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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仲池

冬天来了，寒冷悄悄地降临到位
于高山之巅的都岐村。 走进村子，我
看见老人们穿着厚厚的衣衫，孩子们
的脸冻得红扑扑的，夹在茂密的松树
林中的枫树叶子已被寒霜染成一片
殷红。红色点缀着浓绿的山峦，景色
变得更加鲜丽。

到村口迎接我们的向启明，虽然
已年过半百， 当了10多年的村支书，
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双目放射着明
亮的光芒。他兴奋地领着我们翻坡过
坳。一路上，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讲
述村上的变化。 当他讲到新建的药
材、烤烟、柑橘、葡萄、苗木基地和新
发展的猪牛羊鸡鸭养殖大户时，停下
步子说：“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给全国人民铺展了实现全面小康
的蓝图。 党中央提出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摘掉贫困帽子的重大举
措。这让我们吃了定心丸，扎下致富
根，圆了小康梦。”

向支书的话， 深深打动了我的
心。我想起去年到三亚采风，听到习
总书记在玫瑰谷考察时说的“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的话，当时就感触
到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视
关心。 我这个曾经做过农村工作的
人，更是感同身受，浮想万千。我即时
就写了一首歌词《心向大海，玫瑰花
开》。今天，我来到了省文联的扶贫联
系村， 看到乡亲们奔小康的动人情
景， 怎不感到高兴和深受教育呵！之
前， 我已从驻村工作队员小雷那里，

了解到都岐村的基本情况。这个村有
200多户人家，2014年人均收入2180
元， 全村已被确认的贫困户有44户，
共223人。按照“一对一”的帮扶要求，
我们文联的干部就联系了40户，并建
档立卡，明确了帮扶责任。经过一年
的努力，“精准扶贫”初见成效，预计
今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可达3700元。

不知不觉， 我们就走到了新修建
的村上文化活动广场。 一群老年人正
在这里自娱自乐。他们有的在拉二胡，
有的在敲打锣鼓，有的在吹唢呐，有的
在跳舞，真是各显其能，各得所乐。看
到老年人的笑脸和欢乐的演唱， 谁会
想到这是贫困村呢！见我们到来，一个
名叫向显云的村民主动给我们表演他
自己创作的快板节目《同建同治》。表
演结束，我特地找他要了原创手稿。现
抄录其中两段，我觉得颇有意味：

我家坐落在都岐，依山傍水小山村。
以前村庄一片乱，到处垃圾臭气熏。
你怨我来我骂你，相互争吵不安宁。

自从村委换了届，好似枯木又逢春。
先从思想来引导，民风淳朴得重生。
精准扶贫齐心干，同建同治面貌新。

这就是一个普通村民的心里话。
他表达了全村人的期盼和同奔小康
的自豪。多么好的老乡呵！他们心中
的向往是如此的实在， 如此的明媚。
我看着从村道上跑来的男女乡亲，还
有抱着小孩的年轻母亲，他们脸上都
绽开了喜悦的笑容。我的心异常地激
动。谁说这里偏僻、闭塞、遥远、落后？你
看，乡亲们多像这山上挺拔的树木，正撑
开一片高山之巅的艳阳天。这是一片升腾
热气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奔涌绿色
的土地， 这也是我们文艺家安身立命的
热土和创作源泉。

我们在一起自由轻松地座谈起
来。老乡们向我们工作队提出了帮助
解决人畜饮水、整修机耕道、加宽乡
村公路和新修过河桥的要求。尽管我
们能力有限，但我当即答应，一定帮
助他们去省里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支
持。其实，我知道村上要在三五年内
脱贫，任务还很繁重，压力自然不轻。
可当我看到村干部和乡亲们的这种
坚韧不拔和立足自力更生的自立精
神时，我被深深地感动。我对他们说：
“都歧村我们会常来的。”

穿过田埂， 刚收割完晚稻的田
垅，袒露出一片金黄的色泽，仍然可
闻到泥土与稻谷的香味。 坐落在山
边、 溪畔的栋栋新盖的红砖瓦屋，被
绿树簇拥，小桥、篱笆、菜园点缀，宛
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时，从土
屋、木楼传出的缕缕朗朗笑声，又给
山村增添了蓬勃活力。

都歧刚走进了大自然的冬天，可
春天的花蕾也正从枝头醒来。

周伟

草上云，草下溪，白云深处有人家，
溪水静山无尘埃。

小溪边有一个提着蛇皮袋的女人，
手上紧握着一把长长的柴刀， 她的眼睛注
视着面前的小溪。有人问，莫不是在放鹅？有
人问，莫不是在捉鱼？有人问，莫不是找
寻什么宝贝……草下的小溪，安静地缓
缓流淌，溪水浅浅，清澈见底，水中的石头，
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高耸或躺卧……

我们一个个漫步在高处， 在云端，
看着在低处的溪水和在溪水中那个行
走专注的女人，我们猜不透她，但我们
被吸引。终于，一个当地的老人解了我
们的疑惑，他说这女人不为别的，就是
在水边捞那些丢弃的矿泉水瓶子和塑
料袋，要不然这水哪有这么清？有人问：
那要付工资么？老人一脸的不屑，说：都
是这方山水的人，自家屋里的事，还要
付什么工资？

吃过中饭后，大家都争先恐后要去
看罗溪龙头三吊胜景，我却独个儿行动
了。是的，我早想去看那个文化站的老
人了。他叫谢洋生，今年84岁了，是一直
在大山里默默守望的文化人。来到谢老
的木屋前，我看见有一堆砍好的柴火寂
寞地躺在屋檐下，码放整齐，堆得老高。
掏出手机， 我前前后后一连拍了好几
张。拍照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老人
在屋檐下挥舞着一双干瘦如柴的老手，
举起斧头，噼噼啪啪，噼噼啪啪……老
人神情沉默间，那堆干柴竟熊熊地自燃
起来，竟还旺旺地欢笑着。

对于老人， 我没有太多的了解，只
知道他在乡里文化站干了四十多年，只
知道在这个大山里有文化的事儿必是
少不得他，只知道他琴棋书画，吟诗作
词，对联剪纸，红白喜事，出黑板报，刷
标语，喊广播，打报告，写诉状……无一
不懂。有事了，一声喊就是了。

大门半开，矮矮的护门关着，想是
主人不在。从护门上看过去，堂屋的木
墙上挂着一副裱好的对联： 暑至听泉
静，春来访主贤。我没有敲门，也没有去
问隔壁的邻居，我不忍打扰这一屋的静
和想象的美好。往回走，在桥头迎面碰
上老人的儿子、 年轻的文化站长小谢。

小谢见了我，说：找我父亲吗？我也是回
来告诉他，晚上乡里要搞篝火晚会。小谢告
诉我，老爷子以前总要上节目的，现在年纪
大了，但每回少不得要守到半宿的。

谢老从外面管事归来，邀我进了他
低矮的书房。老人耳聪目明，回忆起点
点滴滴清晰如昨。他听我讲了这次采风
活动的主题后说了一句话：扶贫更要扶
文化。老人说这话时安静地坐着，我听
了他的话却一番坐不住了。我想，老人
把他一生中对文化的礼敬和对家乡的
热爱，都化成这短短的一句话。这是一
个文化老人振聋发聩的要义真言。也
许，我们应该是要好好地反思一下。

我走的时候，谢老说自己编好了一
部《文人墨客瑶山情》，嘱我能写点文字，
我没有理由不答应。临走时，老人从书
架上取出一块石头，执意要送给我。他说，
这是块安静的石头，陪伴他安安静静几十年
了。我捧在胸前，沉甸甸的。

从谢老家出来，沿着小溪，我一路
缓步慢行。远远地看见溪水中央有一块
半蹲的白石，走近了看，白鹅一只，缩颈
半闭其目，睡态蒙眬。水清澈，风过耳，白鹅
似石，石似我，我心安然。对文化，对人生，我
有了清晰的决断和真心的懂得。 望远处，那
片青翠的大山就像一块静卧了千万年的大
石头，它的缄默就是对大山的守望和希冀。

在宝瑶古寨，几处老木屋前，我见
着几个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我们去的时
候，花鼓戏《儿大女大》正在这里拍外景，
这本是大山里的新鲜事，但孩子们并没
有多少的好奇和热情，他们下着他们的
五子棋，丢沙包、打弹珠、捉迷藏，玩老鹰
捉小鸡、跳田字……不知是谁家的老婆
婆，她一早就在一块大石板上安然地坐
着，也不看天，也不看地，也不看眼前热
闹的世界。我有些担心，老婆婆这样坐
着坐着， 也许会一眨间坐化成一块石
头。倏忽，一朵花开的疼痛灼了她的眼，
她忽然感到后怕，儿大女大了，如鸟似
风般悄无声息地飞走了。

村子里还是那般安静，就像村前两
棵古老的鸳鸯银杏树，静静地守望千年，见
证着风雨爱恋和沧桑世事。我想，安静在这
里，仿佛是一种功课，一种力量。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我多想做一
块安静的石头！

向午平

这是古丈县一个平凡的村庄，就如
湘西山区里很随意生长的一棵草或一株
树。因为撒落在酉水之南，故名河南村。

其实， 有很多人都见到过这个村
庄，却没有几个人能记得起，她就是别
人旅途上偶尔擦肩而去的过客。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过客，却一直
在用自己的方式，与王村这个千年古镇
进行着近百年的对话。对话，却不平等。
王村，处在酉水之北，承接了无数的繁
华与喧嚣；河南，卧于酉水之南，只能见证
一百多户村民的起居哀乐。从滔滔激流到如
镜平湖， 酉水的变迁对南北的村庄是公平
的， 但王村在岁月的风尘里长成了一名
古典婉约的大家闺秀，河南却让时间淘
洗成了一个简单粗犷的乡野汉子。

一艘小小的渡船， 一把轻巧的木
橹，一个精瘦的老人，构筑了王村与河
南最近的水上通道。这通道很短，再慢
的木橹也不需要摇过五分钟的时间。但
透过历史的烽火，这通道却又是十分漫
长。就在这通道的水下，淹没了用四块巨
石刻成的“楚蜀通津”四个大字，淹没了一代
文学大师沈从文从山里走向世界的铿锵脚
步，淹没了无数土家汉子追波逐浪时从灵魂
深处吼出来的《酉水号子》，也淹没了公元
前206年开始一直统治了该地740多年
至今却仍然像谜一样的酉阳县城……

拾级而上， 踏进河南村的土地，就
是踏上了一个古代的战场。一个小小的
村庄， 竟然密密麻麻地分布了一百多座
战国以来的古墓群，出土过陶、铜、铁器，有

各种古代兵器、钱币、印章和生活用具。可以
看出，金戈铁马的嘶鸣曾经在这里嘹亮，楚
巴文化的融合曾经在这里上演。

然而， 历史的尘埃终究已远去。作
为现实的村庄，河南却是年轻的。最初
的河南村，只有很少的人家散居在这重
丘叠岭的坡坡湾湾。 上世纪70年代初，
酉水河形成了水库，山脚下的住户搬上
了山， 河里漂流的船上人家靠了岸，河
南村才变为了固定的家园。原来的家园
苦呀，到处是四壁透风的茅草房；原来
的家园穷呀，“一年需借半年粮”。而对面
的王村，却因为一部电影《芙蓉镇》的拍
摄和放映逐渐声名鹊起，山外的声音和
脚步为沧桑的古街编织了一个全新的
梦想。一水之隔的河南村却沉默了。

上山吧！有人说。于是河南村人扛
上锄头，握紧钢钎，抡起大锤，披荆斩棘
凿石开荒。没有人喊苦，没有人叫累，没
有人半途撤下山去，河南村在距今两千
多年的古战场上拉开了新的序幕。

一边是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的劳作，
一边是老街旧居寻幽探古的欢笑；一边
是茅草棚外昏暗的月光，一边是吊脚楼
里明亮的灯火；河南村第一次主动与王
村展开了反差强烈的对话。

当一丘丘的苗木茁壮成长了的时
候， 当一颗颗的果实缀满枝头的时候，
河南村就像一把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出土的青铜宝剑，斩除贫困走向富裕。

河南村的支部书记有一段很有哲
理的话：透过王村的风景，我们会看到更美
的希望。王村是一幅画了千年的古画，而我
们才刚刚落笔，一定会比她画得更好。

编者按：
2015年底， 湖南省文联主

办“武陵追梦”湖南省文艺家采
风创作活动，组织4个文艺采风
团120名文艺家，分赴自治州花
垣十八洞村、泸溪县蒲市镇，怀
化溆浦洪江， 邵阳武冈城步等
地采风创作 。他们走村进户 ，
访困问需 ，访贫问计 ，了解 、
考察当地特色文艺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 ， 在基层群众中寻
访艺术的源头 ， 到民间现场
寻找创作灵感和素材 ，讴歌、
演绎武陵山片区人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生动故事。 择其作品
刊发，以飨读者。

林涛

大园，水口，罗溪，高沙。
这几个地方，是我们此行“武陵追

梦”邵阳采风团的落脚点。做梦也没想
过，武陵追梦处，就在家门口。

世界很大，又很小。一路追梦，我
们始终绕不开一条路———湘黔古道。

大园古寨，古道上的店铺，凄凉破
败，风光不再。水口老街，古道上的廊
桥，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罗溪宝瑶，古
道上的驿站，西风瘦马，宛若烟云。高
沙古镇，古道上的码头，千帆散尽，蓼
水无声。

曾经的喧嚣，曾经的繁华，曾经的
荣光，随着时光的更替，都悄然走进了
岁月的深处。留在古道青石板上的，只
有历史的碎片，文化的残存，先人的遗
梦。

湘黔古道，发端于西汉，鼎盛于明
清。“上控云贵，下制长衡”。是一条贯
穿长沙、衡阳、宝庆、洪江，直通云南、
贵州的重要商道，被誉为“南方丝绸之
路”。在洞口和绥宁境内，横亘雪峰山，
绵延数百里，沿途有码头，驿站，客栈，
商铺，烟馆，赌场，青楼，风光无限，风
月无边。

诗仙李白流放夜郎（今新晃），诗
家天子王昌龄左迁龙标（今黔城），都
在湘黔古道上，踟蹰彷徨，望北垂泪。

吴三桂客死衡阳， 其旧部败退云
南，也亡命于湘黔古道。

长路漫漫，云烟悠悠。千百年来，
这些发生在湘黔古道上的故事， 展现
出的，是一条条追梦之路，它们是生存
之路，财富之路，文化传播之路，神秘
历史之路。

“湘黔古道越磐山，陡路羊肠十八
弯。 岩瀑飞鱼临趣汊， 锡坡滚马望雄
关。”这首诗，题刻在水口乡新哨村磐

山锡坡的一块巨石上。1935年冬，贺龙
和肖克率领红二、六军团，北上抗日，
路过此地，时值阴雨，坡陡如梯，路滑
如油，一匹战马失蹄，滚下悬崖。红军
有感于古道的险峻，革命的艰苦，赋诗
一首，铭刻于此。

水口乡大胜山的盘山公路边，耸
立着一座刚刚竣工的纪念碑。 绵绵阴
雨中，透过车窗，竖写的楷体碑名，清
晰可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雪峰山会
战纪念碑”。1945年4月， 中国抗日战
争最后一战———湘西会战（又称雪峰
山会战）全面打响。历时近一个月，中
方大获全胜， 洗刷了近百年来中华民
族饱受外侮的耻辱。

锡坡滚马，雪峰山会战，这些发生
在湘黔古道上的故事， 昭示的是中华
民族英雄先烈的追梦之路。 民族英烈
追求的，是一条抗日救亡之路，民族解放
之路，自由独立之路，世界和平之路。

本次“武陵追梦”采风的任务，是
围绕大湘西扶贫开发主题， 开展文艺
创作。每到一个扶贫点，我们都实地考
察扶贫项目的实施情况，走访村民，开
展座谈。行走乡村，亲近大地。一路风
雨，一路欢笑。

一天上午， 我们去查看水口乡候
家村的竹林大道。 细雨飘洒， 无休无
止，挖掘机刚刚开出的黄泥路面，金灿
灿，滑溜溜，一踩一脚泥。村干部告诉
我们，拉通一条竹林大道，老百姓采伐一
根竹子，就可以节省5块钱的力资（扛竹子
的工资）。这种扶贫的效果，立竿见影，一
目了然。

听着开心万分的讲述， 望着碧波
荡漾的竹海，我强烈感受到，正在发生
的扶贫故事， 使湘黔古道再度成为追
梦之路，这条路，是大湘西人民的共同
富裕之路，兴旺发达之路，民族团结之
路，光明希望之路。

都岐村的笑声

追梦
之路

与千年古镇
对话

安静的
石头

泸溪浦市古镇有感
谢子元

闻说屈子旧行期，
骚客寻踪沅水湄。
文艺采风兼采雨，
田园多梦复多诗。
高腔婉转当年恨，
古镇盘回今日奇。
吊脚楼头香袅袅，
兴方浓处画成时。

在穿岩山
柴棚

在穿岩山
竟然读到竹的气息
那箫声流出的泉水
沿着孤独而去
竹心里游弋的鱼
在夜的山冈回望故乡

后来
夜雕刻的夜
青苔一样长在石头上
还有谁会在深秋里
满含秋水
等识香的人
拾走灯光

当夜爱上夜
画笔爱上泼墨般的黑
爱上你低头的那一瞬
俯视过的一粒灰尘
你发现，只有夜才会深藏

广阔
还有什么
不可以醒来

汉诗新韵

� � � �小桥流水人家。 陈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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