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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是乡愁
（外一首）

过海峡
一页页一面面
是余光中的诗笺
写百年乡愁飘云烟
天苍苍海蓝蓝
何时听衔泥旧燕

一幅幅一篇篇
是于右任的书卷
寄春秋乡思望高山
金门酒澎湖湾
何处寻家山一点

� 一片片一团团
是郑成功的云帆
扬家国梦想数百年
基隆港高雄滩
何人祭妈祖宏愿

一曲曲一段段
是邓丽君的歌弦
唱千种风情逐微澜
阿里山日月潭
何物种血脉心田

7岁的丫丫， 睡觉前， 居然与奶奶
谈心了。 一谈半个钟头。 现在二年级。
小学6年， 中学6年， 大学4年。 大学毕
业， 自己22岁了。 还要读研， 至少也
得二十五六岁。 想到读书之路， 像去
她姥姥家的羊肠小道， 曲折而又绵长。
丫丫说， 读书， 可不能来来去去， 往
往复复， 我要一次性读完。 这样， 不
浪费工， 还节约钱。 孩子一夜长大了！
意外之余， 我晓得， 家训在我们家那
颗幼小的心灵里也灵动起来了。

我们家的家训， 出自千多年前的
老祖宗仔钧公。 是我们天下章氏共同
的家训：

传家两字， 曰“耕” 与“读”； 兴
家两字， 曰“俭” 与“勤” ;安家两字，
曰“让” 与“忍”； 防家两字， 曰
“盗” 与“奸”； 败家两字， 曰“嫖”
与“赌”； 亡家两字， 曰“暴” 与
“凶”。 休存猜忌之心， 休听离间之言，
休作生愤之事， 休专公共之利。 吃紧
在尽本求实， 切要在潜消未形。 子孙
不患少， 而患不才； 产业不患贫， 而
患喜张门户； 筋力不患衰， 而患无志；
交游不患寡， 而患从邪。 不肖子孙，
眼底无几句诗书， 胸无一段道理。 神
昏如醉， 体懈如瘫， 意纵如狂， 行卑
如丐。 败祖宗之成业， 辱父母之家声；
乡党为之羞， 妻妾为之泣。 岂可入吾
祠而祀吾茔乎， 岂可立于世而名人类
乎哉！

挂在我们家， 是由同宗书法家书
写的。 裱成金底卷轴， 古色古香， 闪
着幽光， 绵密地锦绣着古往今来一路
历史的辉煌。 又由县里一个同宗太老
爷， 欲与台湾章氏盛会前， 远道带回
送我的。

首先， 是并不同宗的邻舍看了叫
好。 对门郑老师， 曾当中学教导主任，
逐字逐句抄了去， 工工整整， 以课子
孙。 再来， 竟然倒背如流， 奉为圭臬
不提。

我也奉为至宝， 未曾谋面的同宗
文友， 去电推介， 时在广州的两个堂
妹， 我也手机下载。 要知道， 他们夫

家肯定都不姓章， 非为金玉良言之成
色， 是很有点犯忌讳的。

我还给妹妹们讲了留下家训的仔
钧公和练夫人的故事。 他们， 让家训
物化成了穿越历史风烟的一尊巨像，
外化成天下章氏子孙遵循家训的时空
穿透力。

以下为笔者为星沙 《章氏族谱》
七修所作序言之节选， 对“全城” 史
实， 略有阐释：

祖德绵长， 广修阴骘。 太傅仔钧，
夫人练氏。 五代南唐， 适逢乱世。 保
境安民， 独树一帜。 二三十年， 民沾
福祉。 边、 王二校， 授之以职， 后犯
军法， 夫人救之， 逸投南唐， 恩被于
兹。 后时为将， 攻破城池。 太傅已逝，
练氏居此 。 二将亲往， 叩拜练氏：
“屠城奉旨， 已成定势。 屠城之时， 白
旗门植。 满城杀尽， 恩人免死。” 一概
不受， 金帛旗帜： “若感恩义， 罢屠
城池。 必欲屠之， 我请先死！” 二将大
恸， 全城免之。 十万百姓， 感恩练氏。
懿行美德， 竞相传世。 《全城》 一传，
庆历御制。 “百代派歌”， 亦为帝赐。
“全城” 文化， 光耀百世， 铜像巍巍，
建瓯耸峙， 少年宫前， 厥墓旧址。 芝
城之母， 福泽永志。 祖训昭昭， 家风
奕奕。 诗礼传家， 然诺重义。 大爱人
伦， 相友相师。 和气致祥， 书香继世。
世代恒多， 读书种子。 流长源远， 荣
耀史志。

丫丫少年励志， 稚气地规划了她
的成才家国梦， 家训家风， 于新的一
代肇始初萌， 一路传承。 她至少读懂
了家训中的部分要义。 真正长大， 可
以预言， 她将从祖训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锦囊宝匣中， 吸取更多宝贵的营
养。 感恩祖德， 秉承家训， 我又记起
我为追思敕封琅琊王的仔钧公和渤海
郡君的练夫人而作的 《望海潮·蒲城祭
祖》：

天连诸省， 山延两脉， 金盆水注
三江。 牛鼻史牵， 猫身火冶， 瑶琴桂
韵宫商。 寻祖古城邦。 宛如蔼然在，

院一坟双。 车列蟠
龙， 旗扬翥凤， 共
绵长。 西岩耸峙高
昂。 想琅琊业显，
渤海仁彰。 国柱瓯
西， 藩屏闽北， 全
城泽被遐方。 瓜瓞
便煌煌。 域外寰中
聚， 齐仰芬芳。 自
是心香一瓣， 有限
颂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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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宗玉

早先， 我在城市最喧嚣的地方
上班，干的也是最喧嚣的活儿。它与
我沉静的性格不合。憋了16年，终是换了工作，
从河的东岸，搬到西岸。现在，我呆的地方很安
静，除了阳光、风声和雨滴会按时造访，其他少
有热闹的事物来扰。就着窗外伸手可及的绿色，
和庭院高树上的声声鸟鸣，看书或做白日梦，都
有好效果。

偶尔，有人来访，就在文学院回廊环抱的院
落里，用一杯清茶招待。树底下，言笑晏晏；树枝
间， 鸟语清脆。 阳光把探出白墙青檐的树冠镀
亮，凉阴则留给树下藤椅上的人儿。也有阳伞，
不为遮阳，而是怕调皮的鸟雀在上头撒野。

作协组织作家参观大河西先导区。 我这才
发现，整个河西的发展态势，都如我们文学院那
么美好。只是，文学院不过弹丸之地，要让它成
为“美好”，还是挺容易规划的。而大河西先导
区，总面积达1200多平方公里，那需要多雄伟
的大手笔，多神奇的想象力，才能将它布局成都
市人的心灵梦境呀！

文学院东邻，沿湘江西岸，精美绝伦的滨江
新城正破土动工。 它将成为以现代金融商务为
核心，以文化、休闲、旅游综合商圈为驱动引擎，
以都市居住为依托的复合型新都会中心。 它将
成为大河西先导区一颗璀璨明珠。 若要拿文学
院比拟，就如院里的阅江楼吧。繁而不乱，闹而
不喧，文人雅士喜欢在此聚会。

文学院往西几公里， 便有一面明镜似的大
湖。仿佛眨眼间，梅溪湖就由昔日的葡萄沟变成
了3000亩水泊。此后，不再只有“湖”名，而无
“湖”实。湖心有岛，岛上有奇花无数，开得正旺。
春天里各种事物的美好， 都可以在岛上找到答
案。从波光潋滟的湖面望过去，对岸青山碧黛如
洗，密密的春林里，有高楼幢幢，点缀其间。人工
和自然互相衬配，不显突兀，也不喧宾夺主。邻
湖而居的人们，夜里手可掬月，心可养灵。如果
说， 我们文学院那片环廊围抱、 银桂溢香的绿
地，是一颗脉息均匀的心脏。那大河西的心脏，
便是这梅溪湖了。

文学院往南三公里， 是大学城。 岳麓山很
大，它宽阔的绿袖将整个大学城都拥入怀中。遮
天蔽日的古树多不胜数，它是大河西的肺腑。

再往南十公里的样子，是洋湖湿地公园。过
去水患无穷、蚂蟥潜藏之地，如今成了中国内陆
城市最大的湿地公园。芦苇、菖蒲、金鱼藻、荷
花、睡莲、细叶莎草、慈姑、水生美人蕉、水生鸢
尾……哎呀，众多的奇花异草被移植过来，间杂
生长，看似无序却有序，看似杂乱却不乱……好
浓好浓的香气， 浓到水湾里的小鱼们都要沉醉
了似的。

据说，将来围绕洋湖湿地公园而居的，多是
国际著名大公司的总部。 如果洋湖湿地公园真
可比拟成孕育生命的美地， 那么这些毗邻而居
的大公司总部，应该都挺富有创造力的吧？

大河西先导区还有更多核心开发区， 只因
时间有限，我们那天没有一一游赏了。我想今后
总会有机会吧？

说到底，先导区的核心词应该是“和谐”二
字。我是想，布局合理的文学院真可成为先导区
的“和谐”样板呢。而一个个单元的小和谐，集结
起来，便构成先导区的大和谐。

我祝愿那种“大和谐”能早日出现。

若干年前我做学生的时候， 作文以假
话居多。 老师出了一篇命题作文， 《读岳
阳楼记有感》， 结果不难猜测， 众口一词
是先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
其目之所及的天下只是中国， 他弄不清地
球是方的还是圆的， 更不知道人们的皮肤
竟分几色。 我们的起点高于古人， 知道地
球几大洲， 世人分为几色， 缺陷在于， 坚

定地认为天下只有中国人乐， 而其他各
色人等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的

责任， 是叫他们也快乐。 现在看出
来了， 我们要乐的事， 有的国
家肯定不乐， 有的更加歇斯底

里地不乐。 倒是我们不
乐的事， 他们或是
偷着乐、 明目张胆

地乐。
所以就有人渐渐明白， 人得自己先乐

起来， 千万别吊着个马脸， 像别人都欠你
几百吊钱， 惹得旁人尽皆不乐， 这也属于
环境保护的范畴， 非常重要。 有朋友给我
发来个帖子， 列举了人生四十乐事， 让我
对照着打打分 ， 以此测验自己的幸福指
数。其乐事如下：高卧、静坐、尝酒、试茶、阅
书、临帖、对画、诵经、咏歌、鼓琴、焚香、莳
花、候月、听雨、望云、瞻星、负暄、赏雪、看
鸟、观鱼、漱泉、濯足、倚竹、抚松、远眺、俯
瞰、散步、荡舟、游山、玩水、访古、寻幽、消
寒、避暑、随缘、忘愁、慰亲、习业、为善、布
施 。这些举止都怡情 ， 都散淡 ， 都高雅 ，
不少还有极高的艺术含量， 倘使人们都修
炼到这个分上， 生活的湿地上会聚满闲云
野鹤。

我粗粗估摸了一下， 体验上述种种，
涉及人的手足眼耳鼻舌身， 要充分调动全
身官能。 不仅如此， 还得有闲、 有心、 有
才、 有艺、 有情、 有义。 高卧， 静坐， 负
暄， 散步， 消寒， 避暑， 不难， 无论高矮
胖瘦， 聪愚勤懒都行。 谁也无权剥夺任何
一类人的欢乐， 否则就违背了人权法则。
尝酒， 试茶， 咏歌， 看鸟， 观鱼， 游山，
玩水， 荡舟， 也难不到哪里去， 无论自己

感觉怎样， 只要连声道好， 总归是出不了
大错 。 而候月 、 听雨 、 望云 、 瞻星 、 漱
泉、 濯足貌似简单， 要分离出蕴涵其中的
快乐因子， 围绕着内心做高速运动， 让一
股真气涌入丹田 ， 再徐徐吐出 ， 此乐何
极？ 人一旦做到这个份上， 是需要一点境
界、 一点才情的。 木桩子似的楔在那里，
瞪着月亮星辰发呆， 或是机械地漱个口洗
个脚， 绝对体验不到乐从何来。 这需要功
夫和悟性， 从一滴水中感受到沧海味， 由
此及彼 ， 心骛八极 ， 良有以也 。 至于鼓
琴、 焚香、 莳花、 倚竹、 抚松、 随缘、 忘
愁、 慰亲、 习业、 为善、 布施诸般， 已经
属于高级别的精神范畴， 身体力行乐则乐
也 ， 其高妙的境界恐怕不少人是高山仰
止。 比如我自己， 倘若无事时在几杆细竹
旁兀自靠着 ， 或是围着一株枯松摸来摸
去， 自己乐不乐不好讲， 但旁人看见一定
大乐特乐。

其实， 人们要找到几件让自己高兴的
事情挺简单， 轻松、 随意、 自然即可， 东
施效颦， 硬往一些固定的程式里套， 是找
不到真乐趣的。 我所喜欢做的， 有闲暇就
读点书， 寻章摘句， 每每乐不可支。 某日
看到鲁迅所言： “试到中央公园去， 大概
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儿在玩的。 这
位祖母的模样， 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
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日后的风姿， 也
只要看丈母。 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
但总归相去不远。” 阅后捧腹， 说给同事
听， 很有几位默然不语， 不消说， 他们正
是用丈母娘的模样推测夫人光明未来的轮
廓。 说破英雄惊煞人， 一时茅塞顿开， 众
人喜从中来， 且不管缘何而乐。

缘何而乐

作家看两型
中国梦·文学梦·湖南篇章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
省委外宣办
湖南省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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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庭
杰

□刘永学

□石光明
走过了春，
走过了秋，
走过了岁月风雨后，
还望儿时青山月，
还牵童年河边柳。

青梅笑枝头，
竹马也风流，
又剪东坡晨飞燕，
又骑西湖暮归牛，
堂前问亲友，
邻家已丰收。

走过了乐，
走过了忧，
走过了沧桑岁月稠，
还敲乡情凤阳鼓，
还唱乡音信天游。

长江万里舟，
武陵拦门酒，
何时送客横塘路，
何处星火是瓜洲，
枫桥再回首，
更上小山楼。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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