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湘韵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 2019年8月16日 星期五
12

熊卫民

夏至，天地变得辽阔热情。
我和几位编辑、 作家朋友在长江南岸

江南镇和黄盖镇，轻轻地徜徉着。 左边滚滚
长江东流水，右边远望黄盖湖湿地，绿树葱
茏， 碧波荡漾， 翩跹白鹭雪翅溅起水花点
点。 踯躅和谐盛世，恍若身处水廊画舫。

黄盖湖号称湖南第二大湖,紧邻三国赤壁
战场，与长江血脉相连，调蓄内河注入长江的
水。 千里莺啼绿映红，风停下了脚步，多情地
轻抚杨柳堤，流淌着诗意而又大气恢弘。 近探
远眺，一双眼睛睁得溜圆，惊叹连连。

天蓝得可人，水清得叫人心痛。 从大江
大湖升起的风，丝丝缕缕的，慵懒地飘着。
沿江环湖五十米内的房屋都移走了， 腾出
土地让绿草扎了根，花儿安下家。 虫蛙在草
地、花丛里嘶鸣，若是脚步重了，它们便惊
惶失措地跳得远远的。

莲荷正是盛时， 荷叶田田， 争妍连天
碧。 沿途或是村民在劳动，或有闲者游湖观
景、垂钓。 走近一丘稻田，观看村嫂从田中
取虾。 竹篓中虾儿只只个大劲足，举着一双
大钳子向来客示威。村嫂一直挂着笑容。从
她的话匣子里我知道了， 她家以前种田收
入低，伢他爸长年离家打工补贴家用，日子
过得紧巴巴的。 政府教会村民稻田养虾，一

亩能多三四千元收入，若是能吃苦，一年最
少收入七八万。 套种湘莲收入更高，花费的
精力虽多， 却是好项目， 她家打算明年尝
试。 村嫂笑得眯起的眼里，满是憧憬。

翠柳生烟，绿荫中的村居，风格迥异，
或是“青砖黛瓦灰墙，飞檐翘角坡顶”的三
国古韵，或者素墙红瓦的湘北雅典风情，布
局错落有致。 那翠柳，那黛瓦素墙，与水相
偎。 家家户户花儿展蕊放艳，争先向客人展
示着自己的娇容，蓬勃，热烈，直叫人把万
丈红尘都抛了。 陪同的镇干部告诉我们，美
丽乡村建设刚开始时， 蓝图虽美， 发动却
难，村民大多抱着观望的心态，全靠镇村干
部拉郎配。 随着时间的推移，示范屋场干净
了漂亮了。 变化最有说服力，村民们眼里有
了亮光，热情上来了，主动投工投劳。 镇干
部指着村道两旁鲜花环绕的庭院向我们介
绍，村民对生活品质有了讲究，既要庭院干
净舒适，还要花草相伴。 前段时间，村里想
清除村道花丛中的杂草， 村民主动参与进
来， 报酬就是把花丛密集区域的植株散去
一些移植到自家庭院。

整个村子光洁得不染尘埃， 文化休闲
广场亮丽。 屋外太阳太热情，我随意走进宽敞
的图书室里， 看到几位老者在喝茶看书读报。
一位自称退休教师的老者放下报纸，摘下老花
镜，脸上的笑容抑制不住，告诉来访者，他们把

水还给了鱼，把天空让给了鸟，把生态文明传
承给了子孙后代，把舒适闲净留给了自己。

沿途过来，随你走进哪个村子，都会颠
覆你对农村的固有思维。 村落素净古典的
韵味，远远近近散落在田地里劳动的人影，
尽情展示着农村的新貌， 同时显露出深邃
的中国经典水墨意象。 满眼烟霞，沾着水汽
的轻风悄然入怀，像是清醇的老酒，让人微
醺，做梦一样，一生的眷恋和情愫都融进水
乡，走不出来了。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古往今
来，这样的情景，最惹人平生心事，产生愁
绪。 看着老者一脸幸福的样子，我思念起了
父亲，老者应该与我父亲的年龄一般大吧。
隔着一个不惑之年， 父亲是那时的江南公
社负责人。我跟老者说起了父亲。那老者竟
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不松连连说，你是
老书记的伢崽呀！ 他可是大好人啊！

老者告诉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父亲带着他们疏通河渠，排渍防涝，引
水抗旱，改良土壤，种粮种棉花苎麻，带着
他们办企业……那时光好红火， 粮食大丰
收，棉花大增产。 1980年，他们的收入由上
年的80多元猛增到300多元，增产幅度和人
均纯收入是全县的第一。 老者兴奋地说，那
是30年来收成最好的一年。

老者却不知道， 父亲没有真正高兴起

来。 他站在江与湖堤岸的民居前眉头紧蹙。
村道泥泞， 不少民居是用木头绕稻草拼起
的，猪牛与人共居一屋，牲畜粪便随处是。
父亲在思考，下一步该怎样做。 但还没等拿
出个章程来， 一纸调令让父亲从此留下了
念念不忘的遗憾。

思念，清澈又朦胧，远远的……
沿着漫漫时光，从长江岸线转入湖岸，

走上三国古道。 这片美丽富庶的土地，历史
古老悠久。 1800年前，三国东吴将军黄盖在
黄盖湖操练水军，赤壁火烧曹军。 战火熄灭
后，孙权论功行赏，把湖赐给黄盖。 黄盖的
子孙后代在这里开垦，耕耘繁衍，虽灾难重
重，却怀着诗意般的梦想不屈不挠，前赴后
继，守护着家园。 细细探究黄盖镇街口的黄
盖塑像，那个戎装古人，硕大的眼睛直瞪前
方，那表情是深沉的，一定是在憧憬家园未
来美妙的景象。 我们的祖辈们，能想象得到
家园今天的美丽么？

夏风吹过来，大湖波涌浩荡，映着长天碧
色。 我仰视着这位古人厚厚的嘴唇紧紧闭着，
缄言，却不屈不挠，是泱泱大气之象，撩动人
的心性，教你生出意气风发的豪气来。

漫天鸟儿归巢，斜阳泼洒下水墨丹青，
一天的行程将结束。 忽然，我感觉脚下的路
古老深邃，恰似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牵引着
一个五彩斑斓的梦。

游宇明

一个人不难做到平视别人。 别人比你
有权有钱有名，你可以不趋奉，毕竟趋奉会
损及人格，降低社会对自己的评价，何况，
别人的“牛皮”也未必惠及你。 别人活得不
如你，你也可以不看轻，行走于尘世，有人
比自己强，有人比自己弱，实在太正常了，
轻视他人有时难免辱及自身。

世间真正难的是平视自己。 所谓平视
自己，就是对自己作出精准的分析，既不自
命不凡，也不自轻自贱。

长篇小说《白鹿原》曾经获得第四届茅
盾文学奖，发行数百万册，这使得本来就具
有相当知名度的陈忠实进一步成了“大热
门”，一时之间找他作序、题书名、主持的人
立即多了起来。 只要时间允许，陈忠实都会
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而且做得一点也不
勉强。 2002年，陕西作家朱鸿的一部历史随
笔集举行作品研讨会， 时任省作协主席的
陈忠实答应主持。 讨论会举行前的几天，朱

鸿接到陈忠实电话，说自己在广州，不能按
时回西安，可能参加不成研讨会了。 自己打
了电话还不放心， 又让省作协创研部主任
邢小利代为转达。 举行作品研讨会的前一
天晚上，陈忠实打电话给邢小利，花了一个
小时口述了一篇发言稿， 让其第二天代为
宣读。 当时朱鸿正在邢小利家，与之商量第
二天的研讨会流程，无意中听到电话，非常
感动。

陈忠实不自傲，却也不自卑。《白鹿原》
火爆之后， 热爱他的人希望他写出第二部
同样有如此影响的作品， 某个有点权势的
人还自我感觉良好地指点他深入生活，陈
忠实回了句：“你懂个锤子。 ”让其闹了个大
红脸。

平视自己，要的是智慧。 有人总喜欢将
一个人的自傲、 自卑笼统地归入操守的范
畴，其实并不准确。 一个人自傲，未必就是
虚张声势和故意作假，许多时候，他是真的
认为自己万紫千红。 如果其视野足够开阔，
对世事看得通透，他一定是低调的。 还拿陈

忠实说事吧。 他的不自傲，固然有其天性谦
虚的成分， 但也与他懂得艺无止境这个道
理有关。 换句话说， 决定他的这个态度的，
主要不是品德，而是格局。

一个人自卑， 也不一定是主观上想谦
逊，而是不懂得发现自己的长处，不明白这
些长处也可能帮助自己抵达某些高度。 假
如我们懂得自己的优势所在， 就不会轻易
流露出自卑的情绪。 陈忠实在个别位尊者
自以为是的指点面前表现出风骨， 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他相信自己比少数官员更明
白什么是文学， 更清楚好作品是怎样诞生
的。

平视自己有利于人与人的和谐。 人绝
非孤岛，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
事都可能对别人发生影响。 你不自傲，别人
更能感受到你的温情， 他们在生活中就会
少些风雨泥泞；你不自卑，可以给那些条件
不好的人树立样板， 使他们知道如何保持
做人的尊严， 客观上也为这个社会催生钙
质。 当大家都变得正常， 既不狂妄又有自
尊，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态就会阳光灿烂，我
们的性情也才有飘逸挥洒的空间。

毕竟， 每个人都是为了快乐与幸福才
来到这个世界的。

印象中的
父亲

水留香

春天里的父亲
是一把锄头
翻挖着冬眠过的土地
播下了种子和希望

夏季里的父亲
是一把镰刀
除着田间的杂草
维护着庄稼的生机盎盎

秋天里的父亲
是一根扁担
挑着年成的丰收
那是来年的口粮

冬天里的父亲
是一田的白菜
用稻草扎得紧紧
蕴藏着过年的肉香

小学时的父亲
是我入学的新书包
挂满墙上的奖状
寄托着光宗耀祖的梦想

中学时的父亲
是土烟腾起的惆怅
开学的学费
成了他心头的彷徨

高考后的父亲
是三百六十斤稻谷
为了我那一纸户口
贡献了家里一季的口粮

大学时的父亲
是一张张汇票
那是我求学的生活费
更是全家省吃俭用的厚望

晚年的父亲
是戒烟的毅力
病痛的折磨
铸就了父亲的伟大与坚强

现在的父亲
是天堂的念想
他一定在佑护着
儿子的诗和远方

吴抄金

地方上人都说：父亲的石匠手艺
那是一绝。

父亲打磨出来的石头，是主要用
来给别人起房子打地基的。 石头连接
处就是不放粘泥，竟也看不见一丝儿
缝隙，这让主家惊喜不已。

父亲的手艺真有这么好？
记得那年农闲时的一天，我好奇

地跟随父亲去山间取石。 父亲寻出木
篮，装上行头：根錾、扁錾、钢钎、木角
尺、墨斗、线垂、石锤，约上石匠伙计一
同向山里进发。 茶枯山体石质细密，
温润不湿。 待到取石处， 父亲与同行
师傅取出墨斗标记好长、宽，然后沿
周长开始用根錾敲出四条深坑。 打錾
时需要一手持锤，一手握錾，父亲与其
他师傅调整锤嵌与錾的角度，便抡起
锤头敲打了起来。 顿时，锤錾交错、石
屑飞溅、 火星直拱。 锤錾与石“当—
当—当”的碰撞声，还有大伙用力时
“嘿—嘿—嘿” 的声音在山间激荡，且
不断地撞击着儿时的我内心柔软的
部分， 成为童年里挥之不去的印记。
父亲将外围宽的一向开凿平整，把十

来根根錾顺底平放， 再用锤头依次敲
打根錾，直至稳妥嵌入。 便与同伴，手
握根錾一声大吼，此刻，一块完整的条
石便生生地被分割出来。

父亲对抬回来的条石毛坯还有
精细化的打磨： 他会用扁錾把高凸处
和四周修平， 接着用根錾开凿出一字
形斜条状纹理。条石的方正美观，待自
己满意后方交给主家使用。

据老班子讲： 这地方上下十几里
修筑河堤和建造房屋地基的条石，大
都是父亲和他的石匠伙计一下一下
凿出来的呢。

父亲打石头眼疾手快， 角度与力
度拿捏到位， 他的行头家伙也始终保
持着幽冷的青芒。 他每隔三五天就要
生炉、拉风箱，将用钝了的工具重新锤
打、淬火。 父亲的工具好，效率自然优
于同行。若遇上坚硬劲韧的白砂岩，那
就得花上两倍于条石的工夫。

主家建新房子的时候， 是父亲最
为风光的时刻。 主家依老规矩沐浴更
衣，请神择日，待起手日子选定，便会
恭恭敬敬地到三大师傅家里去“请师
镇煞”，以佑家族世代吉昌。 待起手那
天动工，父亲与木匠、砖匠分持木马、

高凳、雄鸡，口中念念有词“天煞归天
去……”， 按金木水火土五行走位，宰
杀雄鸡。然后木匠率先扶起大门，石匠
从大门两边依次扶起地基条石， 砖匠
黏合连接缝隙，并在条石上砌上砖块，
这就意味着新造“大厦”的正式开始。
中午主家会按品字形摆桌，奉上“起手
宴”，木匠、砖匠与石匠分坐三桌主位，
尽享主家敬酒、盛饭、起手红包、送洗
脸水等荣耀……

父亲打石头年岁久了，日晒雨淋，
那双手就如同被酱油浸泡过了似的，
呈古铜色。 他有一个用光辉牌洗衣粉
袋作的“钱包”，储存着他做石匠手艺
的血汗。运气好一天能够存进五毛钱，
有时一天能够存入几十元钱。 在上世
纪80年代初，他用辛苦的积攒盖起了
村上的第一栋三大间红砖屋。

父亲常对我念叨： 一木二泥三石
匠， 你长大后也要学上这门养家糊口
的手艺。

如今，父亲显然老了，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乡下石匠活儿也渐渐远去，无
论城乡，起屋、筑坝用的几乎都是钢筋
混凝土灌注的地脚梁。好些年过去，我
总见到父亲常常独自幽幽地叹着气，
不知他是在怀念过往的石匠生涯，还
是在感叹我这个儿子没能传承他的
绝活呢？

汉诗新韵 绘在乡村的中国美

管见集

石匠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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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视自己 湖南诗书作品
选登

周文彰

参观湖南第一师范
博物馆有感

国家命运绕心田，
谁主沉浮问地天。
志远方知湘水短，
情高胜过众山巅。

橘子洲头毛主席塑像
重返当年橘子洲，
迎风屹立望江流。
贫穷战乱无踪影，
地覆天翻壮志酬。

杨开慧手迹
思念担忧恐惧心，
向谁诉说释幽襟？
悲情作墨行行泪，
墙缝深藏候鹊音。

岳麓书院
涓涓学脉越千年，
众派融合汇盛筵。
湘水余波东去远，
濂溪滋养水之渊。

衡阳
中南重镇跨湘江，
商业名城一百强。
翠绿终年衡岳美，
殷红通体印章方。
蔡伦竹海藏侯纸，
石鼓书香育栋梁。
威武凝眸元帅喜，
故乡振翅正飞翔。

（作者系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协
会副主席）

袁杰

对于荷花，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感到陌
生，古今文人常以诗文表达对荷花品质的赞
美，如曹植的《芙蓉赋》、周敦颐的《爱莲说》、
杨万里的《小池》等，荷花也是文人墨客画家
喜爱的题材之一。前天在县纪委扶贫点桂花
村的百亩荷花池，又见荷花，感受它独有的
廉洁品格。从小喜爱画画的我画了一幅满池
盛开廉洁花的国画，受到众人的抬爱。 文人
戴佳先生为我的画作了一首小诗： 荷花盛
开，莲蓬满筐，美女一枚，清风气爽。

荷花亭亭玉立的形象那么美， 那么矫
健，使任何人都不敢“亵玩焉”。 荷花姿态各
不相同，雨天有雨天的美,晴天有晴天的艳。
此次雅集欣赏荷花优美姿态、感受出污泥而
不染的风骨，别有风味。

自古以来， 画荷花、 写荷花的作品很多，
《爱莲说》是经典名篇。 自古人们都喜欢赏花，
且每个季节都有独具代表性的花，每种花都有
着不同的气质，好像是大自然的有意安排。

梅花常和雪联系在一起，菊花常与霜联
系在一起，荷花则常同雨联系在一起。 荷花
是夏天的花卉，但即使到了秋天，所有的植
物都枯萎了,�荷花的枝干却仍是挺立着的，
让人不由对荷花的顽强生命力产生敬意，由
此联想到我们自身该如何学习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