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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姣素

邦哥姓刘，名克邦。克己的“克”，安邦的“邦”。邦哥喜
好文字，文有文意，人有人味。大家都喊他“邦哥”。

在一次文友小聚上，我称呼他“刘会长”。没成想，他脸
色就下来了，说：“大家都喊邦哥，你喊会长，听着就觉得刺
耳。这里没有领导，没有会长，都是文学朋友，就是兄弟姊
妹，喊邦哥。”我虽诚恐诚惶，但还是喊了。

没想到，“邦哥”这个称呼早就成了他的代名词，无论
男女老少，各种场合都能听到。有人说，邦哥还有一个粉丝
群，几百上千号人呢，都是他的崇拜者，叫做邦粉群。我不在
群里，自然不晓得那里面的热闹。而邦哥对文学的情有独
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仅自己笔耕不辍，执着守望，更重
要的是成立了省散文学会，集结一群文学湘军再次出发。

为了把学会办得更为出彩，他绞尽脑汁，操碎了心。学会的
大小事务他都亲力亲为，每次会刊出刊、年选出版的时候，就是
邦哥最忙的时候。每每挑灯夜读，把关过审，润饰修正，到凌晨
还没有休息。第二天一早，大家都会看到他在编辑群的留言，里
面的图片都是他晚上批改的稿件内容，一看时间，不是半夜就
是凌晨几点了。这股认真、倔强的劲头，不佩服都不行。

每次毛院办班，邦哥都会尽心尽力，举贤荐能，多方协
调，为会员争取机会。在学习期间，他必会邀请会员雅集，
热闹热闹。在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那墨香，那笑语，那
冒着热气的清茶……无不弥漫着文学的气息。

邦哥酒量不大，却很性情，每次与会员聚会都会喝高
一点，起身去给到场的每个会员敬酒。酒到兴致处，必讲他
的田螺姑娘的故事，让大家开心，尽兴，心里充满了温暖。
每次聚会都是邦哥自己买单，坚决不肯到学会报销。他说，

“学会的经费困难，来之不易，一分一厘都得用在刀刃上。
我是学会的家长，就得为会员服务，他们平时难得出来，各
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事情要忙，有的会员加入几年了，都
还没有见过面呢，我应该请他们的客。”每次听到他这样的
话语，心里就涌动着感动。

我在散文学会多年，深知许多日常工作的琐碎，许多
不起眼的事情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要样样工序到场。有
些事情做一次容易，难的是一如既往呀！

邦哥是可敬的邦哥，邦哥是内心强大的邦哥。
记得那年深秋，邦哥突然给我发了个微信留言，告诉

我，他要去国外旅游半个月，散文学会的工作暂不要请示
他。十多天后，我去办公室拿本杂志，无意间看到一张检查
单，上面写着邦哥的名字，是张需要手术的诊断单，时间正
是邦哥给我留言的前两天。我一惊，马上给他电话，才晓得
邦哥是真做了手术，正躺在医院呢。他说各有各的事儿，不
想惊动大家，嘱咐我一定保密，不要说他做了手术的事。那
一刻，我的眼泪就涌上来了，要知道，在他住院的前两天，
他还在办公室里坚持批阅文件，审稿会刊。我见他消瘦了
不少，脸色也不好，还问他是不是工作太劳累了，没有休息
好。他说没事，可能是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以后得在家里吃
饭了。不想，邦哥却默默忍受着身体的病痛坚持工作，谁也
不知道他要过这样一道坎。

秋意更浓的时候，天空愈加碧蓝，江水肯定也消瘦下去
了。院子里的金桂香气经风一送，远远地就能嗅到。而此刻，
金桂的馥郁也变得忧郁与隐约起来了。人生在世，总有不顺
人意，或病痛，或磨难。在我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邦哥毫不
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和恩人。在他
经受病痛磨难的时候，我竟没有去看望他，一直心怀愧疚。

而邦哥的仁爱是无时不在的。有个会员患了重病，发
起了“轻松筹”，邦哥几次暗地接济他，谁也不知道。
像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邦哥从来只做不说，默默
地，悄悄地，听不到半点声响。

仍记得，省散文学会举行“湘江散文奖”终评的
时候，红孩老师要我们陪他去岳麓书院看看，也领略
一下湖湘文化。那日秋风送爽，天气晴好。路上，红孩
老师说，“自古以来，湖南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散文学
会的成立可以很好地承继和推广湖湘文化，我觉得

不仅是沿袭，更是要深挖。”邦哥听了，沉吟良久。在邦哥和
梁瑞郴会长的齐心合力下，散文学会使湘资沅澧的散文创
作力量交汇一处，奠定了湖南散文的发展基础，实现了大
家的夙愿，有了一个温暖的文学之家。首届“湘江散文奖”
的起航是个好的开端，红孩老师的话一语中的。可谁能想
到学会能有今天的收获，要当好这个“家”是多么不易！

说话间，我们已经进到岳麓书院里面，穿过几间厅堂，
里面古树参天，古迹沉静，红孩老师由衷一叹：“果然百闻不
如一见，是千年学府的样子，气韵犹在！嘿，还能感受到先生
用戒尺打手板心的那种气氛，让人敬畏。”语音刚落，便神情
肃穆，不再说话，走路都轻轻巧巧的，好似里面真的有先生
正在上课。于是，我们的脚步都放得很轻，很慢，生怕惊扰了
这里沉睡了千年的灵魂。出了门槛，我们在岳麓书院的前面
合了影。时光在那一刻凝聚，我们的身影定格在了时间的快
门里，千年学府的匾额在阳光下闪耀着岁月的荧光。

我们又去了橘子洲头。红孩老师显然有些累了，他说
在北京时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没想到在湖南居然一
口气走了这么远，真的是文学的力量呀。

我知道邦哥做了手术不久，怕他身体吃不消，便要帮
他拿随行的物品。没想到，他生气地说，“你一个女同志，难
道力气还比我大？”我说，“好手难提四两，您已经拿了这么
久了，换下手吧。”他没理会我，快步走到前面去了。唉，真
的是个倔强的邦哥。我拗不过他，只得跟在后面。心里想
着，也许就是他这种典型的湖湘文化特征和个性，才有了
现在的湖南散文的样子吧。

眼前湘江北去，白浪翻滚，邦哥陷入了沉思。他眉头紧
皱，目光坚定，也许心里又加持了更大的使命。我想，无论岁月，
无论风雨，湖南散文一定会是秋风万里的那支“出水芙蓉”。

因为一条河，因为一群人，因为潇湘有意，文学不老。

张逸云

父亲回老家清水河的想法，从一开
始就没有改变。上个月初，一场大病，把
这位93岁高龄抗战老兵的生命，推到了
死亡边缘。夜半时分，他奇迹般挺过来
了，声音微弱说：“老四，送我回去，就是
死，我都要死在清水河边！”

面对老父亲乞求的目光，我答应待
他病愈，一块回清水河畔走走。

炽烈的阳光透过车窗玻璃，落到父
亲那张散落老年斑的脸上。老人两手握
住拐杖，双目微闭，上下唇合在一起，仿
佛一尊默然无声的雕塑。

小车刚过一座石拱桥，父亲仿佛感
应到什么，立刻睁开眼睛，抬起手朝前
指指。这条紧挨清水河的小道，印记着
他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1944年秋天，父亲同村里十多个小
伙子瞒过父母，从这儿出发，找到一支
抗日队伍，在临湘桃林一带，打游击，痛
击日寇。

天气转凉，秋风带着寒意，掠过枯
萎的草尖，发出呼呼的叫声。父亲他们
尖刀班忍饥挨饿，一动不动埋伏在山道
边。

鬼子先头部队逶迤而行，200 米，
100米，50米……

哒哒哒……
机关枪炒豆子的声音震颤山野，5

名鬼子应声倒地。父亲率先冲出战壕，
缴获鬼子枪支弹药。次年春上，父亲的
队伍穿过清水河，奔袭岳阳西塘，化妆
成民夫混入鬼子炮楼，全歼顽敌 12 名，
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烧毁炮楼。一名战
友在激烈的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

一阵和风扑面而来，父亲抬起衣
袖，擦擦褶皱的眼角。

25年前，我们兄弟强行卖掉老家清
水河畔几间瓦屋，将年迈多病的父母接
到城里照顾。没料想，这个孝心之举，竟
令父亲陷入深深的惶恐和痛苦。

天刚蒙蒙亮，阴雨绵绵，父亲眼圈
通红地绕着房屋四周转圈，怎么都劝不
住。搬家的车子行进到清水河岸，父亲
猛喝一声“停车”，扶着体弱多病的母
亲，手牵手默默站立，浑浊的目光，落在
水光飘忽的河面。

父母到了城里，笑容少了许多。周
末全家人聚会，父亲酒杯一端，话匣子
就打开了，三句两句不离清水河。母亲
告诉我，听不到清水河的水流声，父亲
夜里总睡不安稳。即便睡着了，叽里咕
噜说梦话，叫嚷着要回老家去。

清水河是长江中游南岸一条小河，
位于水网交织的岳阳市云溪区，发源于
幕阜山余脉。犬牙交错的群峰横空而
立，山岭之间云雾缥缈，无数的泉眼，喷
射出水流，同山里露珠融为一体，千回
百转而下，汇流成清澈明亮的小溪。

当年，父亲步行 20 多里山路，同几
千青壮劳力开山劈岭，垒土为坝，形成
碧水长空一色，鱼鸟相伴相依，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一方天池。工友们顺流而
下，疏浚河道，夯实河床，清水河穿越崇
山峻岭，归入长江。

那个时候，施工条件极其艰苦，基
本靠人拉肩扛，难免发生意外。每当提
起死难的工友，父亲禁不住潸然泪下。

清水河水量丰沛，物产丰富，沿途
几个村落上万亩田地灌溉及村民们饮
用水，依托这条河流。这些年，父亲的心
思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清水河，一段时
间，沿岸过度开发，造成河道淤塞，水患
成灾。父亲变得焦躁不安，央求我们送
他回老家看看。老家人带话过来，说一
位老板在河边租了几十亩地，搞大规模
生猪养殖，生猪排泄物直接排入清水
河，造成污水横流，蚊虫肆虐，臭气熏
天，两岸住户，轻易不敢开门开窗，有的
干脆搬离祖祖辈辈的居住之地。父亲说
什么坐不住了，独自租车赶回老家，举
起拐杖，指着生猪养殖老板，命他赶紧
搬迁猪场。

不久，他从我们子女给的生活费用
中“抠出”一些，在人口集中居住地打了
一口水井，解决村民饮用水燃眉之急。

痛定思痛，云溪人以壮士断腕的气
势与豪迈，亮出护河、筑堤、美村的招
数。猪场迁移，河岸整修复绿，水质复
清，逐步形成了鱼类繁衍、栖息的生物
链。2020 年 5 月 27 日，一条新闻抢注

“掌上云溪”头条：有人在小菜园旁的水
沟，发现与 3 亿年前的恐龙同一时代的

“活化石”娃娃鱼。
父亲搞不清娃娃鱼什么来头，看见

河里游弋嬉戏的水鸟，苍老的脸上爬满
了笑意。

太阳迎面照来，父亲瘦弱的身影，
倒映在清亮的水里。他高兴得像个孩
子，看着绿色葱茏的禾苗和油光水亮的
菜地，呵呵地笑。动情地对我说：“这条
河是不大，可千万别小瞧了。”

我连连点头，默默地看着清澈的河
水卷着浪花奔流而去。

脱贫礼赞
2020 年 10 月底，湖南省岳麓诗社、潇湘齐白

石艺术研究院部分艺术家一行赴革命老区华容
县东山镇采风，用诗词赞美东山镇在扶贫攻坚、
全面小康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

赵焱森

东山颂
东山红色地，风物五湖骄。
古塔立高渚，长河涌大潮。
稻粱仓廪实，瓜果眼花缭。
天意如人愿，年年颂富饶。

全面脱贫胜利之歌
北绕江河万里长，华容古道几重冈。
桃花百岭霞光涌，梦泽千秋云水茫。
工贸兴农开富路，人文载史列诗廊。
东山今日春如海，一座新轮正远航。

李定坤

脱贫感吟
碧水无垠秋正肥，东山处处竞芳菲。
扶贫精准人人赞，党有良谋镌口碑。

彭志远

东山吟
霜红枫叶树，风白洞庭波。
菊梦含烟柳，秋声带雨荷。
水边清影好，松下笑容多。
强劝陶家酒，高吟大德歌。

关波涛

采风随笔
正是东山稻谷黄，田畴无处不繁忙。
乡亲微信频相贺，点赞脱贫奔小康。

游克卿

题云梦塔
塔耸云霄，迎创业英雄，上天揽月；
窗开梦境，看攻坚志士，下海擒龙。

马如刚

临江仙·赞东山扶贫
决胜攻坚路上，倾情群众筹谋。果蔬种养满

山丘。村民勤奋力，干部舞龙头。
致富康庄迈步，穷根拔掉当讴。东山美景尽

盈眸。村村呈异彩，户户小洋楼。

乐乐呵呵

走进书堂山，不是为了探幽山的高大和挺
拔，而是依着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的险劲，寻找
书堂山翰墨飘香的味道。喜欢书堂山的雅，一听
就知道有文脉有故事。据史料记载，书堂山源自
山上书堂寺，而书堂寺是欧阳询祖上修建的一座
寺庙，如今寺庙已不见踪影，但书堂山名字一直
沿袭至今。

书堂山坐落在湘江之畔望城铜官，在错乱层
叠的丘陵山地中，很难理清山的脉象从何而来。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样一座不太起眼的山,
只要你一踏入它的腹地，就会有一种掉入绿水青
山怀抱的隐逸。由于山体不大，主峰很是抢眼,两
侧有稍向外延展的山足远远看去就像一张官椅，
聚气又显阔。

或许是这里的山水真有灵气，欧阳询祖上看
中了这方风水宝地，从公元 301年欧阳世族迁居
书堂山，到欧阳询的爷爷欧阳頠建镇南将军府，
再到欧阳询父子在此研墨习字，一扎根就是 300
多年。其间，从欧阳询祖上欧阳生起，连续 8代都
出了当朝博士，可见当时欧阳家族已是书香世
家。虽然欧阳家族在此居住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也没在山脚留下欧阳后裔。然而光凭欧阳询与唐
高祖李渊的交情和题“开元通宝”四字铸币为钱，
以及承魏晋之书风，开唐楷三十六法之先河的江
湖地位，书堂山的文气和才情当然不输其它名山
大川了。

在书堂山上读书、挥毫16年后，欧阳询、欧阳
通父子先后告别书堂山，离开古潭州，一个去弘
文馆当了大学士，一个去朝廷当了中书舍人。从
此留下一个书堂八景让人浮想联翩。在接下的
1400多年时间里，书堂山又留下了什么传奇，史
书上鲜有记载，加之古时书堂山交通闭塞，山路
崎岖，除了山里原住民在此世代栖居外，很少有
外来脚步，偶尔有路过的名人雅士来此驻驻脚，
也只是留下一点小诗篇，沿着欧阳询名号来凭吊
下古人而已。

记得第一次去书堂山，我便在山脚十字街
口踩了一脚泥，坑洼泥沙路，破旧老房子分明
就是一副寒碜书生相，书堂八景也基本躲在草
丛中，由于行走的人太少，只能倚杖探路，且出
了几身满汗才上得了山。从山顶往四周眺望，
西面湘江如玉带连襟而过，麻潭山相邻对坐，
而远处岳麓山、九峰山、黑麋峰、祥云山黛色如
烟，相拥相簇。

郑板桥曾作咏书堂山诗“麻潭长耸翠，石案
永摊书；双枫今夹道，桧柏古连株；稻香泉水涌，
洗笔有泉池；书堂称故址，太子号围圩。”巧妙的
将书堂八景嵌入了其中。如今书堂八景，大多淹
没在岁月尘封中，留下的已然不多。

书堂八景基本处在主峰中轴线两侧，山脚入
口处是欧阳八景之一欧阳阁峙，和读书台址一
样，是2011年恢复的两个景点。欧阳阁峙居八景

之首，阁楼翘首飞檐，巍然而立，乍一瞅去，和阁
中竖立的欧阳询雕像一样官帽长衫，文气袭人。
欧阳阁三字浑厚端庄，匾额为李铎所书，廊柱上
挂着刘洪彪草书楹联，“玉座息欧阳万卷书香传
宇宙，名山藏太子千秋堂构镇乾坤”，对句工整气
派。循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右侧
的山塘茅亭，旁边竖着唐代欧阳询楷书石碑，碑
上刻着“稻香泉涌”四个字，字体内掖险劲，纯正
欧字风骨，碑是杨福音先生于 2012 年捐赠过来
的。杨先生是当代书画名家，稻香泉碑是 20多年
前他在书堂寻古时意外发现，当时还随口赋联一
对“稻香泉有碑作证，书堂山无路可通”。今日稻
香泉碑再立书堂山，也算是造化自然，物归原主
了。再往上走，便来到洗笔泉，洗笔泉处中轴中
央，石碑上的三个字，在 1400 多年岁月的冲刷
下，斑驳剥落得瘦骨淡逸，清净安然。最上面太子
围圩是传说中欧阳询墓葬，史书上有记载，却无
实物考究。然而从欧阳询一代楷圣名头来看，选
择魂归书堂当然符合一个文化人世俗情理。在八
景中，现在难以寻找到双枫夹道、桧柏连株和玉
案摊书三个景点，应该是书堂山的久远已经把他
们刻到了岁月最深处。

“唐风野趣书韵”是我第一次来书堂山，对书
堂山留下的意象。或许是书堂山沉寂得太过久
远，辜负了一代楷圣名号，或许是城市脚步来得
太快，书堂山闻到十里外热闹喧腾气息，迫不及
待中，书堂山便和外界搭上话，而书堂山深厚的
文化尘封，稍经拂尘洗面，便傍着欧阳询臂膀抖
落出了一身唐风书韵味。

书堂山文脉再现没有花太多银两，但花的心
思却是凝聚了太多文化人智慧和心血，记得时任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携欧阳后裔多次来寻根问
祖，出钱又出力，当代书法大家欧阳中石欣闻祖
上山门重塑，分文未取为“书堂山欧阳询文化园”
题词，省政协原副主席谭仲池更是亲自带队去北
京寻求中国文联支持，让书堂山一时诗文鼎盛，
名流云集，翰墨扬情。

如今山脚的十字街口不再冷清，房屋也不再
破旧，麻石铺就的小街店铺林立，陶乐坊、书画
院、银艺店还有各类艺术培训场所，充盈着一股
书卷气。街心最引人注目的是书香门前呈八字形
滚立的欧阳询手书的“开元通宝”铜塑，既隐喻着
所写字体为欧体八分书，又把欧阳家族书香宅第
的意蕴勾出了传神的一笔。在书香门外还有三张
门，分别是东门忠勇门，西门尚孝门，南门书卷
门，讲述的都是儒家经典，蕴含的尽是文脉相承。

闲着的时候，总喜欢去书堂山习习字，散散
步，清洗一下繁忙时内心留下的尘埃。回味一下
儿时学欧楷时，不知欧阳询就出自家乡书堂山的
那份懵懂，期盼用自己对先人的虔诚沾染一点书
堂山的文气，也希望在见微知著处，倾听一下书
堂山的新呼唤，避免在热闹喧哗的世界里，一不
小心，破坏了书堂山的清幽宁静。从而，辜负了一
代楷圣，一方山水。

人人
新新

父
亲
的
河
流

湘水深流，文学不老

将军吟（歌词）

邹树德

将军昂首东南望
鼓角争鸣思疆场
铁血丹心报国志
漫卷风云史书黄
狼烟息，楚勇披波踏长江
江山定，千古功名丹霞壮

鲸鱼闹海云冲浪
蜡烛高擎楚天朗
崀笏朝天映碧水
一江诗画夷水长
天地幽，神州独步天一巷
苍山远，骆驼奇峰美名扬

竹唤松涛祥云飞
溪过仙桥轻轻淌
大美崀山豪情醉
景赛桂林诗意狂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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