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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勇

我总是记心不太好。或许是启蒙时不喜
欢背诗词的缘故，也或许是学生时代太贪玩
的缘故，读过的东西很容易忘，老记不住。特
别是记人名，最让我头痛。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东遨先生便是个
例证。十多年前，我也只是随意地翻看一本
诗刊，读了东遨先生的几首诗后，这个名字
我便牢牢记住了，再也没有忘记过。那时我
还并不认识东遨先生，也深憾没有认识的机
会。可巧的是几年前，东遨先生被聘任为湖
南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这是文化界一个很
高的终身荣誉，而我恰巧在文史研究馆工
作，因此便有了结交先生的机会。欣喜之余，
我更觉得和东遨先生的确是有些缘分的了。

东遨先生姓熊，别署忆雪堂，湖南宁乡人，
中等身材，说话略带一点乡音，是看上去很普
通、很平凡的那种人。除了觉得他的精神和气
质比起同龄人要显得年轻和儒雅一些，声音比
同龄人略显洪亮和清脆些之外，东遨先生并没
有太多能引人注意和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当
然，和先生在一起，而又不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不能引起你的注意，是有前提的——要么是你
不懂诗，要么是你不和先生谈诗。

东遨先生于诗词一道，是我认识的人中
少有的身怀童子功的。

一次朋友们谈诗，正好说到诗中的一个
典故，我印象中此典故出自《诗经》，只是我
的记性是一个大毛病，结巴了半天也说不出
来。先生便笑着接道：“对，的确出自《诗
经》。”接着侃侃而谈，像是信手拈来地引出
了诗经中典故的全文。我羡慕不已，说：“先
生的记性真好！”先生笑道：“《诗经》《楚辞》
都是我启蒙时就背熟了的。”我问：“这么多
年了都没忘？”先生又笑：“童子功嘛，哪那么
容易忘，只是现在快七十了，个别地方记忆
有些模糊了。年轻的时候，不敢说倒背如流，
信手拈来倒真不是什么问题。”

我知道，先生于唐诗宋词也是烂熟于

胸，怕也是有童子功的。有次席间兴起，有人
提议玩“飞花令”。我于诗词之道本来就知之
甚少，又是过目就忘，几轮下来，我便开始冒
汗，绞尽脑汁而不得。东遨先生坐在我边上
有些着急，顺口接道：“梨花院落溶溶月、飞
花寂寂燕双双、飞花檐卜旃檀香、飞花乱下
珊瑚枝、飞花藉藉迷行路。这不都是现成的
吗？呵呵，看来智勇兄真的要补补课了。”我
只好尴尬一笑，于是便也知道了：启蒙时背

《诗经》《楚辞》，读唐诗、宋词，和启蒙时心不
在焉的贪玩，逮蚂蚱、逗蛐蛐，内涵和修养的
区别的确是很大的！

东遨先生有几副自制的精美酒令，每副
五十签，装在竹筒里，签上刻着古今贤人的
诗句和令解。或是“穿花蛱蝶深深见，令解：

满座男性饮尽”；或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令
解：家室添男丁者饮”；又或是“寻声暗问弹
者谁，令解：生肖属牛作迟疑状者饮”等等。
诗句和令解是有深意关联的，细细思之趣
意斐然，但道行浅了悟不透的人也是有的。

我与东遨先生相识几年，除工作联系，
平日里则属于“亦师亦友”之交。“亦师亦友”
是先生的提议，我分析原因有二：一是我与
一些馆员诗联家们相交甚厚，有时也兄弟相
称，叫得亲热。二来近年我与先生忆雪堂门
下弟子多人亦相交甚厚，也已经到了称兄道
弟的地步，而先生的忆雪堂是师道尊严的，
故而“亦师亦友”一经提出，便让我能在各种
场合，同各种辈分的诗友们交往中，游刃有
余而不亦乐乎了。由此也可看出东遨先生性
情之洒脱和心思之缜密。

得益于“亦师亦友”之交，我便时常着弄
些拙作请先生指点，先生必认真修改，大刀
阔斧，不留情面，很让我受益。

多年来，我对先生于诗词之道对弟子的
严谨和对自身境界的要求深有体会。于先生
弟子而言，死记硬背而不能融会贯通、生搬硬
套的附庸风雅、没有真情投入的无病呻吟、为
作而作的应付差事，都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
想以诗词为进身之资、炫耀之本，收获名利，
先生则更加不可容忍。先生眼中的境界和诗
词之道，当是先厚学识，再正德行，再养性情，
有真性情之后方可有诗情，融会贯通才能有
好诗。这些准则是先生时常要求自己，而又时
常对我这个“亦师亦友”之交所嘱咐交待的。

我于诗词联赋大约仍处于入门水平，只
算略知皮毛，但得益于与省政府馆员诗联家
们的交往和学习，对于诗人的品质我还是能
认得清楚的。在我的眼中，诗人分为两种：一
种是世俗的诗人，另一种，则是纯粹的诗人。

东遨先生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稻 穗
胡小平

午后，秋阳洒落在山岭上田垄间，已不再
那么炙热，不再那么硬实，只是温温的、柔柔
的，让人在清爽的凉风里感到透心的舒适。

车子上了个陡坡，拐过山嘴，在三岔路口
停了下来。站在路边，驻村帮扶队员老邹边指
点边说，为修这路，帮扶队可是没少想办法，没
少费心思，只能顺着山势盘旋而上，可不容易
了。我边听他说着，边把目光投向了路下边的
田垄。

田垄的稻子大多已经收割，只留下高高低
低、深深浅浅的，或黄里带青或灰里透黄的禾
蔸，还有东一堆西一捆散落在田间的稻草。收
割得早的禾蔸上已参差地长出了嫩绿的禾叶。
只有三四丘田还一片青绿，点缀着田垄。老邹
说那原是秧田，莳得晚些，才刚抽穗呢。

轻风吹过，捎来稻花的清香。我走进田垄，
蹲在田埂上，揽过一支稻穗，吮吸着花香，分明
听到了稻子的呼吸和心跳。

“胡干部同志，你又来了呀！”
背后传来一个有点熟悉又有点苍老和沙

哑的声音，我扭头一看，果然是刘大娘。她看着
我，边扬着手边走了过来。我赶忙下了田埂，边
迎上前去，边问她在这田垄里干什么。她拍了
拍斜挎在一侧的竹篓，说捡禾线呀。她以为我
没听懂，将手上的稻穗亮了亮，又拉过竹篓让
我往里边看。我说知道，捡禾线就是拾稻穗，小
时候我也捡过的。她偏着头，打量着我，似乎有
点不相信。我说那时大人在前边割禾打禾，我
和小伙伴们就在后边地上捡禾线，或是到稻草
堆里去找，一天下来也能捡三两斤稻谷。我边
说边往前走，边走边找着禾线。她跟上来说现
在大多是机子收割的，田角落田边边是最好捡
禾线的地方。我将捡起的稻穗递给她。她接过
稻穗指指我，掩口一笑，说看样子我还真是捡
过禾线的。

捡了一会，我问她一块走不。她说不了，坐
车晕，享不了那福，又看看天色，说还早得很，
篓子也还没满，得再捡一会，反正回去也是闲
着。我上了田埂。她跟我摆摆手，说回来时去她
家吃饭，边往前去了。

一头悠闲地甩着尾巴的大黄牛卷食着禾
蔸上长出来的禾叶，抬头看着我，一声长“哞”。
牛一“哞”，小溪边的一群鸭子“嘎嘎嘎”地欢叫
起来，一同热闹了田垄。

夕阳里，刘大娘蹲在水泥地坪上，一只手
翻弄着稻穗，一只手用木杵捶打着。我下了车，
走过去，在她身边蹲下，接过她手上的木杵。她
用手翻弄着稻穗，我边捶打边说这今天捡的禾
线，全打下来总有四五斤稻谷吧。她看着小谷
堆，默了默神，比划了一下，说，至少也有六七
斤的。我说她那么大年纪了，如今也不是没饭
吃，怎么还要到田里去捡那零散的禾线。她抬
起头看着我说，她虽然年纪大了，可还能吃，还
能动，能吃能动那就得做事，捡禾线也不是什
么费力的活，吃得消，在家闲着也没趣，没劲。

“她呀，是闲不住的，不做点什么，心里就
猫爪子挠着似的。”

陈大爷扛着锄头从屋当头边说边走了过
来，手上还拎着一个冬瓜。老邹说他是一个老
党员，因病干不了重活，曾是村上的贫困户，去
年脱了贫。刘大娘横他一眼，要我别听他的，说
那禾线不捡了回来，烂在田里可惜了，一粒谷
就是一滴汗，她可是过过苦日子的，不能如今
有饭吃就不珍惜粮食了。陈大爷靠墙放下锄头
和冬瓜，走过来从我手上拿过木杵，边捶打边
说，那是的，多捡一斤谷就多了一斤谷的收入。
刘大娘拿来筛子。陈大爷边筛稻谷边说，吃不
完的谷可以拿去卖，卖来的钱可以拿去干别的
事。刘大娘看一眼房子的窗户，说那得赶在入
冬前换了。陈大爷放下筛子，转身望着蜿蜒而
下的水泥路，说现在好了，路通到了家门口，要
卖个什么也方便了，过去穷，跟这路不通穿着
连裆裤的。

太阳摸着山尖尖了，路边瓜架上青的丝
瓜、绿的冬瓜都被涂抹得一片殷红。一群鸭子
摇摇摆摆地从屋后踱了出来了出来，，沐浴在夕阳里沐浴在夕阳里。。

见我上车要走见我上车要走，，刘大娘忙双手拎来了一个刘大娘忙双手拎来了一个
大冬瓜大冬瓜，，要我拿回去要我拿回去。。陈大爷扯了她一下陈大爷扯了她一下，，说带说带
那干嘛那干嘛，，去捉鸭子呗去捉鸭子呗。。我忙说都先留着我忙说都先留着，，下回来下回来
吃好了吃好了。。

下了坡下了坡，，拐个弯拐个弯，，绕过山嘴绕过山嘴，，我看到陈大爷我看到陈大爷
还站在屋前的地坪边上朝我挥着手还站在屋前的地坪边上朝我挥着手，，又隐约听又隐约听
到刘大娘还在叮嘱我，记得下回来吃冬瓜，吃
鸭子。

白露
才梳理完蒹葭的剪影
霜降
就把黄红的寒意在枝头摇曳了
访古
从老湘乡走进

一
左青龙
右白虎
前有照
后有靠
山环水绕
——村廓静谧
白玉堂
荷叶池
侯府第
思云庄
鸟语花香
——耕读传家

二
麻石条上的官道
沿着历史
铺向辽远
快驿疾邮传檄的马蹄
把时间
踏出了巨响

三
一介青白脸的耕读生
无意间
撞开了一扇大世界
叱咤风云
波澜壮阔
轰轰烈烈
屡踣屡起
灿烂辉煌
訇然喧阗
却又
倏然窨寂

四
归去来兮
村廓静谧
耕读传家
这双手
一个知诗书，懂稼穑的湘乡佬的手
能把繁华开启
能把热闹掩息

五
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选在一个秋风秋雨的黄昏选在一个秋风秋雨的黄昏
面对荷塘面对荷塘
筑一方山墅野园筑一方山墅野园
收隐这万里河山收隐这万里河山
让历史感叹让历史感叹
耕读传家耕读传家
富厚绵长富厚绵长

贺海平

寒露已过，便是深秋，
天气也开始凉起来。

走到菜地，辣椒树失
去往日的神态。叶片起皱，
变小，或枯萎，泛绿的枝丫
上却顽强盛开着些许细小
白花，绕着中央几枚紫色
的花蕊，在秋风瑟瑟的日
子里，仍结着辣椒，企盼繁
育后代。不时看到红透的
椒果挂在树上，似节日高
挂的灯笼。

辣椒树下长了
杂草，也不必锄了，
摘 完 最 后 这 次 辣
椒，就得把树连蔸
扯掉，翻土，打垄，
抢种其它作物。这
时的辣椒，湘中人
把它叫做“扯树辣
椒”。扯树椒微辣，
个头小，大多长得
丑陋，没有先前的漂亮。即便原本是辛
辣的植株，此时也辣不起来。基因的作
用完全被光照、气温打得七零八落。望
着篮子里收获的小圆球、尖锥状的辣
椒，让人想到又是一年秋，时间倏忽地
从指间溜走了，日子也在平淡中过去。

抓一把扯树辣椒洗净，剁碎，敲三
两只鸡蛋放入碗中，用筷子将碎辣椒
与蛋充分搅拌，洒入葱花调料，煎出的
蛋饼香酥可口。扯树辣椒的清香在唇
舌间萦绕，一种久违的“人间美味”在
脑海升腾。着急等待，要翌年端午前
后，才能再次吃到本地新辣椒。父母对
扯树椒心生敬畏，常持严谨的态度，以
此为原料，认真烹饪一道菜。或煎或
炒，都不失拢回一颗游走的心。吃了扯
树辣椒，象征一年中有了深秋的结尾
和过年的开头，行将迎来寒风冷冽的

严冬。
近日，菜农的挑担里，

扯树辣椒卖到 8 元每斤，
货少，自己舍不得吃，为多
挣几个钱。城里人也喜爱
扯树辣椒，见着了，常将整
个篮子的辣椒买个精光。
与超市里的大棚辣椒比，
卖相绝对低下，但口感绝
佳。

手伸开五指，插入枝
叶的腹面，轻轻向上翻动，
倒立的辣椒果实甚是可

爱，红色、绿色、橘
色相间，我总是轻
轻地一个个摘下
来，担心用手沿枝
条捋，会将时间快
速的捋走。从春寒
料峭的初春，早晚
用地膜育辣椒秧
苗开始，至端午前
后的果实开采，直
至 10 月份的扯掉

椒树。辣椒足足为我们提供了近两个
季度的蔬菜。

扯树辣椒是小妹的最爱。她可以
不吃肉，用辣椒炒豆豉，吃到直翻“碗
屁股”。家人都喜爱那种辣椒味，打发
亲戚一把扯树辣椒，是最纯真的情谊。
微微的辣里面蕴含清香，是季节里水
汽的氤氲，造化出如此美妙的色彩、造
型与味道，辣椒树
在与时间赛跑，抢
在 季 节 的 最 后 一
刻，生出辣椒果，里
面 藏 满 时 光 的 记
忆，令人珍惜。那个
明年的秋天，来日
可期。背上行囊，人
们又匆忙赶往人生
下一处驿道。

李乔生

在云集江边散步多了，便会
如亲人般熟悉这些花草树木，似
乎一目了然能感觉出：哪一棵桂
花树特别香，哪一丛双荚决明火
热登场，哪一棵柳树又勾起了对
娘亲的念想。

在这里，任何遐想都可以，从
北往南，近三公里的沿江风光带，
足以让一个故事开好头结好尾。

至于润色，这江边的秋色，浓
淡相宜，兼顾四季，有神来之笔可
画龙点睛。

云集江边的秋色，是树叶的
掌上明珠。

桂花依然是季节转折点上的
一个信使，也是江边一件长风衣
的打底者，似乎没有桂花，就像一
条大街上没有女人。云集江边的
桂花树保留了这份高雅，它们密集在花坛内，
精致地数着小圆点。相信这种来自体内的自
然馨香，是最能打动人的。

桂花依靠持久的香，成了鼻子的朋友。而
双荚决明只能在眼睛上打主意。在夏天歇憩
的眼光中，总残留着绿色的波涛。地下水限量
供应后，那些鲜嫩的皮肤渐见粗糙，审美疲劳
势不可挡。双荚决明算是察言观色的高手，一
上场就以超过油菜花的金黄，打造成片的与
眼睛大小相仿的花朵，以“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之势扑来，每一朵都撞在眉睫上，撞在心
窝里。

与双荚决明一同穿戴“黄金甲”分享眼中
风景的，还有风光带上的银杏叶。我本以为宝
盖的银杏，一定会像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一样
光芒四射，曾写下“北有香山红叶，南有宝盖
黄叶”赞之，但湘军已成历史，宝盖的黄叶却
一直在燃烧的路上。没想到云集江边的银杏，
竟拿下了接力棒。出奇的黄，纯粹的无丝毫杂
质，像一条笔直的金丝鲤鱼初入烤炉，每一节
鳞片都反射着王者的光。

栾树没有野心，是秋色的无私奉献者，它
将火把举过头顶，将枫叶点燃，如果能给垂头
丧气的柳树，能给众多衣不蔽体的兄弟，能给
面无惧色的荒草，带去一丝丝温暖，它一定会
坚定守护头顶的红！

云集江边的秋色，是绿水的澄明点缀。
秋天的水，比较安静，无春水的澎湃激

情，无冬天的冷艳。但只要是流动的水，就会
有一股潜在的力量。

“清泉游泳”算是水中的老顾客，浮起的
跟屁虫，红黄嬉戏，改写了水中的单调。这些泳
者，像鱼一样在水中翻来覆去，时浮时沉，偶尔
在水中大吼一声，与岸上纷飞的落叶，似乎找
到了一种默契，在取舍中寻到了一片宁静。

水鸭是江中跳动的音符，对这种吼声，早
已坐怀不乱。在湘江流域环境治理以前，云集
段是没有这么多水鸭的。早些日子，一群文友
去相市乡耒水边仰望孔明塔，成群的鸭子激
起了众人的好奇，有人说这是家养的鸭子，也
有零星的说是野鸭，竟打赌刨根问底。结果自
然是野鸭。

观察云集江中的野鸭，已有一段时日。它
们很少单游，如果看到了一只，你可以扩大搜
索范围，一定有一只在附近，或突然从水中冒
出另一只。在湘江云集南国春天建筑群前段，
有7只为一家。有一天清早，我又看到了这些
小可爱们，一数，只有5只。我一路纳闷，一路
担忧。返回时，再次遇到了它们，准确统计确
定是 7 只后，我一下高兴起来，心中暗想，那
两只是不是悄悄地开溜约会去了。

这些水花与小生命同过往的船只，将一
个个灵性的动词，摁在了深秋，让一条江活
了，也让岸边的色泽多了些滋润与劲道。

云集江边的秋色，是石头的千年沉淀。
石头与骨气相连，都是有血性的男子汉。

它将生命藏在谨慎中，内心的软组织，一到秋
天就活跃起来。

云集江边的石头，以红黄两色居多。似乎
是被徐霞客先生跳江的水花溅出的，它们来
自名山大川，各种金属与玉器隐藏其身。它们
立在洛夫广场、祥云礼宾广场、秀水广场，让
诗词歌赋高雅降落，将小草永不言败的坚韧
保留。

云集江边的石头，散落在常被忽视的角
落，成为小草的守护神，成为树干的呐喊者。
它们在柔弱中站出坚硬，在坚硬中保留柔情，
也有些像云集古窑址烧出的夹杂着官窑的味
道。

我突然感觉云集江边的秋色是从风中吹
来的。它不知不觉地钻入怀中，像拥抱多年未
见的老朋友。

它有些清冷，有掏挖往事的本领。一个哆
嗦就让人感觉到老，不得不在心里默认“好汉
不提当年勇”。我不知道其他70后的男人，是
不是也感觉到一阵风，像磁铁一样在身边旋
转。而与收获，总有一段难以抵达的距离。

我算是真正地步入秋天了。身后的凛冽
或生机勃勃，都被这一地的金黄覆盖，或被一
条江平静地推送。

但在云集江边，这种心迹没机会显山露
水，甚至会被撞的支离破碎。

在江边，每天都会遇见一个五十多岁的
高个子，手拿一个声音已调到震耳的录音机。
他一边跑步，一边用雄浑的男高音和唱着：我
心中，你最重，我的泪，向天冲，来世也当称
雄，归来斜阳正浓……

听着听着，“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
走泥丸”的豪迈便会冲破天庭。

我开始热爱这里的每一株草、每一棵树、
每一片纷飞的叶，更热爱这鲜活的生命，与对
岸的烟火。

在空闲时刻，我常常来到江边，陪它们说
说话，缓解叶落的忧伤。用地地道道的方言，
植入对家乡的爱。尽管这里已有许多远道而
来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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