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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良

小宗熊拿着那杆冲锋枪， 满屋子开
火。 从客厅到卧室，从卧室到书房。 一路
枪声，一梭子弹，传出一串叫声：“我光头
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特警队员， 最优秀
的射手， 没有打不正的靶子。 哈哈哈
……” 他奶奶望着孙子洒落一地的水固
弹珠，又好气又好恼，皱纹缝里却又流出
惬意的笑容。

小宗熊是纪伟的儿子。 4年前送老婆
去妇幼医院生儿子， 家里的宠物狗小宗
熊跟在后面，半路走失了。 老婆特喜欢小
宗熊，儿子生下来小名就叫小宗熊。

“我的小宗熊，别打了。 你爸下班就
要回家了，等会你的屁股挨巴掌，奶奶不
做保。 ”奶奶望着满地的子弹，提出警告。

“他不敢， 我一扣扳机射他一串子
弹。 ”小宗熊知道有奶奶在，爸爸不敢打
他。 即使举起拳头也会被奶奶叫停，拳头
在空中划一圈悄悄落下。

“小宗熊，你刚才说什么？ ”小宗熊刚
才那句话透过半开的门，被纪伟听到了。
小宗熊没有理会爸爸的问话， 他还在扣
动扳机。 书房里传来叭叭叭的枪声伴随
光头强的浪叫：“我光头强是世界上最优
秀的特警队员……” 纪伟正要挽袖子进
厨房，穾然停下来。 伸长脖子朝书房看。
儿子玩的枪声与往日不同。

“奶奶又给你买新枪啦？ ”
“才不是呢。 ”
“是姑姑买给你的？ ”
“也不是。 ”
“那是谁买的？ ”
“不告诉你。 ” 小宗熊朝爸爸做了个

鬼脸。 儿子喜欢玩枪，家里大大小小长长
短短各种型号的玩具枪一二十把。 纪伟
每次带儿子玩， 消费额最大的就数玩具
枪。 十多块，几十块，一百多块一把的都
有。 纪伟给母亲的零花钱也多被儿子缠
着送到玩具店了。

“妈，下次别再给小宗熊买枪了。 您这
么惯着他，将来我们会喊不住他的。 ”

“小宗熊手里这把枪真的不是我买
的。 ”

“妈，您瞒着我们，对孩子的成长不
好。 他姑买的？ ”

“也不是。 ”
“那是谁呀？ ”
“一个姓石的下午送来的，要孩子喊

他石伯伯。 ”
“姓石的？ ”纪伟警惕起来。 那天纪伟

带小宗熊逛商店， 柜台里陈放着一把逼
真的五六式冲锋枪，价格要800多。 小宗
熊要买， 纪伟不同意。 父子俩较了一会
劲，好不容易做通儿子的工作，小宗熊脸
蛋蛋还挂着几颗晶莹的泪珠。 离开玩具
枪柜台没几步， 碰上砂石场的老板石大
峰。

“怎么？儿子要买玩具，父亲小气？来，
伯伯给你买。 ”石老板伸手拉小宗熊的手
要去玩具柜台。 纪伟忙借故把小宗熊拉
走。

纪伟从市里下到水务局任纪检组
长，和相关企业老板接触就多了。 这次河
道两岸清理砂石场， 纪伟任河道治理领
导小组副组长。 那天刚开完领导小组会，
石大峰来到自己办公室， 送了两条大重
九的香烟，并不提任何要求，只是说好久
不来局里，顺道看看纪伟。 纪伟抽烟，但
他婉拒了。 他对石大峰开玩笑：“我这嘴
贱，不能惯着抽有品牌的烟。 否则，我这
点工资就只能抽烟了， 儿子的生活费没
着落了！ ”石大峰没说什么，笑笑把烟塞
进皮包里走了。难道是他？纪伟详细询问
了给儿子送玩具枪来人的长相和细节情
况，果然是他。 河道两岸的砂石场要取缔
21家，保留5家。 石大峰的砂石场在保留
之列。 尽管这样，这玩具枪也不能收。 打
定主意，纪伟停止做饭菜，来到书房和儿
子玩。

“小宗熊，你这把枪很漂亮，让爸爸看
看。 ”儿子递上枪。枪在纪伟手里，翻过来
倒过去细看。 是的，就是儿子那天哭着要
买的枪。 纪伟心里肯定后，却对儿子说：
“你这把枪是假冒的，不信你去客厅打那
个靶。 打中了就是真的， 打不中就是假
的。 ” 纪伟在一张挂历的背面画了一只
兔子，用图钉固定在墻壁上做靶。 兔子的
脑部有一个洞，打中了，子弹穿过小洞落
在洞那边的小口袋里。 小宗熊冲出客厅，
朝靶子开了几梭子弹。 要么高了，要么低
了，要么偏左，要么偏右。 子弹就是打不
进小洞。 小宗熊急得连哭带跺脚。时机成
熟了。 纪伟拿过儿子手中的枪，反复比划
做瞄准射击状，也打不中。“小宗熊，爸给
你去店里换一支真的，不要假冒的，能打
中靶的真枪，好不好？ ”“好，好。 ”晚饭后
纪伟退还石大峰那把枪， 狠狠心在店里
买了一把200多元的玩具枪。 纪伟瞒着儿
子把兔子脑袋上那个弹洞抠大了些。

小宗熊拿着那把新枪， 朝靶上的兔
子射击。

“打中啰，打中啰。 ”小宗熊梦中还在
喊叫。

洪佑良

芬兰囯土面积38.8万平方公里， 有三个江西
省那么大，人口却只有520万。工业主要有冶金、造
纸业、医药等，曾经占据手机市场绝对优势的诺基
亚公司，一个企业就占了芬兰全国GDP的20%。

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濒临波罗的海，是一
座古典美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都市， 既体现出
欧洲古城的浪漫情调， 又充满国际化大都市的韵
味。 同时，她又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
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市。 市区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
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 在大海的衬托
下，无论夏日海碧天蓝，还是冬季流冰遍浮，这座
港口城市总是显得美丽洁净。

赫尔辛基是公元1550年创建的， 芬兰最初是
瑞典的领地，瑞典国王古斯
塔夫一世为了和汉莎同盟
的城市塔林争夺贸易，于
1550年在塔林对面的波罗
的海海岸修建了
这个城市， 命名
为赫尔辛基，开
始了她的历史。
由 于 地 处
较 偏 和 频
繁的战乱，
这 个 地 方
一 直 只 是
一个小
城 镇 。
1809年

俄国于北方战争中打败瑞典，合并了芬兰，成立了
自治的芬兰大公国， 赫尔辛基开始发展成为一个
主要城市。

为了在芬兰境内消除瑞典的势力和便于管
理，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芬兰的首都由邻近
瑞典边界的图尔库搬迁到赫尔辛基， 芬兰的唯一
一所大学图尔库皇家学院， 亦于1827年迁到赫尔
辛基，是赫尔辛基大学前身。

芬兰1917年独立，沙皇俄国统治芬兰几百年，
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芬兰都与俄罗斯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沙俄时代的痕迹随处可见。
赫尔辛基更是影响至深，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等基
本上与俄罗斯是一样的。 我们参观的教堂，是一座
带有明显沙皇时期色彩的宫殿式建筑， 朴素的红
砖，宫殿式的格局，差不多200年了，非常朴素大
方。

上议院广场是芬兰的历史中心。 广场四周包
括大教堂、参议院、都市管理局和赫尔辛基大学及
其图书馆，赫市最古老的岩石建筑也位于此。 广场

中央有一座帝俄时代统治芬兰
的亚历山大二世的雕像 ，是
1894年作品。 上议院办公楼是
芬兰最高权力机关，一幢精致的

欧式建筑，深黄色，很普通，
也很干净。 屋顶上一面芬
兰囯旗迎风飘扬。 没有森
严的警卫戒备， 也没有围
墙。 游人可以在大楼前照
相留念。

鲁絮

终不再犹豫，我头一回爬五雷山。 虽非“命
途”，我却如朝圣般，只缘那一山钟鸣尘净的造
化。

五雷山，高不过千米，在湘西十万大山里
充其量算“矮子中的高子”。 一条也算不上大的
路，从山脚“盘上”山顶。 下半段水泥硬化，张扬
现代气息，可以行车；上半段石板铺砌，延续古
时韵味，只能步行。 上下两个半段，坡多弯急是
最大共同点。 行这路，上复上，行车会稍感索
然，步行却倍感幸运。 可立、可坐、可卧，与清风
做做伴，用白云擦擦汗，枕阳光解解乏……一
次一次，我毫无例外、毫无抵抗、毫无底线地渴
望成为这山的相关者，哪怕稍稍能比肩或媲美
这一路上的“枝枝蔓蔓”。

捎带着，我禁不住反思。 誉为“北武当，南
五雷”，这五雷山“大隐”于悠悠众口；地处张家
界慈利县，这五雷山“小隐”于宁静乡野。 着实，
我不应该把“千里难寻”作为“敬而远之”的借
口。 就像世间事本不复杂，感觉值便可用心，只
要用心，再远的距离也就是一抬腿。

惊雷犹在，五雷山与我互为受众。 这山原
名雷岳，主峰金顶分数脉呈辐射状伸延，如《淮
南子·天文训》中的地维，昔日因庙宇出现“雷
扫其殿，钟鼓自鸣，尘埃自净”异象改名为五雷
山，又叫五雷仙山。 今时，我却把这山上以石墙
铁瓦构筑，随山脊沟壑纵横陈列8公里左右100
多座庙及其36殿72宫48寨，统统拜遍。 是如雷
贯耳，更是醍醐灌顶。

一山看万山。 别山杜鹃花开有红，可视为
子规啼血的凄婉， 也可视为红袖添香的欢畅，
思绪不免起伏；别山杜鹃花开有白，可感曲高
和寡的倔强，又可感白头偕老的傲然，思绪难
免沉重。 唯独这五雷山杜鹃开花全紫，我不免
追溯传说之老子过函谷关前，关尹喜见有紫气
从东而来，知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青牛
而来，倍感吉祥征兆，既看清草木本心，又把自
己看通透。 一人，其实也是一“草木”。

大世界三千，小世界亿万，五雷山信徒只
遍及鄂西南、湘西北两省十八县。 但逢古历“三
月三”“八月十五”“九月初九”朝圣节，信众昼
夜朝拜，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炮声如雷，热闹
非凡，成为盛大的传统庙会，留下“朝不朝，一
年十万八千到”的壮观。 有遗憾，我并没有邂逅
那几大节。 无遗憾，我偶遇了一个特别的山民，
他是一个原住民。 他见我一路步行，身上火辣
辣， 却只想入口一杯热水浇灭心头辣辣火，便
热情相告五雷山就这样特别，越热越要喝热水
解渴。 他主动卖我一杯，要价一元，他反复解释
这山上烧水极其不便，他不想赚钱，也不想亏
本。 我陡然醒悟，这一元，竟有意无意契合了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该咋办，
就咋办，万事万物都如此。

由表及里也好，由内向外也罢，五雷山既
缩小成一个时间，不长也不短，又放大成一个
空间，不宽也不窄。 古往今来，这山五条岭，或
起伏奔腾于南，或蜿蜒盘绕于东，或凌空昂然
于北，俨如5条龙环绕。 正所谓儒讲天命，佛讲
因果，道讲造化，我判定，只要春夏秋冬始终轮
回，那一山钟鸣尘净的造化于我、于你、于他，
不会是害羞，不会是害怕，更不会是不屑一顾。
而一山的神秘、一山的神奇、一山的神圣，殊途
同归。

李健

我和安敏同是新化人，
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

那时候， 他还在新化
县文化馆当文学专干， 搞
读书班， 组织文学青年互
相阅读点评作品， 热火朝
天。 我在 《人民日报》 大
地文学副刊、 《湖南日报》
湘江文学副刊和一些省刊
上不时读到他的散文、 诗
歌和小说， 他的作品朴素
自然， 活色生香， 在新化
文艺界只要提起安敏， 几
乎无人不知。 古人认为磁
石是铁的母亲， 慈爱的石
头能吸引他的子女。 安敏
就是新化文艺界的一块磁
石， 把像我一样热爱文学
的小铁钉们， 都吸附在他
的周围。 他凭着自己的人
格魅力和文学才华， 把一
个小县城的文学活动搞得
风生水起。

我当时正在读高中，
由于他的影响， 文学的种
子开始在我心里萌芽。 我
尝试着写了一些“豆腐块”， 择一个星期天， 到文化
馆拜访他， 请他指点。 我记得那天， 他刚起床， 正
在嚼馒头， 一边吃， 一边接看我歪歪扭扭的习作。
读完， 沉吟一会， 他提了修改意见， 鼓励一番。 我
满心欢喜。 后来， 经过反复修改打磨， 我这篇习作
作为小小说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化文艺》上。 我是农
村的孩子， 从没进过县城， 在县城也无任何亲戚朋
友， 因为之前和他有过书信往来， 虽然素未谋面，
但在我心里面已把他当成兄长， 是他那双温暖的手
牵着我走上了文学这条道路。

那个时候， 从吉庆山里到新化县城只通两趟班
车， 还需要漫长的等待， 但为了去见他———我心目
中的偶像， 我竟然特别耐得烦。 现在回想起来， 我
那些习作肯定错别字都不少， 他当时竟然没打击我，
每次都认真地一字一句看完， 又细细指点， 真的难
为他了。 之后， 我的小说获得新化县文学征文一等
奖， 并很荣幸地成为县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 从
此我坚定地走上了写作这条路。 那个会员证我至今
都完好无损地收藏着， 尽管已经很陈旧了。 有一次，
我回新化遇到安敏和新化读书班的人一起聚会， 大
家其乐融融地谈着文学， 安敏幽默风趣， 亲和力仍
如当初。 尽管他们已不再年轻， 但对文学的热情依
旧。 在商潮拍岸的当今时代还有多少地方可以见到
这种令人感动的场面呢？

有年春天， 安敏和我们一拨朋友到吉庆厚皮崂
赏梨花。 石林中梨花如雪， 吸引赏者无数。 安敏孩
子一样兴奋， 而相对于梨花他却更钟情于石头， 不

时在石林中出没， 寻觅， 仿
佛他在这些平常不过的石头
里遗失了什么。 一路上又见
他不断询问山上劳作的农
人， 说这里过去有个吉庆茶
场， 现在还找得到遗址吗？
农人摇头说找场部还要往上
爬几公里， 不过几十年下
来， 那里断砖残瓦都找不见
了。 安敏领头继续望顶而
行， 他爬山是一把好手， 耐
得累。 他说“文革” 时他父
亲曾下放在这里劳动改造。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
不动声色来这里是寻访父亲
的足迹， 凭吊岁月。 山上一
个背风处， 疑似吉庆茶场旧
址。 安敏拣了几块石头， 小
的形状像猫， 大的像鳄鱼 ，
肩扛手提混在人群中。 路
人怪异地望着他， 这人有
力无处使， 竟然把这些百无
一用的石头弄下山； 有的说
可能这些石头里藏着金子
呢。 安敏不顾路人的眼光，
提着他的宝贝石头大踏步往
前走。

从厚皮崂下来， 我们又
去寻访吉庆镇华山管区的横田书院， 安敏跟着母亲
在那里读过小学。 他母亲是小学老师， 挑着两只书
箱， 曾在华山、 毛坪等地辗转教书。 母亲到哪 ，
他就跟到哪 。 横田书院现在已改成横田小学 。
他说学校边那棵高大的杉树不见了， 校门前那
条由下而上的木屋小街不见了。 他记得和母亲住
过的房间方位， 记得学校后边华山的葱茏博大。 他
向附近几位老人问询， 说我在你们家玩耍过的， 你
还记得不。 没人记得他了， 只记得他母亲周老师教
过他们书， 说那是个好老师。 安敏就一半高兴， 一
半失落。 他说我和你一样干过农活， 帮生产队扯过
牛草拾过狗粪， 还挑过煤。 说起这些喜形于色， 就
像他真的是个农民， 情怀悠远。 那次一回家他就写
了散文《父亲的大山》和《妈妈的学校》，发表在《湖南
文学》杂志。

安敏就是这样， 走到哪儿都带着文学的眼光与
心情。 他最先当老师， 后来搞文化， 又搞新闻， 再
搞行政， 不论在哪个岗位， 都高举文学之旗， 为文
学撑起一片天空， 以主编文学刊物作为阵地，发现和
培养文学人才，比如《脊梁》《娄底文学》等，都办得有
声有色。 他自己的业余时间都埋头于创作， 数百万字
小说、 散文、 诗歌、 评论见诸各类报刊。 有耕耘就
有收获， 由此， 他获得湖南省自学成才奖、 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等多项殊荣。

文学是温暖的。 安敏的热心、 坦诚、 宽容与善
待他人， 也许与文学的养育有关。 与他在一起时间
长了， 免不了被他感染。 世界因此变得更温暖。

唐象阳

你，终究还是安静地
躺在了乡愁的旅馆
我想，此时用机票和船票承载的哀思
已穿过云层和海浪
正在急速赶路
而我，来不及办理一张通行证
只好去你曾经构筑的那间乡愁板屋
寻找那枚小小的邮票
然后远远地站在这个冬天的堤岸
看那个守望在乡愁里的灵魂
是怎样在海峡的苍茫里
攥紧对岸的一双手
泅渡

天色苍苍，野旷茫茫
一湾寒冷渐浓的海水，血液般滋养了你我
几十年的隔海相望。 如今
你该和那些单薄的灵魂归队了
风雨路上，我想
你是否已在故乡的堤岸
牵着母亲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那年，你把《乡愁》冷雨般洒给大地
从此，那蓑风雨，几抹疏影
成了我的一段追忆之旅
今天，我和你的《乡愁》渡过澎湖湾
和所有的眼泪与诗歌
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在我站立的这个位置
（你曾想安葬的地方)
默默悼念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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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北方洁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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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一样的安敏

(安敏 中国作协会员， 湖南省企
（事）业文联副主席、散文学会副会长。
发表小说、散文、剧本、诗歌、儿童文学、
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500多万字，出版
《安敏文集》和各类文学著作28部，散文
《试网》 等获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创作
奖、 全国艺术学科奖、 全国五一文化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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