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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发仔

刘诚龙姓刘，无字，湖南邵阳人氏，问起他
身份来，他就绕着走，谦虚得使人落后。但一说
起邵阳他就来劲了，东拉西扯，唾沫横飞，隔着
手机屏幕都闻得着嘴里猪血豆腐的味道。

哪个是刘诚龙？没真真见过。微信里瞅过一
回，原以为是个冬瓜式的老学究，没成想，浓眉
威猛，还是愣头中，文字里很是嬉皮，照片里没
感觉其善笑，名曰龙，那模样看不出跟龙字有何
瓜葛。好在他自己从没把龙当回事，一口咬定自
己就是一头牛。于是他微信名上高调宣布自己
是“草莽一牛鸣”，吃的是草，挤的是啥，打死他
都不说。从他的系列文章《刘诚龙，妈妈喊你回
来种辣子》《霜华是一味》《走毛线的女人》，就可
以看出他确实是个草牛。

这厮在文学圈里混得有些名堂了，但天生
没架子。请他看文章，他应道好。请他推介稿件，
他回复要得。言语间连逗号都不用打。字不多，
但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蹦出来的。刘诚龙爱生
活，爱拉芳，错了，是爱拉人一把；他有强烈的正
义感，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君子坦荡荡，跟着刘
诚龙混圈子，可以快快乐乐坦、轻轻松松荡。四
海之内皆兄弟，也皆姐妹。这厮如是说。不论年
纪大小，男的都喊兄弟，女的都是妹妹。他建的
微信群，群公告是：“一，本群正气为上，义气为
先，文气为重；二：本群欢迎不同意见，因为谁都
有脑子；本群不欢迎人身攻击，因为谁都有尊
严；观点碰撞可以激发思考，人身不攻击，可以
靠近心灵。”所以，男男女女在里面都嘻嘻哈哈，
老老少少在里面都融融洽洽，有争有论，无吵无
闹。男的都尿他，女的都亲他。他把自己放平，也
把大家拉到一个纬度上，就像一群小屁孩夏天
脱光了躺在自家门前河滩上的大青石板上，其
趣有味，其乐无穷。于是乎，大家也不喊他主席，
喊龙哥，龙哥哥。

刘诚龙是谁？还是没交代清楚。来来来，喝
口水，慢慢说。

刘诚龙是个杂文家。杂文，百度百科说，杂

而有文，直接，短小，锋利，隽永，专门给社会典
型现象找茬的文体。刘诚龙的杂文杂，官场的，
商场的，风月场的，场场精彩，票房爆满。不过，
写得最多的是官场。他自己当不当官，他没说，
友友们也不好问，但他生得一双好毒眼，对官场
看得透，就连那些不良官员屁眼里藏着的事都
给你抠出来。其实，这类题材不好写，有人说嬉
笑怒骂皆成文章，千万莫把自己当成了铁齿铜
牙纪晓岚，一不小心就得多背几个锅，一起床就
发现昨天穿的鞋今天就挤了脚。刘诚龙之所以
还是刘诚龙，是因为他写杂文独成一家。杂文家
嘛，家家都有自家的烟火味。

刘诚龙的杂文只嬉笑，不怒骂。他笑完了，
读者爱怒怒去，爱骂骂去。他要的就是这个疗
效。刘诚龙的历史不知是哪个老师教的，他家的
文章几乎全是用历史典故红烧出来的，先秦春
秋加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直到清，
民国里的骨头裙带里的风，到处都是他的碗筷
印子。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历史素材不是成型
的里脊肉，全是肋骨上剔下来的碎肉筋。公输盘
搞发明，明朝的瘟疫宋朝的兵，就连唐朝歧王搞
人际关系打的太极拳都给你说出子丑寅卯来。
话说为官之道，溜须拍马，逢迎谄媚，恩将仇报，
以德报怨，复杂得很。刘诚龙说事不是事，别人
无非含沙射影画皮画肉，他却不慌不忙从历史
的抽屉里把那根骨头拿出来吹吹。玉人何处教
吹箫，吹的什么调，作的什么词，吹出来再说，往
往按下不表。

当然，刘诚龙不是豹子头林冲，只晓得风雪

夜里挑着杆红缨枪到处戳。万不可这么想，否则
就冤枉了一个好哥哥。除了耍匕首，诚龙哥哥还
玩兰花指，花样多。他的散文大多都与女性有
关，牙缝里都是绵柔的小情调。女同学，女朋友，
女老师，给他的散文定个女性文学的调绝不过
分，姑娘们读了迷死一个算一个。他的散文很有
意思，字里行间都是活蹦乱跳的生活。例如，堂
客面前谈旧爱，背地里给无数女同学写过情书，
但署名不是刘诚龙，都是他同学，蠢得跟二愣子
一个德性。刘诚龙蚂蟥闻着水响，搬个藤椅凑近
了来，阳光，树影，落脚点全在走毛线的女人身
上。天龙山上有天风，还有个庙，更有个和尚。诚
龙哥哥上了天龙山，与和尚朋友去吹风，吹吹
吹，竟把佛的禅意吹到脑壳顶上来了。

杂文也好散文也罢，诚龙哥哥的语言是从
土地里长出来，清新脱俗，俏皮打趣，鲜活得很，
咂咂嘴，还有一股泥巴味。“衡人论量，须知人论
世，知人才论世，论世必知人，衡人才不至于走
眼，走火，走偏，走到茅厕桶里去。”（《我就是这
货》）“话说曾国藩在京都当了一品要员，他老爹
与四弟还在家里当农民，农民无品无阶，职称都
不评的，要说职称，估计也只有一个：老农民。”

（《汝杀人乃不痛耶》）他说的语言似乎抹了桐
油，通古今共雅俗，滑溜得很。一会儿铺排，一会
儿叠字，貌似一个刚学拉二胡的，浪里个浪，没
腔没调，但有板有眼。此类句式文风人称“诚龙
体”，在文学界那是正儿八经可以注册商标的。

本文也试图画虎，模仿一下“诚龙体”。无奈
修行太浅，画虎不成蛮类牛。我之笔也画不出刘
诚龙那多面像来，各位欲知刘诚龙是一副何模
样，可以去微信群里瞧一瞧。

罗新苗

以湖湘文化学术基地著称
于世的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
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学脉绵延
千年，弦歌不绝，书香传承，是文
明传播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岳
麓书院不但以文化地位得以扬
名，其建筑艺术、园林风格也都
蕴藏着东方智慧与朴素道理。

岳麓书院作为东方园林建
筑，楼阁水榭间多种植荷花，“风
荷晚香”就是岳麓书院八景之
一，以岳麓书院墙外黉门池中遍
种荷花，花开时节常常清风送来
缕缕清香得名，这座荷花池中的
小亭因此而命名为吹香亭。关于
吹香亭，清代书院学生罗辉潭有
诗云：蓬莱闻说属飞仙，缥缈池
亭讲院前。槛拥黄云千亩稻，祠
围绿树一林烟。当檐夜色波心月，破晓晴光镜
里天。杖履追陪凭领略，先生道妙示鱼鸢。

印象里黉门池和吹香亭终年弥漫着一股缥
缈的雾气。白茫茫的雾气里各色水草若隐若现。
待到岳麓山间树叶黄了，一片一片往黉门池飘
落，落到吹香亭终年泛着绿色油光的琉璃瓦上，
和着旁边依稀站立的几棵老樟树、老柳树，恍如
庄周的梦一样做着像蝴蝶一般的点缀。

作为在岳麓山下求学数载的湖南人，我一
直觉得“风荷晚香”是一幅最富想象张力的画
面：湖湘文化的先贤在某个普通的黄昏——趁
着湘江波光将吹香亭琉璃瓦照得透亮的时候，
执一根岳麓山上随便砍下制成的老拐杖，履一
湖南农村常见的夏布布
鞋，在吹香亭的荷花香气
里悠哉游哉的散步着——
不时会有一两个学生经过
对着先生打着招呼，先生
一如既往的对他们报以赞
许的微笑，远处传过来湘
江里的渔歌和渔夫们说笑
的声音，先生们轻声吟哦，
似乎有所顿悟。

提到岳麓书院，提到

荷花，就不得不提起周敦颐，湖
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体系，
自周敦颐创立湘学系统和书院
教学传统起，进一步提高了思想
品位和文化内涵，也培育了兼容
并包的开放与自信，进而培养出
灿若群星的许多杰出人才，正所
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
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

周敦颐的《爱莲说》脍炙人
口，人面荷花，在先生笔下，给人
带来一种极为高洁的享受。一句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一扫魏晋以来避世消极姿态，成
为后辈文人士子心系天下出世
为官的人格追求，而一支“中通
外直，不蔓不枝”的青莲，更成为
湖湘精神行为方正、果敢刚勇的
铮铮风骨，从而衍生出岳麓书院
讲堂里刊立的“忠孝廉节、整齐

严肃”院训，开创出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敢为
人先”的校训传承。

文化的影响和传承在于潜移默化。在毕业
很多年以后的晚上，当我看见十月里满天的星
星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在岳麓书院荷花池边读
书的日子，看满天的星星，闻晚风里的荷香与
蛙鸣，想象着那些古圣先贤们的故事。我猜想，
岳麓书院对于我的教益，就是吹香亭对我的教
益——做人犹如一株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荷
花，远远地就能让人闻到优雅的沁人清香了。

赵石毛

弹指一挥间，我在党建宣讲这条路上已经行
走了3个年头。3年时间里，有疲倦地奔走，有艰辛
地探索，我的执着和坚持，让更多企业擎起党建之
旗，引领创新发展，心中无比感动、欣慰，累并快乐
着……

宣讲起航，高起点前行。2018 年 6月，中个协
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党建引领创新发展”
座谈会。这次座谈，起点高，规格高，令我开拓了视
野，坚定了信心。同年 9 月，我被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推介为改革开放40周年“党建引领‘小个专’创
新发展”典型，接受中央、省市级媒体全方位、立体
式采访报道。自 2019 年 5 月起，我与湖北长江医
药集团、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代表赴全国 6 大片区
宣讲。随后 3 次应邀赴湖南韶山、陕西汉中、陕西
宝鸡讲党课，收到了良好效益，反响非常热烈。大
家评价：接地气，可学可复制，可运用。更坚定了我
把党课宣讲继续搞下去、搞出特色的决心和信心。

字斟句酌，力求圆满。从第一次宣讲开始，我
给自己立下一个标准：全文背稿，音画同步，声情
并茂。为此，我们以办公室人员为主体，成立了一
个专门团队：有协助制作 PPT 的、有负责摄影摄
像的，并把办公室两名司机培养成能协助播放
PPT 的成员，做到一专多能。为提高我的发音质
量，专业老师一句一句纠正我的发音，对个别发音
不标准的地方作出标注，一遍一遍地练习。为增加
讲课的艺术性，实现声音、动作、形体的圆满结合，
我反复揣摩，反复练习，细到一个手势、一个眼神，
都力求做到极致。为脱稿宣讲，无论是晨跑、洗澡，
还是在车上、甚至上厕所、梦中都在背稿子，为不
延误他人的宣讲请求，4次推迟肠胃手术。通过用
心、用情、接地气、有说服力的宣讲和上党课，很多
人评价我由原来的丑小鸭变成了现在的白天鹅。

科学调配时间，宣讲工作两不误。今年，店铺
事务多，时常工作至零点以后，但只要有单位邀
请，不论多忙，我总是爽快答应，力求通过自己的
宣讲，影响更多党员、更多企业，让无数私营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用党建推动创新发展。

2020 年 9 月 16 日，我应邀前往井冈山，为参
加全国个私协会系统“非公党建工作骨干弘扬井
冈山精神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的 98 名学员上党
课。由于数月持续劳累，加之山上气候多变，第二
天起床后，我突发感冒，但我坚定信心、强打精神，
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在党建引领下发生蜕变的平
凡故事，很多同志“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纷纷说：

“原来党建还可以这么做！”
有人问我，我讲一次课有多少钱？尽管我只是

醴陵的一名个体工商户，但我同时也是金龙百货
党支部书记，更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推介的“党建
引领，创新发展”的典型，是各级组织部、工商联、
市场监管局、个私协会培养起来的党建标杆，我怎
么能收费呢？我唯有越讲越好、越讲范围越广，才
能对得起各级组织的期望。

我把别人打牌、喝茶聊天、刷抖音的时间都用
在党建宣讲上，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截至今年 11
月，我应学校、医院、银行、省内非公组织等单位邀
请宣讲48场，接待了有关单位来支部共建共学30
场。我希望在全国讲 100 场，向建党 100 周年献
礼。

党建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的生命之中，是
我毕生的使命。“如何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企
业重视党建，以党建推动发展”将是我今后不断探
索、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黄海龙

那天，他路过街头，看到一位老人正在
卖柿子，通红圆润的一篮柿子看起来煞是
养眼。他突然有了吃柿子的兴头，他感到自
己似乎有好多年没有吃柿子了，不知道是
柿子远离了自己，或是自己遗忘了柿子。

他买了几斤柿子回家，迫不及待地拿
起一个品尝，却尝不出过去那种香甜、爽口
的滋味。他拿着那个咬了一口的柿子在手
中翻转着看，看不出与过去的柿子有什么
不同。“怎么就尝不出那种味道了呢？”

他记得，他门前那棵老柿子树结出的
柿子就很好吃，又脆甜又爽口，那味道他至
今在回味。他尤其记得，秋风吹起的时候，
满树的柿子就熟了，秋阳中一颗一颗缀在
稀疏、斑驳的枝叶间，像挂了满树的红灯笼
一样，整个院落就成了一幅画，显得格外的
温暖和喜庆。

老柿子树在灶房的窗户前，是爷爷种
下的。柿子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像一片
绿云一样把院落遮掩在其间，露出青色的
屋脊。他和邻家的孩子经常在树底下游戏，
抢山羊、捉迷藏、种莲子，有时他趴在树身
上，感觉树皮和爷爷的皱纹一样深，那树似
乎和爷爷的手一样温暖。

夕阳的余晖正照落在高处的墙头上，
墨绿的柿树叶指向碧蓝的夜空，几粒星子
明亮着眼睛的时候，他一家子经常在树底
下吃晚饭。爷爷常坐在靠树的位置，桌边就
他和那只大黄狗最不安分，在人群中不停
地钻来拱去，一刻也不肯消停。有时，喝酒
的爷爷会夹着一块肉往他的嘴里送，他咂
巴了几下又吐了出来：“酒好苦！”“这个鬼
崽，这么会试味呢！”爷爷笑了。饭菜的香
味，引来了邻家的孩子，饭桌就显得更加热
闹了，整个院落似乎要被孩子们的笑声哄
抬起来。

自从吃过柿子之后，他就喜欢上了柿
子的味道。当满树油绿的枝丛中开出无
数柿子花的时候，他就开始守着柿子树，
也开始了与爷爷的捉迷藏。当树上的柿
子长到鸡蛋大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
想尝一尝。趁着爷爷睡着的时候，他和几
个小伙伴找来一根长竹竿，几个人举着
往 树 上 一 阵 乱 捅 ，果 子 、枝 叶 就 掉 了 下
来，也惊动了屋里的爷爷。爷爷捡起地上
的断枝、跌伤的青果，心疼地说：“这些猴
崽，果子还这么小，怎么能吃啊？”“都这
么大了呢，你是小气爷爷。”一群孩子嚷
嚷。“不信啊，你们都来尝尝。”爷爷向着
不远处的猴孩们招手。看着这群被生柿
子酸涩得龇牙咧嘴的孩子们，爷爷笑得
胡子一抖一抖的。

柿子成熟的季节，乡邻们都爱来他家
串门，围着看这棵老柿树，啧啧称赞。这时，
爷爷笑起满脸褶子，就像他喝了一点米酒
的样子。柿子终于可以下树了，母亲从屋里
搬出高高的长梯，父亲提着篮子小心地爬
上去，一颗一颗地摘。那一树的柿子红就被
装进了篮子里、竹筐里，浓缩成了一团团浓
烈而腾燃的色彩，似乎聚拢了整个秋天。摘
柿子的时候，邻居家也来帮忙，小孩们更是
围着柿子树欢呼雀跃。这一天，院落就像过
节一样闹热。

爷爷一户一户上门，把摘下来的柿子，
一小筐一小筐地分给左邻右舍的人家。于
是，整条村巷都弥漫了柿子的清香。那时，
他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把自家的柿子分
给别人呢？爷爷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你
吃过根爷爷的野鸡肉，吃过宝叔叔的八月
瓜，都忘啦？”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
条巷弄的，就是一大屋人呢。”爷爷摸着他
的头说。

后来，他上学了；再后来，他去外地上
学，离开了家。每年柿子成熟的季节，母亲
总会托人给他捎来一包柿子，就会让他想
起家乡的味道。他的室友在品尝了之后，都
说他家的柿子很甜、很脆，很想和他一起去
看看他家的柿子树。

那个秋天，他特别想念家，想念那一树
的柿子红。他径直回家，带着那个学生式的
背包。回到家的时候，他看见爷爷坐在那棵
柿树下，背景是疏落斑驳的枝叶，是一树的
柿子红；母亲在杂房门口喂鸡。蓦然看到他
身影的那一刻，爷爷和母亲的眼里似乎一
下子涌满了欣喜，看向他的目光和门前落
下的阳光一样温暖，他感觉心蓬松得像天
上的一朵云。

在经历过若干次工作上的辗转迁徙之
后，他也已然两鬓斑白。那时，爷爷老了、走
了；父母老了、也走了。他忽然感觉，似乎很
久没有回去过了，似乎把那个山旮旯的屋
子遗忘了。在看到街头那位卖柿子的老人、
尝了一口柿子之后，他突然那么强烈地想
回家去看看，看看那棵老柿树。这种渴念，
就像醉酒的夜晚，爬起来痛饮家乡满缸清
冽山泉时的感觉一样。

接待他的是一位儿时的童伴。“你好久
没回，屋门前都长草了。”走在前面的童伴
喃喃说道。他的面前，青苔爬上了墙根，风
雨斑驳了窗格，时光烙印在高墙，青色的屋
脊粗糙了、也凌乱了，紧闭的大门不再像往
日一样打开，哗哗地流泻出一地阳光。他看
见 ，那 一 树 柿 子 红
孤 独 在 夕 阳 里 ，一
些 柿 子 掉 在 草 窠
里，碎了，也乱了，
乱了一地的落红。

他 站 在 门 前 ，
掏 了 掏 荷 包 ，一 时
怔 在 那 里 ，他 竟 遗
失了回乡的钥匙。

湖南作家写作家

微信圈的刘诚龙
刘诚龙，新邵县人，1967年生，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邵阳市文联副主席，邵
阳市作协副主席。出版有散文杂文集

《腊月风景》，杂文随笔集《暗权力》《暗
权术——暗权力 2》《恋爱是件奴才活》

《历史有戏》及《邵阳文库·刘诚龙卷》等
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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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火生得正旺
锅里炖着的羊肉
满屋子清香
小板凳承受着
两位老人的暮年时光
冬天又到了
红彤彤的火苗
默默抚慰着
无言的白发与沧桑

我家的彩旗
婴儿的衣服
晒在阳台
那是我家
节日的彩旗
望一眼
总满心欢喜

岁月
年轻时
步履匆匆
像马不停蹄的秒针

中年时
负重前行
像犹豫不决的分针

暮年时
闭目养神
像似睡非睡的时针

人诗俱老
打打太极
散散步
岁数大了
只适宜做做有氧运动
文字也如古玉般温润
深入肌里的沁色
是时光的留痕
等着有缘人
慢慢来品

太阳累了
太阳累了
忙碌了快一年
不断缩短值班的时间
你看，稻田也累了
农具也累了
老父亲也累了
都该，好好歇歇

我的长辈
我已失去了
爷爷和奶奶
失去了
外公与外婆
同父亲永别时
我在他身旁
看他落下两滴眼泪
抓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
疼爱我的长辈
现在只剩下了母亲
再忙，每天都拨一通电话
听一听妈妈的声音

一树柿子红

人人
新新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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