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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华

现在， 居然很少看到牛了。
其实， 转去多年， 我家也喂过

牛的， 是头大黄牛。
每到耕田季节， 就是我家大黄

牛表现的时候。 大黄牛不但要为自
己主人卖力， 还得为别人家的田卖
力， 那时候， 耕一亩田好像是一百
块。 所以父亲在身体好的时候， 总
要牵着大黄牛去帮别人犁田， 常常
累得筋疲力尽。 这样， 看牛的任务
就落到我头上了。

三姐弟中我是老大， 由我来看
牛也是无可厚非的。 可我还是个小
妹子， 脸皮薄， 怕丑的很。 父母要
我去扯猪草， 我会马上去。 他们要
我去看牛， 我是很不情愿的。 我嘟

着嘴， 半天不动， 最后呢， 还是心
不甘情不愿地去了。

走到牛栏边， 一股浓浓的刺鼻
的牛粪味尿骚味， 立即让人直想呕
吐。 我侧着身子， 不敢上前。 父亲
看到我这个样子， 忍不住说了我几
句。 我伸出一只手， 远远地牵着牛
绳， 牛绳上也有牛的口水和分泌物，
还有种怪怪的臭味， 所以， 牛绳子
也是很湿滑的。 我虽然犹豫不定，
但还是麻起胆子把牛牵着走。 大黄
牛却好像跟我作对似的， 怎么拉也

不肯走， 四个蹄子好像牢牢地插进
了泥土里。

我急得只好对父亲喊道：“你看
看，牛又不肯走，气味又大，人都熏死
了，我不想去看牛了，还是你去看算
了。”

父亲听罢， 马上拿根竹条走岀
来。 一边抽着牛屁股， 一边骂道：
“发灾的畜生， 真是不知好歹， 去吃
草都不去， 我还指望着你犁田赚钱
养家的。”

大黄牛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
这才把四个蹄子从泥土里拔出来，
慢悠悠地跟着我走。

大黄牛浑身黄毛， 毛色有点发
亮，大肚子一摇一摇的。 只是那些牛
蚊子甚是讨厌，像蚂蟥一样叮在它身
上，惹得它把尾巴摇动个不停，像把

蒲扇。 牛蚊子哪里甘心就此罢休，飞
走了，又马上飞回来，叮住大黄牛不
放。 大黄牛也是无奈，每次让牛蚊子
叮一次， 大黄牛的肌肉就要颤抖一
下。 我看到大黄牛很可怜，就拿着竹
条去赶牛蚊子， 牛蚊子居然也不怕。
麻灰色的牛蚊子，好大一只，而且极
其猖狂，有几次，甚至还差点咬到我。

我牵着大黄牛刚走到路口， 就
碰到隔壁的小英， 她牵着一条大水
牛。 小英大我两岁， 我叫她英姐。
有她做伴，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沿途的草并不是很多， 我们担
心牛吃不饱， 两人就商量， 不如把
牛牵到山上去。 那里草多， 地方也
比较宽阔， 可以不用时时牵着牛绳。
没过多久， 我们便到了山上。 我俩
把牛放到草丛里， 然后雀跃起来，
在草地上一边唱歌， 一边跳舞， 真
是不亦乐乎。

过了一阵子， 忽然听到几声叫
喊： “哎， 这是哪个的牛？” “偷吃
我家的菜了！” 这是几个小伢子的声
音， 从那边飘了过来。 他们甚至还
威胁地说： “你们再不来， 我们就
要把牛牵走了。”

我们赶紧跑下去， 脚上都被石
棱划破了皮， 手也被刺树挂出了血
痕。 两人跑得气喘吁吁的， 小脸通
红， 心脏狂跳。 跑到那里一看， 两
头牛正在专心地吃着草， 离别人家
的菜地还有很远。 这时， 只见那几
个小伢子贼笑着， 一副嘲弄的嘴脸。
我俩气得大声地质问： “你们为什
么要哄我们?” 其中有个留着锅盖头
的小伢子见状说： “其实， 我早就
看到你们了， 我只是想认识一下。
听说你们那里有个叫白雪公主的妹
子， 是不是?我想认识她， 看她的皮
肤到底好不好？”

我没有说话。 小英便指着我，
不无骄傲地说： “她就是白雪公主。
我们是一个村子的。” 然后又嘲讽地
说： “你们有吗?叫一个出来跟她比
试比试。”

这时， 锅盖脑壳有意地朝我走
近几步， 睁大眼睛， 把我上上下下
仔细地看一遍， 然后极其羡慕地问
我： “哎， 不知小妹妺你吃了什么
补药？ 皮肤真的这么好。” 我明白锅
盖脑壳这是在奉承我， 却没好气地
说： “这是我娘怀我生我的时候，
吃了很多白萝卜， 所以， 我的皮肤
才会有这么白。”

那几个小伢子听罢， 将信将疑，
一脸茫然。

我和小英会意地看了一眼， 不
再理睬他们， 两人牵着牛， 慢慢地
朝山下走去。

这时， 大黄牛忽然长长地哞了
一声。 它似乎跟我一样， 的确有那
么一点骄傲的意思。

胆魄读书
刘诚龙

眼读书， 出想象； 耳读书， 出宫商； 鼻读
书， 出书香； 嘴读书， 出演讲； 心读书， 出学
堂； 手读书， 出著作郎； 胆读书， 出思想。

何谓胆读书？ 明朝黄虞龙谓， 胆读书有两
条， 一者是胸中无物， 一者是眼底无人； 无物
之境， 全是物焉， “无物， 故河山大地， 以致
虫鱼花鸟， 都足供笔端。” 泰山不可写乎？ 泰
山可登可写； 金銮殿不可写乎？ 金銮殿不可进
而可写。 此者， 黄公谓为无物。 “无人， 故先
秦两汉， 百家诸子， 只是我寻常交往。” 孔子
是圣人， 见到孔子得净手焚香， 口讷讷不敢言
么？ 胸中无物， 眼底无人， 便入自由王国，

“酒籍肉账， 悉成佳篇； 怒骂嬉笑， 无非至
论。” 大王居圣庙， 请他出来， 咱俩谈谈； 大
人居神坛， 拉他下来， 对坐聊聊。

谁有这个胆呢？ “昔之坡仙， 今之卓老，
庶几近之。” 坡仙者东坡焉， 黄州赤壁非三国
赤壁， 东坡敢写， 故江上之清风， 山间之明
月， 耳得之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笔描之而成
《赤壁赋》。 卓老者李卓吾焉， “天生龙湖， 以
待卓吾； 天生卓吾， 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 其
乐何如？ 四时读书， 不知其余； 读书伊何？ 会
我者多； 一与心会， 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 继
以呼呵； 恸哭呼呵， 涕泗滂沱。”

卓老四时读书， 不知其余。 卓老如何读
书？ 眼读书， 眼中高高隆起黄金屋， 款款走来
颜如玉， 秋水春光， 冬白夏绿， 读书之人睁眼
处闭眼时， 秦时明月， 汉时飞燕， 都奔眼底，
想象因此可以出奇。 卓老“天幸生我目， 虽古
稀犹能视细书”， 卓老眼睛好， 视力还是一点
五， 夜半倚床， 尚可“读子宜伴月， 以寄神
远”。 手读书， 一卷清风一叠格子， 唰唰唰唰，
水笔鲸吸蓝墨水的上游， 如龙播雨， 如坝泄
洪， 倾倒方格之中， 新制雄文， 新出文雄， 宿
儒硕学， 手读书， 便是如此； 卓老手读书是这
样的， “天幸生我手， 虽古稀犹能书细字。”
卓老著作等身， 一书更叠一书高， 手读书故
也。

心读书， 出学堂， 用心读书啊， 那读大学
没问题； 鼻读书， 出书香， 唯有书香能致远；
腹读书， 出气场， 腹有诗书气自华； 嘴读书，
出演讲， 口若悬河， 语惊四座， 可站立广场，
铿锵震四方； 耳读书， 平平仄仄， 吚吚唔唔，
宫商角徵羽， 享受之时， 不啻聆听一场音乐
会； 眼鼻口耳， 心肝肠腹， 都可读书， 而真读
书妙处， 却是胆读书。 肚子读书， 读多了， 书
呆子嘛， 两脚书橱嘛， “夫读书论世， 古多有
之， 或见皮毛， 或见体肤， 或见血脉， 或见筋
骨”， 见了筋骨， 入了读书高境么？ “纵自谓
能洞五脏， 其实尚未刺骨也。” 如何能真刺骨，
唯有胆读书： “幸天生我大胆， 凡昔人之所忻
艳以为贤者， 余多以为假， 多以为迂腐不才而
不切于用； 其所鄙者、 弃者、 唾且骂者， 余皆
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其是非大戾昔人
如此， 非大胆而何？”

胆读书， 便是胸中无物， 便是眼底无人；
胸中无物， 神物俗物， 都是物； 眼底无人， 圣
人凡人， 都是人， 读书便无禁区， 读书便无权
威。 这个不能写， 那个不能道， 雪夜读个书，
还要门上栓， 仆放哨， 能读甚书？ 子曰诗云，
子曰这话不能改， 诗云这字不能动， 圣人道过
的， 都是铜浇铁铸的， 都得视若神明， 那是读
书？ 替人背书好不。 “君诗之病在于有杜， 君
文之病在于有韩欧， 有此蹊径于胸中， 则终身
不脱依傍两字” （顾炎武）， 学我者活， 似我
者死， 每次申论都是代圣人立言， 你读书取何
姿势？ 青藤门下走狗不读书还好， 不读书还能
双脚站起来， 做人； 读书多了， 双膝跪地， 做
的是爬虫， “断不能登峰造极” （顾炎武）。

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 如此读书， 读书无
一字无来历， 是什么在读？ 是膝盖在读， 脚丫
在读， 非胆在读书。 “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黑
夜”， 卓老不信， “莫非羲皇以上圣人， 尽日
燃纸烛而行也？” 王夫之也不信， 六经责我开
生面， 儒学要发展， 孔教要进步， 就不能亦步
亦趋， 拜服其脚下， 不越雷池一步； 历史无法
终结， 在圣人停止思考的地方， 继续思考， 才
能开六经之生面。

郑板桥天赋了得， 刻章曰“青藤门下走
狗”， 那是郑公青少年， 先要有所依傍， 虚心
学习； 及至皮毛学到手， 郑板桥渐入壮老年，
由他人皮毛渐欲转自家骨髓， 庾信文章老更
成， 凌云健笔意纵横， 就自个儿“牛马走”
了， 他不想被一根“青藤” 牵着鼻子走， 其书
其画独成“板桥体”。 只是胡适门下走狗， 不
自个儿牛走马奔， 多是驴磨麦子驴打转； 自个
牛马不走， 也不准他人牛马走。 阁下不信， 你
到胡适派聚堆群里去， 你说一句胡适之非试一
试， 看你会不会被人骂死去； 说其是， 则引为
知己， 道其非， 则乱棍打出。 这是什么读书？
膝盖读书吧， 但绝不是胆魄读书。

膝盖读书， 出爬虫； 胆魄读书， 出思想。
胆魄读书人，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李卓吾胆
子大， 敢于“大戾昔人”， 故而卓然独立， 成
了吾国之思想大家； 王夫之六经开生面， 也先
是大读昔人， 后再大戾昔人， 方为一代学术伟
人。 不用赘举， 考迹古今中外大人物， 其集大
成者， 皆胆读书之士， 无有例外。

童中贤

沁园春·株洲
治置建宁， 神农懿德， 化湘东隅。

掖古岳灵慧 ， 鹿原安祖 ； 铁犀昂首 ，
旧址芳流 。 轨连长潭 ， 道接京沪 ， 还
享誉北郑南株。 顺天应， 建新型政府，
井冈同途。

醴陵窑出千秋 。 更天元飞虹四百
州 。 看石峰漫翠 ， 芦淞列市 ； 湘渌波
涌， 空灵岸尤。 云阳紫微， 灵岩月照，
群贤耸峙茶陵牛 。 融三角 ， 打造动力
谷， 驰骋五洲。

沁园春·韶山
箫韶九成， 引凤来仪， 圣地韶山。

望一峰拔起 ， 群山环抱 ； 塔岭晴霞 ，
韶河龙涎 。 顿石成门 ， 泉流石壁 ， 谁
为仙女筑茅庵。 舜巡此， 驻神山胜境，
紫气冲天。

瞻仰潮涌毛湾 ， 再虔诚拜谒铜像
前 。 看上屋场上 ， 旧居不语 ； 田塘碧
野， 一池金莲。 红日东升， 杜鹃花漫，
滴水洞开天地间 。 酬鸿志 ， 尽心忧天
下， 狂草诗篇。

烂南瓜
也有春天

王恩胜

桂花树下的南瓜藤蔓如火热的阳光， 热乎乎地爬满
周边大地， 那一个个可爱的南瓜偎依在宽大而翠绿的叶
子之间， 尽情抒发着生命的精彩乐章。 这以前看来显得
普通的南瓜， 现在在我的眼里顿然可爱起来， 因为它诠
释了成长的深刻内涵。

去年春节前， 按照惯例家里要进行大扫除， 清清爽
爽迎接新年。 我把那些躺在屋里的南瓜一个个请出来，
让它们咕咚咕咚地一路欢歌跳进门前的水塘。 一旁的老
太太闻声而来， 一脸疑惑和惋惜， 怎么把南瓜抛水塘里
呢？ 南瓜即使不能放在家里过年， 也可以放在外面， 不
至于抛水塘里呀。 我哈哈大笑， 这是烂南瓜， 外表看着
虽好， 但一个个坏透了肚子， 流水了。 南瓜继续在我的
手里一个个咕咚咕咚奔向水塘。 老太太赶紧过来制止
我， 说这烂南瓜她全要了， 叫我顺手放在桂花树下池子
里。 我很是疑惑， 老太太要这烂南瓜有什么用？ 快过年
了， 只要老太太高兴， 随她去吧。 只见老太太一转身拿
来锄头， 给这些南瓜一个个盖上一层厚实实的土。 老太
太朝我笑了笑， 仿佛捡到了宝贝似的。

春天来了， 小草悄悄露出地面。 老太太有事没事地
就爱在桂花树下探望。 一场春雨滋润着大地之后， 原来
放烂南瓜的地方冒出了一簇新苗儿。 老太太满脸喜悦，
南瓜发芽了， 一棵棵新生命成长起来了。 转眼， 随着伏
天到来， 南瓜也逐渐成熟， 一种生命继续繁衍的惊喜充
满在我的心间。

老太太弯下腰， 看着这些南瓜喜悦地对我说， 看，
这些南瓜长得多好！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南瓜摘了
下来， 做成了南瓜汤， 高兴地叫我去品尝。 一直不喜欢
南瓜的我， 突然发现这南瓜汤是多么美味啊。

童谣新唱

湖
南
城
韵
（二
首
）

汉诗新韵

李少白

大家乐
花儿开
我不采
蝴蝶飞
我不追
蜻蜓落
我不捉
它们快乐
我快乐

不是
壁虎不是虎
蜗牛不是牛
熊猫不是猫
海狗不是狗
好像我一样
属猴不是猴

笑

河水清了， 鱼儿笑了
天空蓝了， 鸟儿笑了
风儿暖了， 花儿笑了
绿水青山， 家乡笑了
心儿乐了， 人们笑了

往下

雨点儿， 往下跑
去喂小花和小草

雪花儿， 往下飞
要给麦苗送棉被

山溪水， 往下流
跑到山下变小河

太阳光， 往下洒
要把温暖给大家

玩具
一张白纸变飞机
一根竹竿当马骑
一节毛线翻花绳
一双手玩手影戏
什么都是好玩具
只要心中有主意

小芽儿
小芽儿， 小丫丫
钻出土， 学说话
张开两片小嫩叶
一片叫爸爸
一片喊妈妈

王丕立

《朗读者》节目迎来了台湾漫画家朱德
庸先生的朗读，他诵读了自己的散文《写给
童年的一封信》。 听着他低缓的声音，我的
眼睛湿润了， 一个保持童真的人表达出来
的真诚和趣味，总是让人特别动容。

“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
社会价值观和众人的期望， 但却符合我自
己内心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
知足。 ”仿佛醍醐灌顶，一记重锤敲在我心
坎， 我陷入了沉思。 正如他夫人对他的揶
揄，他心里住着一个小孩，正是这份童心给
了他无可比拟的快乐。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
童年存在于另一个空间， 他可用时光机将
它转回来。

大人看世界用眼睛，小孩看世界用心，
眼睛往往欺骗人，心却不会欺骗他，因而，
他看到的世界总是很本真， 本真的东西往
往直接而有趣。难怪他笔下的画作，总是让
人一看就触动笑点，笑后即是长久的思索，
那些简单到直观的哲理我们何曾体会过？

在世俗的目光注视下，我一直往前冲，
很多年后，我转过身来，看到身后一行行歪
歪扭扭的脚印，有如梦幻一般，我在感叹时
光飞逝的同时， 也在心里升腾起无限的惆
怅，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丢失了
原本俯拾即是的幸福感， 让幸福变得奢侈
和稀缺。我想找回童年的幸福，像朱德庸一
样心中住一个小孩。

我逆着时光捡拾那些廉价的幸福，当

然幸福感仍旧毫不逊色。 我得请孩子们做
我的老师， 他们清澈的眼睛一下就能捕捉
到生活中的亮点，而我却视而不见。

他们惊喜于花盆中一株稆生的植物，
观察它每天的生长， 像每天早上叫醒我的
鸟鸣，透射着新奇和快乐。他们开心于每一
朵玫瑰花的盛开，剪下插到室内的花瓶里，
不时像飞旋的蝴蝶， 凑上鼻子眯着眼睛嗅
闻，洋溢着爆棚的陶醉。甚至一粒找不到窗
户缝隙逃出的苍蝇， 也成为孩子们好奇的
观察点， 他们盯住四下寻找出口的苍蝇目
不转睛，仿佛全世界都在瞬间静默下来，时
间也在这一刻停止，只有这一件事，苍蝇要
逃出房间。那不愠不火、不紧不慢的从容观
瞻，让人忍俊不禁。 有时，孩子们也沿着蚂

蚁迁移的路线，一路追踪而下，蹲守在太阳
底下的蚁穴旁，两眼睁得像铜铃，一动不动
地观察泥地上那浩大一族的壮举， 你若好
奇打探，小孩子准像个演说家，可以把蚂蚁
的家族史演绎成新《一千零一夜》。

若是漫画或动漫我看不出诙谐处，孩
子们可长着慧眼， 他们可以给我讲几天几
晚搞笑主角的前世今生， 还可将笑点庖丁
解牛一般剖析彻底， 望着我无动于衷依旧
僵硬的那张脸， 他们齐刷刷投来同情又疑
惑的目光，最后无可奈何地收回目光，投注
到书中或荧屏上的下一个可笑环节。

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好长时间后， 你突
然发现世俗的声音离你越来越远， 而草木
拔节之声竟然清楚可辨。无疑，那个走失的
小孩，重新回到了你心里。

心里住着一个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