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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飞的大雁，掠过十月的天空，大
地依然撒满和煦的阳光。

季节挥舞着弯镰， 在田野里闪着
金光。 稻香阵阵，弥漫在乡村的上空。

秋风吹起枫叶， 把秋天的心事全
部染红。辛勤耕作在田野里的老农，脸
上写满丰收的喜悦， 梦里露出甜蜜的
笑容。

每到秋收时节， 我都会想起儿时
十月的乡村。广袤的田野里，挥镰收割
之后， 我们可以随意的拾禾穗、 挖泥
鳅；宽阔的山里、土里，只要过了封山
育林期，我们便可以爬柴，也可以捡花
生。在我的记忆里，十月的乡村可以调
动每一个日子的积极性， 可以让每一
个大男细女变得精神。

此刻，我痴痴地坐在电脑旁，享受
着城市带来的现代气息。 思念却穿越
喧闹的城市飞到了寂寥的乡村， 我合
上眼帘，让思绪沿着丰收的十月，寻找
乡村的身影，寻找乡村的飞向。

我想，乡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
树叶，每一缕阳光，每一丝空气，都会
在每一个月圆的夜晚， 将思乡的情结
点亮。就在秋风吹拂的夜晚，我多想把
思念插上翅膀 ， 向着家乡的方向飞
翔。

十月的乡村是一幅画， 我要在画
上涂满思念的颜色。

十月的乡村是一首诗， 我要用一
生的激情去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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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夷江边种豆种瓜，
我在辣椒峰采药采茶。
我在山顶上放牧如云的牛羊，
还有那云雾中的赤壁丹霞。
哟嗬嗬———
崀山人家、 崀山人家，
朝如画夕如画朝夕如画！
哟嗬嗬———
崀山人家、 崀山人家，
山入画水入画人也入画。

我在天生桥放声高歌，
我在八角寨吟诗作画。
我在碧水间聆听将军的传奇，
还有那紫霞垌的千古神话。
哟嗬嗬———
崀山人家、 崀山人家，
笑迎春笑迎秋笑迎天下。
哟嗬嗬———
崀山人家、 崀山人家，
走进歌走进画走向天下！

清晨信步踏云中，

不知不觉登顶峰。

满目遍野花红艳，

阵阵花香醉我吟。

举望天空雾散去，

古城处处皆美景。

大厦高楼如森林，

银带飘飘下洞庭。

古韵新弹（三首）
□何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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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长白， 五岳齐肩。
域贯中朝， 千里连绵。
南接辽东， 北极三川。
峰耸霄汉， 日月环旋。
登临斯境， 奇景万千。
白雪漫顶， 霞蔚云翩。
万木竞荣， 百花争妍。
珍禽异兽， 虎啸猿咽。
天池圣湖， 形似碧莲。
呼风吐雾， 清澈波涟。
奔流飞瀑， 万缕银烟。
银河泻玉， 动地惊天。
幽长峡谷， 怪石奇岩。
千百物像， 神态异然。
林丰草茂， 彩鸟翩跹。
温泉水暖， 筋舒血鲜。
健体美肤， 袪病养颜。
神山秀岳， 源溯亿年。
火山冰川， 沧海桑田。

天工神造， 大岭珊延。
地圣天威， 神力灵验。
白山圣母， 法道无边。
大禹亲临， 洪流息焉。
金宗满祖， 虔祷帝连。
康熙乾隆， 诚祭山前。
喋血驱倭， 英武抗联。
靖宇壮烈， 流芳史篇。
今朝锦绣， 八方欣阗。
城乡繁荣， 百姓安恬。
美景祖国， 华夏福缘。
富邦强国， 吾辈当先。
仰慕胜地， 万众趋前。
余虽未达， 梦萦魂牵。
伟哉圣山， 概以诗言：
万座雄峰滚玉澜，
天池碧浪瀑飞翻。
千秋才彦风流尽，
不愧关东第一山。

大热的天，祖父从山上回来，斗笠还未脱下，刀夹子
也尚未从腰上解脱，便径直走进茶堂屋里，拿着他日日用
以饮酒的小搪瓷杯，到酒坛子内舀起满杯酒，一仰脖子，
就一饮而尽。

我母亲不解地说：“爹，你戴着斗篷（笠）进了茶堂屋，
你如何这样饿酒？”

“你不晓得，半日不得水吃，口干得很。”祖父一边脱
斗笠，一边说。

“口干了应该吃水，吃酒不是越吃越口干？”
“水哪里当得酒解口干？”
我母亲更加迷糊了。
我也迷糊了。那时，我还小，尚未沾过酒味，不知道酒

究竟是解渴还是添渴。但是，我知道男人们饮了酒之后，
总是大勺大勺地灌凉水压酒火，便认定酒是火性的物质。
而令我迷惑的是，祖父为何要以酒解渴、以火降火呢？

祖父这样做有他自己的哲学， 但他只是他自己的哲
学家，从不向别人作多的解释。所以，祖父的哲学我一直
不懂，他照旧经常用酒解着渴，照旧让我们疑惑不解。对
祖父来说， 也许这样做是适用的， 也许只是他固执的爱
好。我长大学了哲学以后，我发现哲学家的哲学对于别人
来说都是晦涩难懂的，也许这样深奥的东西，对他自己和
与他一样的人是适用的，或者仅仅是他一种固执的爱好。
因此，哲学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因为解释也并不一定有
用。祖父的哲学也是如此。

我不能理解祖父的哲学， 但是我知道祖父的血是用
酒来养的。一日三餐，祖父都要喝酒，却并不贪多，一小搪
瓷杯而已。其实祖父的酒量并不大，也就两小搪瓷杯。他
却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别人再怎么劝，也只喝到八分
量。因为酒的滋养，祖父做事格外有劲，80岁了还执意要
赶牛下水犁田，不知内情的人还说我父母不孝顺。

当然祖父的身体很好，健康地活到87岁，一生无大病。
即使偶感风寒，也是靠酒来解决问题，一搪瓷杯酒喝下去，
在火塘里生起大火，裸背烤出汗来，洗个热水澡就好了。

一旦哪一日离开了酒，祖父浑身不舒服，像生了一场
大病。那时粮食紧缺，饭都吃不饱，哪里有粮食做酒，顶多
也就做点红薯酒、苞谷酒，数量相当有限，常常接济不上，
祖父就要冲着我母亲发脾气。母亲当家也不易，首先还是
尽量让全家七口人吃上饭，哪怕以蔬菜充饥。因此，矛盾
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母亲的哲学是养家糊口的哲学 ,
祖父的哲学是养血的哲学， 两种哲学在困苦的岁月里必
然发生碰撞。

祖父按照自己的哲学， 用火性的酒养着自己火性的
血，燃烧着自己平凡而炽热的生命，他一辈子把力量献给
生他养他的土地，除了正常的睡觉、吃饭，一直闲不下来。我
怀疑，他生命最后的结束，是因为生命中的某一个环节出
了毛病，血液溶不下酒了，血液之火因酒的缺省而熄灭了。

湖乡的四季，是画家笔下的四条屏，
每一幅都精美绝伦。

我爱湖乡的春天， 爱那金灿灿的油
菜花，为大地披上了一件华丽的衣裳；爱
那布谷声声，叫得人心思荡漾。我也爱湖
乡的夏天， 爱那怒放的荷花像斟满美酒
的杯盏， 让人不醉不归； 爱那飞翔的白
鹭，在蓝天碧水间抒写优美的诗行……

然而，我更钟爱湖乡的秋天！
秋风是神奇的魔术师， 有着点石为

金的本领。一旦它登陆湖乡，万物都将改
变模样。

秋风走过小小池塘， 走过无垠的湖
面，与以水为家的荷花翩翩起舞。荷花在
旋转中摇落了花瓣， 这些花瓣飘落在水
面，宛若一叶叶小舟，载着青涩、稚嫩驶
向了远方。荷花因凋零、枯萎而变得朴实
无华， 它们饱满成熟的果实充满了母性

之美。清澈的水底，肥美的鱼儿耐不住寂
寞，不时跃出水面，似乎是在提醒人们，
在欣赏品尝莲蓬的同时 ， 也请关注它
们———游动的果实。

秋风来到广袤的田野， 向坚守在这
里的庄稼问候。旱土上，经历了太多风雨
的棉花在秋风的抚慰下， 一颗颗棉桃张
开诱人的小嘴，吐露出洁白的花絮，渐渐
地形成了一片银色的海洋。 俏丽的捡花
姑娘踏浪而来，她们唱着火辣辣的山歌，
手指忙碌在银色的海洋上， 像溅起的浪

花，像动听的音符。水田里，稻谷从灰姑
娘变成了头戴金冠的美丽新娘， 青蛙为
它敲响了爵士鼓， 野鸡围着它纵情地舞
蹈。 由一台台崭新的收割机组成的迎亲
队伍，正兴高采烈地行驶而来。

秋风走进果园， 所有的果树都露出
了笑容。眨眼间，青皮的柑橘变得金黄，
仿佛阳光为它们镀上了一层金铂； 一串
串葡萄更加晶莹剔透， 好像是由上等的
玛瑙雕琢而成； 只有洞庭仙桃依旧不改
青涩的模样，但它们青涩的皮肤下，果肉
早已被秋风酝酿成了蜜汁……

秋天的湖乡，果实堆成了金山银丘。
日子，像熟透的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

湖乡的秋天， 无数孩子的梦长出了
翅膀，无数农人的心开满了迎春花。

湖乡的秋天真美， 这是一种成熟的
美，一种富饶的美，一种希望的美哟！

长白山赋
□彭崇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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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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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的酒
□杨汉立

崀山人家
□周飞跃

汉诗新韵

登岳麓山
□曹明岳十月的乡村

□杨罗先

关山风景。 王东波 摄

湘江短笛

念奴娇·凤凰古城①

群峰泼黛，
喜南华叠翠，
林幽溪碧②。
瑞气祥云终日绕，
半岭红霞堪摘。
玉带沱江，
绿湾古镇，
吊脚楼如栉③。
山环水抱，
凤凰声里寻觅。

烽火往昔东门，
残阳卧血，
沥沥回龙泣④。
百里千村连古道，
望断边墙阡陌⑤。
族祖蚩尤，
遗风屈子，
德泽延文脉⑥。
地灵人杰，
垂虹桥上辉熠⑦。

【注释】
①凤凰古城：现凤凰县城，位于湖南西部，西

与贵州松桃、铜仁两县接壤。唐拱三年（687）始设
渭阳县，至宋代设土司。此地有一高山形似凤凰，
称凤凰山。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设凤凰厅，厅
治即今凤凰古城沱江镇。民国二年（1913）改厅为
县。凤凰古城，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
景名胜区。

②群峰泼黛，引用张野《沁园春·泉南作》句：
“千瓴倒建，群峰泼黛，万马回旋。”南华，即南华
山，系凤凰县城内的国家森林公园，东北临县城
和沱江河，西南接田园和群山，呈月牙形环抱凤
凰古城。南华叠翠，为凤凰八景之首。

③凤凰古城民居多为吊脚楼， 建于沱江两
岸。

④东门，指古城东门，曾有战争火烧东门。回
龙，即回龙潭，凤凰古城虹桥下河湾，水面较为开
阔。

⑤边墙，指南方长城。
⑥蚩尤：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中国神

话中的战神。 原为炎帝臣属， 炎帝被黄帝击败
后， 蚩尤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 在
涿鹿展开激战。 传说蚩尤有八只脚， 三头六臂，
铜头铁额， 刀枪不入。 善于使用刀、 斧、 戈作
战， 不吃不休， 勇猛无比。 黄帝不能力敌， 请
天神助其破之。 杀得天昏地暗， 血流成河。 蚩
尤遂带领部属迁徙于今湘西 ， 为苗族之祖先 。
屈子， 屈原。

⑦垂虹桥，指横跨沱江之上的虹桥。辉熠，辉
煌灿烂。

凤阁临江，
听酉水、滔滔不息。
望峰峦、绵绵不绝，
烟波山色。
浣女艄公倚薄暮，
游人商旅从舟楫。
战马嘶、壮士执金戈，
征尘激。
拓荒地，

边陲觅②。
城壕溃，
皆陈迹③。
看河山一统，
万枚秦册④。
古井春秋藏往事，
苍豪简牍书长策⑤。
洞庭郡、楚塞藉风和，
云天碧⑥。

满江红·里耶古城①

【注释】
①里耶古镇，位于湘西龙山县，酉水北岸。远在新石

器时代， 就有人类的祖先在此繁衍生息。2002年6月，在
这里发掘出战国古城遗址。

②里耶，即土家语，意为“拓荒”。里耶位于湘鄂渝黔
边陲，曾为兵家必争之地。

③古城修建有护城河， 后因战争和洪水而崩溃，但
南、西、北三面遗址仍存。

④指里耶为当年秦军进攻楚国的必经之地，从乌江
到川东至里耶。在遗址处发现五口古井，从一号井内发
掘秦简牍36000余枚。

⑤里耶发掘的秦简为官署日志式公文档案，从秦王
政（公元前221年）至秦二世（公元前209年）。

⑥洞庭：洞庭郡，秦所设，为当时湘西地区所在郡，
属楚国。

鸡鸣三府，
一水连千户②。
商旅盛，
街衢布。
吊楼多织锦，
铺店无寒暑③。
狼烟起，
空庭残月无人语④。

旧事边城诉，
胜景清江赋⑤。
翠翠岛，
拉拉渡⑥。
鼓从村寨响，
客自天涯聚。
晴云里，
乌篷浪击霞生处⑦。

千秋岁·茶峒古镇①

【注释】
①茶峒古镇，位于湘西花垣县西北边境，距县城

25公里，始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
②指茶峒位于湘黔渝三省交界， 有 “一脚踏三

省”、“鸡鸣三省”之说。
③吊楼即吊脚楼，为土家族、苗族一种传统建筑

形式。织锦，是湘西土家族特有的民间传统工艺编织
品，土语为“西兰卡普”。

④茶峒为酉水和三省交界处军事重镇。
⑤边城，指沈从文小说《边城》。清江，茶峒江名。
⑥翠翠，沈从文小说《边城》主人公，“翠翠岛”，为

纪念《边城》女主人公翠翠而建。翠翠雕像由湘西籍著
名画家黄永玉设计，汉白玉砌成，高9米。拉拉渡，即用
人力来回拉动一根联结白河两岸的钢索，乘船过渡。

⑦乌篷，即指乌篷船、游览船。

� � � �周游先生70寿辰就要到了，同学们嘱
我写些文字 ，为恩师祝寿，兼纪念那段青
涩懵懂却又激情飞扬的青春岁月。

这些年 ，我像一叶浮萍 ，在这个地球
上漂泊 ，走过的路何止千万 、见过的人何
止万千，“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逐渐
成为了我一种行为的模式、一种生活的态
度。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到中年的我
忽然发现 ，有一个地方 、有一群人我是永
远不会也万万不能忘记的，那就是生我养
我的故乡和教我育我的师长。 周游先生就
是这群人的一个代表。

每每想起先生，我的脑海中总会没来
由地浮现出鲁迅先生的形象 ： 清癯的面
容、花白的平头、眉宇间若有所思的神态，
如果再有一道浓密的八字胡须，扮演鲁迅
不用化妆了……当然， 在那时的我看来，
先生远比鲁迅可爱，鲁迅永远是忧郁的甚
至是愤怒的， 而先生的脸上永远阳光灿
烂，温暖慈祥的眼神中不时透过一丝顽皮
和狡黠。 其实，那时先生不过三十六七岁
年纪 ，用现在的眼光看 ，还处于年轻人的
序列， 但在当时十五六岁的我们眼中，先
生已俨然一副方方正正的长者姿态了。

我们投身先生门下之际，正值恢复高
考之时 ，举国上下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之
气蔚然成风，我们来自全乡的30多个学子
在求知若渴的炽热氛围中来到我们的母
校———宁乡十一中 。 先生是我们的班主
任，讲授语文。 先生的讲授抑扬顿挫、诙谐
幽默 ，深受同学们喜爱 ，每当先生出现在
讲台上，鸭塘一般嘈杂热闹的教室便立马
安静下来， 在先生娓娓而谆谆的讲述中，
同学们轻松开启一扇又一扇知识的大门。

记得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冬天，先生正
在绘声绘色地讲授《鸿门宴》。 忽然，咚咚
咚，有人敲门，先生开门一看，一个女生迟
到了。 按规定，迟到是要在门口罚站的。 先
生正准备开口询问其迟到缘由，只见这位
斗笠压眉、雨披裹肩的高大女生犹如现代
电影里的侠客 ，也不答话 ，一个冷不防冲
得先生几个趔趄，然后直奔座位坐定。 我
以为先生会大发脾气 ，没曾想 ，先生脸上
波澜不惊，他气定神闲地走上讲坛继续开
讲，其时课文正讲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一节，文曰： “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
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 ”先生微
笑着对同学们说：“刚才我差点成了卫士，
险些‘仆地’”。 先生还根据当时的场景把
课文改成了 “女生侧其书包以撞 ，老师仆
地，女生遂入。 ”听着先生诙谐的解读，大
家笑痛了肚子，女生羞红了脸庞。

依我的自知之明 ，我知道 ，那时的我

是一个很平庸的学生。 尽管我读的是理科
班，尽管那年我以15岁的低龄在只有3%录
取率的激烈竞争中应届考取了本科院校。
但是 ，其实除了语文，我的其它功课如数
理化都乏善可陈， 不但喜欢异想天开、呼
朋引类 ，还经常犯欠交作业 、迟到早退的
毛病。 可先生从来没有发过我的脾气，总
是和颜悦色地开导我、鼓励我。

直到成年，我才知道先生的那份宽厚
包容对我的人生影响有多大。 严师出高徒
是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 这个严字，往往
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严格，二是严厉。 先
生给我的印象是严格而不严厉。 严格，是
指先生对教育标准的坚持一丝不苟，在这
一点上，学生必须服从先生；不严厉，是指
先生对教育方法的运用因人而异，绝不呵
斥和勉强学生，而是不断改变教育的方法
以迁就和适应学生———所谓因材施教，大
概就是指的这种境界 。 而先生的这一迁
就 ， 就正好张扬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部
分———个性，使我有别于他人。 我想，这就
是我今天能够取得一点小小成绩的重要
原因吧。

在我看来， 老师有名师和明师之分。
先生一辈子不求闻达 、默默耕耘 ，算不上
名师 ，可他深谙教书育人之精髓 ，擅长识
璞玉于旷野 ，化朽木为神器 ，不失为一位
明师。 得遇明师，人生之幸。 得遇先生，我
之荣幸，我们32班全体同学之荣幸。

����磨
刀
老
人
。

饶
力
民
摄

周
游
先
生

□

彭
小
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