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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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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 是一座古城。

凤凰古城在浓妆淡抹的湘西。 湖南

人说， 为了你， 这座古城已等了千年！

千年一梦， 飞檐斗拱的朝阳宫可以

作证。

一梦千年， 迷雾遮面的南长城在崇

山峻岭间若隐若现。

那涌动着豪迈的沱江水啊， 一年一

年地流到今天， 江面上寄托着湘西多少

情思 ？ 又承载着黄丝桥多少辉煌和向

往？

我来的时候， 燕子窥檐， 正掠过纷

纷盛开的雨伞， 匆匆行走的斗笠， 遮住

了彼此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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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飘逸、 眸子含情的女子， 在你

不经意的时候， 就悄然绽放在那一首热

烈奔放的民歌里了。 面对宽阔的河面高

唱： 哪个来背我过河嘛？ ———我来背你

嘛！ 岸上拥挤的男声不约而同地齐答。

这时， 沱江河悄悄地滑过我的手指， 躲

在鱼鹰的翅膀下狡黠地笑。

沱江盈盈， 渔歌唱湿了我的眼睛，

橹上的浪花， 照亮了春天的夜晚以及夜

晚深处的新娘。

斜风细雨， 是一句句生动的鸟语，

刻写在湘西凤凰的额上， 敲打傍岸生长

的竹叶， 不时溅起一些欢快的句子， 同

时也溅湿了我， 且歌且走， 走了还禁不

住回头热望的山野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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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 厚德载物。

云低垂， 山依然站着。

请打开你的花瓣和梦， 弯月般的船

舱定会走出如月的沱江， 在你的目光中

波动， 在我的诗句里荡漾。

请敞开你多情的眼睑， 只有你的眼

睛才能点燃我漆黑的夜晚 。 我的夜晚

啊， 在你的怀抱里浸润发芽， 我的幸福

啊， 在爱情光芒里泪水充盈。

一座吊脚楼 ， 就是一首吊胃口的

诗。 它们临水的样子， 无论白天黑夜，

无论四季轮换， 都是湘西凤凰飞翔的无

法翻版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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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在上， 江南的肤色， 就如沱江

这靓丽的春水 。 那水一样身段的女子

呵 ， 曾经带我展开了追梦的旅程 。 从

此 ， 我就成了你怀里走失的那一粒朱

砂。

阳光照耀浮云的影子， 照耀我的影

子 ， 徐徐落在水面上 。 浮云盛开的倒

影， 身姿绰约如莲， 而如今的我， 却像

失魂落魄的游子， 借着流水的气息逐渐

接近了故乡。

越千嶂， 涉万水， 归乡的路总是那

么漫长。 而一旦归来， 我又觉得踩在石

板路上的脚步有些沉重。

那一叶忽远忽近、 浮游江心的扁舟

啊， 但愿你归泊的桨声， 就此划开我寂

寞的心房， 就此打开我多年不亮且有些

沙哑的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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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和现实共同呈现的边城， 沈从

文和黄永玉， 已成为湘西蜚声世界的名

片。

文化， 就是历久弥香的生产力。

快拿些酒来， 我要涉江祭奠早已故

去的沈从文先生 ， 昨夜我在边城的梦

里， 看见了寂寞行走的翠翠。

快拿些酒来， 我要和日月一起醉在

这钟灵毓秀的 “鬼才” 故里， 醉在 “相

逢欲相唤， 脉脉不得语” 的中国画乡。

金鞭溪

从土地垭到水绕四门， 金鞭溪， 随

山而移， 婉转穿行在峰峦幽谷云间， 迤

逦延伸于鸟语花香之中。

就这么一条柔软中孕含母性的小

溪， 名字却来自站在溪边抚云摘星的那

条伟岸的金鞭！

就这么一条用潺潺歌声叩开我心扉

的小溪， 让我领略了世上最美峡谷的风

度。

一次寂寥午后的简单邂逅， 一段风

尘岁月中小小的插曲， 我接近了一种充

满暖色、 不可复制的灵动和神韵。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勇气 ？ 爱

了， 就不再放手。 面对绝世的清流， 面

对这娇媚的姿容， 柔曼嫩滑的肌肤和随

风款款舞动的绿色裙裾， 我无法拒绝，

也不想拒绝， 我宁愿赤裸裸地跌入那不

能自拔的万丈深渊。

云和月， 跌落在你的怀里， 我没有

听到一声叹息。

山和树， 眠入清流， 任飞鸟使劲地

叫唤也不愿醒来。

而鱼的嘴唇在逐步接近夕阳的光

辉， 水草在我的注视下， 撇下救母成名

的沉香， 若无其事地做着自己远行的幽

梦……

金鞭溪， 一个任思绪飞翔的画廊。

金鞭溪， 一个没有忧伤和疼痛的静

处。

金鞭溪， 一个让名利搁浅并无处藏

身的所在。

我不想收回我的目光， 我不想用匆

匆而去的脚步， 演绎心酸的离歌。 如果

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选择雾化成一节陪

伴你轻吟浅唱的音符。 然后， 将我的乡

愁、 欲望、 青春和灵魂， 统统交给你，

在金鞭和流水的真实缠绕间获得纯真的

永生。

梵净山走笔

梵天净土， 说的就是梵净山。

梵净山的名字具有浓厚的佛教色

彩， 缘何而起， 我们不得而知。

梵净山有九十九条溪流， 或白练悬

空， 或叮咚垂滴， 或涓涓细流， 向世人

呈现着一场水的盛宴。 九十九条溪流，

放射状流向比远方更远的远方， 有了九

十九条溪流， 肯定就有九十九个梦想，

每一个梦想都荡漾着佛光， 每一条溪流

都吟唱着颂诗般的梵乐。

形如巨笋的石柱， 状若册籍的万卷

书山， 依山望母的太子石， 还有极其珍

贵的黔金丝猴， 都是梵净山的主人。 我

敢肯定， 在这些主人的背后， 一定藏着

许多秘而不宣的传奇。

苍茫的云海， 有着仙境般的诱惑，

给人深渊一般的想象。 大风吹来， 浩瀚

云海翻卷出万千气象 ， 如潮水涨落有

序， 似乐章澎湃激荡……云海中若隐若

现的壁立石崖 ， 此刻是打捞灵魂的舟

楫， 还是丈量天穹高度的尺码？ 谜底无

人能知， 只知道在梵净山读云， 就是在

读一种起起落落的人生， 读一种令人难

以捉摸的情感。

梵净山， 人类的一方净土。 到过这

里的人们， 心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净

化。

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上， 有着太多的

纷争和霸权， 该拿什么来拯救和医治那

些躁动不安的灵魂以及夹杂着邪恶的欲

望？ 梵净山不语， 答案在世代友好杂居

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纯净的眼里， 在不

断创造和谐进程的天下———心平气和 ，

和为贵， 和为真、 善、 美。

看着朝拜者的香火烧到云天之上

时， 我在想， 一炷香的生命， 不就是我

们身边过往的日子和日子所包含的一

切， 化为灰烬后， 恩怨了无。

明天就要离开常

德这座城市了 ， 傍晚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到

人民路散步。

夜幕下的人民路

上仍然可以看见梧桐

树横枝疏叶留下的斑

驳的黑影 ， 和过去比

只 是 路 灯 亮 了 很 多 。

我逆沅水往上走 ， 到

了位于人民路的下南

门一段。 “高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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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

这 里 原 来 叫 高 山 街 。

我记起

1970

年冬天父

亲第一次把我带到这

里的情景。

那时 ， 父亲刚从

“五七干校” 出来。 常

德地委召开会议 ， 选

择了高山街北端的地

委三招待所 。 正值寒

假期间 ， 我去了桃源

外婆家 。 父亲到地委

开会没忘记我 ， 要我

去 。 我得到父亲的通

知后 ， 从桃源赶到了

常德 。 按父亲给我指

引的路线 ， 找到了位

于人民东路的高山街

南口 ， 然后往北找到

地委三所 。 走进父亲

住的房间， 我惊呆了， 想不到一个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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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房间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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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床， 紧紧匝匝的。 我与父亲挤在一张小床上。 想到第一次和

父亲在地委的招待所住， 心里还是有一些兴奋和好奇。 吃饭是

十人一桌， 我没有户头， 父亲给我补交了一份伙食费， 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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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人里面随便吃一点。 就这样， 父亲开了两天会， 我吃住了

两天。 尽管与我想象中的环境相去甚远 ， 但父亲对我这样关

心， 要我体验一下地委招待所的生活， 满足了少年时的一种虚

荣。 当时， 我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

今晚我徘徊在高山路上， 伫立在原三招待所的楼前， 我心

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

父亲是旧式大学培养的知识分子， 对 “忠孝礼仪” 尤为看

重。 他每月的收入除养家外， 不多的余钱用来接济在乡下的本

家亲戚， 家中基本上没有积蓄。 上世纪 “三年困难时期”， 父

亲用积攒的钱买了一担红糖， 亲自包好， 专程请人送到乡下本

家亲戚的手中。 父亲的善举深深地影响了我。

父亲生前， 一直怜爱我。 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 长期不在

父母身边， 我对父母的印象是模模糊糊的。 父亲总是想办法弥

补这方面的缺失。 还有一次， 他到常德地委开会， 散会后立即

跑到桃源外婆家看我。 事情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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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 但那时他的容貌神

态我现在都记得起来。 如今， 父亲离开了我， 我再也听不见他

的声音了， 再也见不到他那微笑着的慈祥面容。 一种从未有过

的失落， 长久地充溢着我的心头。

2007

年冬天， 我回家奔丧， 忍不住哭出声来， 眼泪不停地

落下来。 我真正感觉到， 失去了一位好父亲， 再也接受不到他

的教育， 再也得不到他的爱了。

父亲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他了解我的自尊心强， 从不强

加于我， 总是通过打比喻的方式， 让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他的观

点。 他的爱是深沉的， 从不轻易表露。 我每每回家， 他身体不

好， 都坚持从床上坐起来， 陪我说话。 那时， 我没有太在意他

的感受。 后来听母亲说， 我一走， 他又病倒了。 在他看来， 我

是他的精神支柱， 是一种能让他支撑起来的力量！ 这是因为他

对我的爱太深， 可惜我当时全然没有珍惜这份爱。

今晚， 故地重游， 睹物追思， 我感到愧对了他。 他长眠地

下， 是否感觉到了我这份愧疚呢？

生活在底层，崛起于草根，湘潭的作

者陈沸湃给读者带来了长篇小说 《非凡

秋天》。这部小说给我们展示了时代生活

的鲜活， 而作者执著的文学信念也使我

深深感动。

陈沸湃生活在社会底层，经历丰富，

命运坎坷，已过不惑之年，还没有稳定工

作。 在这种境遇之中，生存压力之大，是

不难想象的。 而正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之

下，他获得了来自生活前线的经验，这种

经验有着生活本身的鲜活，生动、丰富、

宽阔。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基本

生存条件中都没有着落的极为艰难条件

之下，坚持数年，写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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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的小说，

为的是心中的文学梦想， 是描画出这个

时代的风云变幻， 是把自己独特的生活

经验与读者分享。 这样一份对文学的信

念，执着、坚持、韧性，使我这样一个在小

说创作方面走在前面的人，也为之心动，

为之震撼。

再来看看小说吧。

第一，《非凡秋天》 通过主人公胡白

等形象的塑造， 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胡白的命运起伏跌

宕，跟时代的波动紧密相连。胡白到锌品

总厂上任，人没到岗，却因被怀疑与诈骗

案有关，冤遭免职，复职后把工厂治理得

风生水起， 却在投标承包中被潜规则暗

算，黯然出局，然后拒绝上级要他当副市

长的安排，在私企工作，又因逃避感情纠

葛南下深圳， 经历了千辛万苦， 九波十

折， 才有了初步的成功。 在这个人物身

上，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

代的基本状态。以人物命运为线索，带动

时代风云，是《非凡秋天》的叙事特色。

第二，《非凡秋天》 是一部以情感为

主要内容的小说。 通过胡白和几个女性

的情感纠葛， 塑造了一个个较为生动的

女性形象系列。水波儿、蓝悦珊，江溪，林

中鸟……这些女性形象都有各自的生动

性。 特别是水波儿这个形象，敢爱敢恨，

大刀阔斧却又柔情似水，放浪却又痴情、

生动、鲜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作者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小

说在叙事上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是

情节变幻多端， 时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的转折。其次语言表达也不乏精彩。如写

胡白对蓝悦珊含情眼神的感受：“像一幅

淡淡的水墨画， 含悠远深沉的意境；像

一扇朦胧的窗户，掩藏着一个世界观，丰

富而旷远……凝视着这眼睛， 自己心底

陡然产生了一缕颤音， 像在深夜的旷野

里，猛然拨响了古筝，敲破了天地间的静

谧。 ”这段描写表现男人对女性的感受，

细腻而真切。

《非凡秋天》使我感到了温暖，感到

了文学信念，和那强大而迷人的力量。我

因此向远在异乡的作者遥致敬意。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中南大学人文

学院副院长）

遗风依旧

柳公文笔足千秋，泼墨愚溪

①

万古留。

牛马

②

奋蹄争吸水，熊罴挤背勇登丘。

青山似黛多灵秀，碧水如油少浊流。

先哲遗风今犹在，聊乘雅兴忆当初。

溪边踱步

信步愚溪逸兴浓，先贤遗韵耳边鸣。

西山夜宴

③

生篝火，东岸朝吟唱大风。

见底清流抚玉石

④

，穿林翠鸟逐飞虫。

落日余晖铺画卷，轻鸥数点缀黄昏。

故里思贤

钴鉧潭

⑤

前怀子厚，小丘山

⑥

上访尊贤。

清流一曲传佳话，碧绿千层续古缘。

志在朝纲除弊政，甘随寂寞度残年。

未酬鸿愿身先瘁，常令斯人泪湿绢。

寒江独钓

茫茫白雪裹湘南，百鸟还巢怯剧寒。

路上行人销旅迹，山中雾障锁泥潭。

偏居远浦孤舟里，独钓江心激浪间。

归意昭然天不察，艰辛求索路漫漫。

①

愚溪： 柳宗元被贬居永州

时门前的小溪。

②

牛马、熊罴：为小石潭里面

石头的形状。

③

西山夜宴 ：《西山夜宴游

记》的所在地。

④

玉石： 愚溪的溪底全是天

然大理石。

⑤

钴鉧潭：钴鉧为熨斗，钴鉧

潭为熨斗形状的小潭，《钴鉧潭游

记》所在地。

⑥

小丘山： 愚溪里的一处景

点， 《小丘山游记》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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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洒下的那些句子酝酿千年

酿成花间一壶酒和岸上歌声

你在古时的月下翩翩起舞

今夜还见你膝前横剑意气霓生

放下笔手接飞猱弄雕虎

白日朗朗早明了你的精诚

呼吸间你一叶轻舟飘飘过百川

日出时仰天大笑高卧沙丘城

侧身西望长安花如雪雪如花

不弯腰问候权贵宁作秋浦田舍翁

早知道一破夫差国千秋不可还

醉眼外天兵照雪浩荡寄南征

腰间剑可斩楼兰可破月

匣中刀势拔五岳掩赤城

春风似戟弄月归来使酒气

高楼暝色细听玉笛暗飞声

总见你在月下独自寂寞

酒中装满痴爱与天真

谁举杯与你同销万古惆怅

谁为你轻拂叹息中纷飞的烟尘

二

你的名字也叫工部或曰子美少陵

在丽人和兵车间行行又行行

阴阳切割昏晓你浏览惊风鸿鹄

茅屋里唱着歌谁与你相近相随

捡起青海头无人收拾的白骨

想念庾开府鲍参军俊逸云飞

纵酒放歌用诗填满一个个白日

江船火独明但见四野云俱黑

萧管哀吟感动不了神和鬼

新鬼烦冤还有旧鬼哭声如雷

可知翻手可作云覆手便是雨

东入海西去秦究竟谁是谁非

好雨不总是在当春时节

济时豪情寂寞壮士怎念安危

文武衣冠天边邀君来作客

谁与你仰视云中百鸟飞

知你是天地间飞翔的沙鸥

吟诵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谁看见黑夜泪满英雄衣襟

谁能解冠盖布衣谁不卑微

二

○

一

一

年

第

十

五

期

心灵的牧歌

□

汤松波

（三章）

陈

惠

芳

摄

蝶

恋

花

文艺

评

论

———读 《非凡秋天》

来自生活的鲜活与感动

□

阎真

李物华 作

岳麓枫红

（国画）

□

邹

放

平

柳宗元， 唐宋八大

家之一， 被贬居永州愚

溪

10

年， 留下许多脍炙

人口的名篇。 笔者有幸

寻访先贤故地， 领略仙

风 遗 韵 。 感 触 震 撼 之

余， 吟成几首小诗， 以

抒心境。

愚溪怀古

怀

念

父

亲

□

宋

建

民

父

亲

（

油

画

）

罗

中

立

写

给

诗

人

□

朱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