲的人生之路，
我们惟有忠诚无语！

我沐浴在朝霞中， 思绪与霞光起伏。 是的， 在
我们的平凡生话之外， 生命需要一些极致的东西，
让心灵被深深刺痛， 思考生命最大的意义和人生最
高的价值。

黎耀成

村头，电线杆把几根电线
拉成优美的弧线，一群小鸟
跳跃在上面，时而像一个个逗号
搔首挠腮，时而顽皮的
飞走，留下一些空白

也许是云在写意，或者
风在作曲，鸟儿把电线当成五线谱
叽叽喳喳的翻卷，天
用蓝，正呼啦啦拉开远大的背景

于是，我让自己蹲下来
让心飞出去，在一根根电线上荡着秋千
与一只只鸟儿学习鸟语，让鸟鸣声
缠绕我心的激荡，汇成优美而流淌的旋律

李焱华

一说到家乡，不得不说的是家
乡的玻璃椒。

家乡兴隆场，是泸溪县一个大
镇，那里盛产辣椒。每到盛夏，如果
天气晴好，家乡的房前屋后的空坪
上、岩石上、瓦背上，公路两旁的空地上，晒
满了红辣椒，也映红了天空。 特别是把辣椒
举起对着阳光，辣椒犹如玻璃般透明。 于是
美其名曰：玻璃椒。

据说，辣椒是舶来货，约在明末清初从
美洲传入。 乾隆年间，曾经有过辣椒代盐的
说法。 当时，这里属于缺盐地，成年男人长
年累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去浦市担盐。 至
今， 在当地还流传着一句话， 某某人去世
了，不说他死了而是说他“去浦市担盐啦”。
辣椒起了代盐的作用， 可见其与群众生活
十分密切。 嘉庆以后，兴隆场辣椒种植普遍
起来，经多年发展渐成品牌。 上世纪80年代
以后，玻璃椒“漂洋过海”，远销韩国、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良好的销路，厚实的回报，带来了种植
热潮。 每到冬天，不管天气如何，当地椒农
开垦荒地，哪怕只有巴掌大块荒地，也要整
理出来，以便来年栽上几株辣椒苗。 阳光晴
好之时，椒农挑籽、整地、开沟、撒籽、上肥、
盖膜……忙得热火朝天。 次年开春之后，嫩
白、浅绿的新芽，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在春
风春雨滋润下，日渐茂盛，蓊郁一片。

“五一”前后，辣椒苗进入移栽期。 白天
阳光太大，会灼伤嫩绿的苗子，于是往往等
到太阳落山后才开始移栽。 天黑了，点上煤
油灯或打上手电继续劳作。 记忆中，每到移
苗时节， 家乡那满坡满岭摇曳着星星点点
的灯光，犹如跳动的音符，成了家乡夏夜里
最美的风景。

盛夏时节， 辣椒红了， 村中老少齐上

阵，采摘、装筐、挑运，天亮出发，摸黑归家，
不惧酷热，不畏饥饿，不怕劳累……经常早
饭、中饭一起吃。 儿时，家里没通电，晚上做
饭菜时， 经常把煤油灯摆在倒扣的撮米升
子上，放在灶台边照亮。 有一天，采摘辣椒
归来，做晚饭时，已经很晚了。 当时饿极了，
在灶台边转来转去，一不小心，我把煤油灯
打翻在菜锅里， 唯一一道菜一下子充满了
煤油味……全家人惋惜那道美味， 却没有
责怪我。 70多岁的外祖母看到家人的神色，
便拿来十几颗辣椒，放在火堂的热灰里，不
一会儿，火堂里传来“哔哔剥剥”的声音，此
起彼伏。 辣椒熟了，她一边用手拍，一边用
口吹掉灰，在椒钵里擂烂，放点盐当作菜下
饭，让大家吃了一顿没有遗憾的晚饭。

为了一年四季有辣椒吃， 心灵手巧的
乡亲会在出产最后一批辣椒时，取出缸子、
坛子、罐子等工具，把那些青的、红的、半青
半红的辣椒，撒上盐巴或掺上糯米粉、玉米
粉，制成盐辣子、酸辣子、包谷酸、糯米酸、
香辣椒……到冬天招待来人来客， 供孩子
们每周带上两大瓶到学校当菜吃，便宜，方
便，还能御寒，是农家子弟的“美食”。

玻璃椒不仅是美食， 更是乡亲们主要
的经济来源。 每逢赶集，乡亲们肩挑手提把
辣椒背到集市上出售，用
卖辣椒的钱买回日
常生活用品， 给孩
子交学费……家乡
的辣椒也从这里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耿艳菊

“白” 在汉语里有十五种解释， 有一种释义
为： 空的， 没有加上其他东西的， 如空白， 留
白。 留白其实也是空白， 是要在一定的情形下留
下空白。 它不但是艺术的必须， 也是艺术的灵
魂。 绘画、 文学、 音乐、 电影， 都有留白之美。
“无物胜有物” “不着一字， 而形神俱备” “无
声胜有声”， 给人以空间和遐思。 最喜欢国画中
留白的讲究， 意味深长， 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
宽。

林语堂先生有本书叫 《生活的艺术》， 有书
评家称： “读完这书后， 我真想跑到唐人街， 一
遇见中国人， 便向他行个鞠躬礼。” 关于这本书
的内容， 有这样的介绍： 将中国人旷怀达观、 陶
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
笔下， 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完
美生活的范本， 快意人生的典型”， 展现出诗样
人生、 才情人生、 幽默人生、 智慧人生的别样风

情。
生活是一门最天宽地阔的艺术， 也正如传统

的国画那样， 最见留白之美。
说一个生活中最平常的小事情： 每个人都有

离开家去外边读书的经历。 去外边读书有时候特
别想家， 而回到家时间长了却又特别想离开。 平
素在寄宿学校， 每个月底回家两天， 觉得很好，
很新鲜。 可寒暑假的时候， 要在家里一两个月，
新鲜劲一过就会觉得好漫长， 甚至偶尔也会和家
人出现矛盾， 觉得真是不如去学校好了。 尤其青
春期， 格外渴望能有自己的一方空间， 不要家人
干涉。

这其实是和家和亲人之间的一种“留白”。
哪怕我们是世界上最亲的人， 哪怕家是世界上最
暖心的地方， 也要适宜地留下一些空白去惦念。

最难留白的是爱人之间吧。 一个“爱” 字把
本不相干的人系在了一根绳子上， 朝朝暮暮， 再
深情的爱也会有疲惫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的路上
学习夫妻相处之道， 在婚姻的路上彼此磨合， 在

唇齿相依里试着给对方自由呼吸的空间。
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还有许多的关系要平

衡， 朋友， 同事， 亲戚， 邻居……像画一幅画，
要把自己所要描绘的一景一物合理布置， 错落有
致， 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方显得美。

生活中， 难得的是要与自己相处好， 从身体
到精神灵魂， 其实都需要“留白”。 一周7天， 不
要一直工作个没完， 周末了就给自己放一个小
假， 出去走走， 看看风景， 不仅身心愉悦， 也会
体味到活着的美好。

同时， 要知道一个人独处的美妙。 我们的精
神灵魂需要空间感。 有人说， 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在于业余的时间。 所谓的业余时间就是生活赐给
我们的“留白” 吧， 是要我们学会和自己相处，
有沉静思考的空间。 如屠呦呦说， 不要去追一匹
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 会有
一群骏马任你挑选。

到挑选骏马的时候， 我们的天地也就真正宽
了。

留 白白

有味的人

(江月卫，苗族，中国作协会员，怀化市
作协主席。 著有散文随笔集《圈内圈外》、
配图散文集《我们小时候》等。 ）

玻璃椒
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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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会香

草刚刚有点黄
早晚的风里
也刚刚有了微凉
牵牛花还开在篱笆上
一些果实
还在静静地酝酿甜或者香
我站在窗前
只为眺望这初秋的模样

知了还在枝头
不知疲惫地歌唱
诉说不舍离去的夏日时光
秋虫已开始呢哝
墙角或者葡萄架下
是蟋蟀或蛐蛐在不停弹奏
我站在窗前
只为聆听这初秋的交响

一场秋雨一场凉
谁把乡愁遗落在村头的石桥上
撑一把伞
沿着炊烟袅袅的方向寻找
这是初秋最美的意象

初
秋
的
模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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