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春联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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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宗仁

雪花远在天边
而年近在眼前

父母早已站在屋檐下
站成一副春联
上联是父亲欲穿的双眼
下联是母亲踮起的脚尖

爷爷和奶奶
高高举起横批
像一对接站的老人
举起了四个大字
阖家团圆

大门
知道为什么
吃年饭的时候
老爷子总要悄悄地
关上大门
还扣上了栅子吗

门合上了
家就团圆了

门再打开
儿女们又要高飞

这张门
张望远方
像父母的双眼
又要盼一年
（作者系岳阳市人大教科文卫委

干部、 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

贺长沙洛杉矶
直航开通

杨跃伟

2016年1月21日， 由海南航空执
飞的长沙直飞洛杉矶航班正式开通。

雨润湖湘，
阳沐加州。
东西半球忙牵手。
太平洋上架天桥，
万里海疆银河度。

洛杉影城，
长沙娱都。
电影电视堪一流。
艺苑明星竞春秋，
快乐制造双城秀。

贺猴年春节

赵焱森

又是神州春意稠，
创新号角舞灵猴。
高科助力舒长眼，
大局开篇展壮猷。
惩腐持将蝇虎打，
治污必令雾霾收。
纵观海宇风烟漫，
我自高瞻逐梦游。

咏猴年

彭崇谷

光阴似箭又来猴，
跃远攀高豪气牛。
驾马追风驰万里，
吾猴今岁更风流。

【仙吕·一半儿】 迎春曲

周成村

韶光万里去又回， 扫却尘霾
愿不违， 又见堂前紫燕飞。 共纷
飞， 一半儿轻柔一半儿美。

丙申新春联

胡静怡

路是谁开？ 问北斗光辉 ， 南
巡号角；

春生何处？ 看三湘垄上 ， 百
姓眉间。

鹧鸪天·猴年咏梅迎新

陈樵哥

一夜东风拂旧尘， 长川喜见
雪殷殷。 村前曼舞芬芳吐， 岭上
高开品格新。

溪水瘦， 月光纯， 冷香入户
不留痕。 会同松竹成盟友， 共向
人间报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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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腾 家深

自从雪峰山顶建起了规模宏大的风电
场，这里就成了摄影人的新爱。

朋友刚买了新车， 说是要进行攀越雪
峰的处女航， 顺便检验一下车辆性能。于
是，在一个雨后放晴的午后，我们三人相邀
上路，目标直指雪峰山巅苏宝顶。

半路上，夕阳西沉，余晖烁金。美景更
激发了我们上顶的冲动， 赶紧顺盘山沙砾
路颠簸前行，终于赶在夜幕落下之前，到达
海拔1900余米的苏宝顶风力发电场区。置
身星河灿烂的苍穹之下，聆听着风机轰鸣，领
略到了令人神往的自然与人力融合的大手
笔，我们惊喜狂吼：苏宝顶，我们来了！

夜幕全然笼罩，苏宝顶伸手不见五指，寒
风刮得人全身冷缩、双手僵木。原本打算在山
顶搭帐篷过夜等候拍日出， 因准备不足而放
弃，只得返回农垦场工区。此时，不远处一束
忽明忽暗的光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走近看
时，只见紧挨三轮摩托的轮椅里，坐着一位戴
鸭舌帽的中年男子，正在借助手电摆弄相机，
那全神贯注的神情， 似乎整个苏宝顶专属于
他…… 与之搭讪才惊讶发现：他，竟是一位
下肢高位瘫痪的残疾人！

他叫李强，属牛，1973年生，原是广铁集
团的一名桥隧工。1999年因工致残， 下肢完
全瘫痪，现只能靠轮椅生活。李强原本也有一
个幸福的家，爱人在坚守4年后，留下3岁的
孩子放下了婚姻。 当时他感到活着已没了灵
魂，看着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不知道往
后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忽然一天，一曲《莲花
开》入耳，把李强从人生的低谷唤起，心也立
刻敞亮起来。他开始改变自己，与人交流多了
起来，就这样慢慢地走到了阳光下。伴随着音

乐陶冶，他又爱上了摄影。而正是音乐与摄影
让他重生。这些年来，他以三轮摩托和轮椅为
伴，从风景中一路走来，先后游历了张家界、
吉首和怀化周边的大部分地方。

登临苏宝顶，一直是李强梦中的渴望。首
次攀行，因雨雾天气不得不在中途返回。这次
雨后放晴，他又迫不及待匆匆而来。阴晴不定
的天，让他心悬着，快到山顶，路烂难行，又曾
几度萌发放弃前行的念头， 但一场“偶遇奇
缘”，坚定了李强力上主峰的信念。

“昨天中午，我准备吃随身带的快餐，忽
然从迷雾中蹿出一群黄牛， 几头胆大的牛绕
着我的摩托到处嗅， 把我还没吃的盒饭拱到
了地上。我不敢乱动，心里也怕，怕一不小心
就被顶翻。一头黄色的大公牛先是嗅我没知觉
的双脚，然后依次往上，从腿到肚到胸，最后嗅
到下额了， 我能真切地闻到它呼出的气息。那
小牛更调皮，嗅我手臂，舔我衣服，拱我座椅，
在我身边‘撒野’。我大气也不敢出，只好在心
里说，我也是属牛的，我们是朋友啊。说来也
怪，牛们嗅完我之后，甩甩尾巴友好地走了，我
就这样被大山的‘主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
接纳了。过后想想，也算是奇遇吧。”

李强告诉我们，苏宝顶之行，他还遇到了
来自洪江的四位摄影爱好者， 和他们交流开
阔了眼界，受到了激励，也收获了感恩。上山
前就听说山上很冷，他当时没太在意，只多带
了一件长袖衬衣。 一张姓影友听说他要在山
上过夜，怕他冷着，便从车里拿出一件外套送
给他御寒，还说自己带有方便面，如果需要可
留给他。荒山野岭能有如此“礼遇”，无论是动
物或人类，都足以让李强铭记一生，也激励他
不屈不挠勇敢前行。

李强终于上到了山顶， 第一次见到了最
高峰的晚霞，心里充满了欢悦。他忘情地欣赏
美景、拍摄照片，把快乐的收获和那份美好的
心境融进了生命的印记里。

晨晖映照着李强的笑脸，是那么纯净。他
奔波于山岭之间，忙得不亦乐乎。我们迎过来
相互打过招呼， 他机警地指着东哥那台被锐
石刺破车轮瘪了的左后胎， 关切地问需要帮
忙吗?待我们致谢之后，轮椅又载着他朝山那
边驶去……

望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沸腾的心里，除
了油然而生的敬重，就是无限的感慨，还有深
深的祝福！

王亚

“年” 是个绵长的字眼， 一年
又一年。 你的这些年尽了， 血脉还
可以躺在儿孙的血管里再过一些
年。 中国人又最喜热闹， 一年年的
衔接处还过一个年。

过年也绵长， 从小年到十五，
你要愿意， 整个腊月正月都算年。
孩子们甚至霜降过了就开始盼。 挂
露了， 打霜了， 离下雪也就不远
了， 第一场雪落下来， 就快过年
了。

冬天里偎在外婆家柴火灶前等
新酒的日子， 是年的序曲。 屋外，
沙子雪已经积了半寸厚， 盈尺的冰
凌在屋檐下挂了一溜。 干瘪而慈爱
的外婆总在红彤彤的灶前坐着， 灶
旁是码成堆的干柴， 从初寒到腊
月， 柴禾一点点变矮。 我蜷在外婆
身侧， 瞪大了眼盯着灶上大锅里的
蒸酒桶， 将白天坐成黑夜， 瞌睡了
才被悄悄抱到雕花大床上睡去， 早
起搓着迷离的眼睛又倚着红粲粲的
火坐下。 外婆则似乎从不曾挪动
过， 除了添柴和偶尔起身用火钳夹
几个红薯埋进灰堆里。 灶上得不停
地添柴， 火上的大铁锅里蒸腾着馥
郁的烟气。 外婆说这是在“滗酒”，
锅里是用酒药发酵了的粮食， 蒸馏
出来的水汽过滤了， 就凝成了新
酒。

出酒似乎总在下午或者半夜，
因为每次我都是在梦里被外婆的一
声“出酒了” 唤醒的。

初酒淡淡的， 像是温水里软软
的掺了一点酒气 ， 再过一阵就
“雄” 了， 看着仍是软糯的水淡色，
咕咚一大口下去也能醉倒在灶边。
我便这么咕咚一口， 从灶膛里扒出
一个煨红薯， 拍拍灰， 就着新酒暖
暖的吃完， 偎着外婆和红活的火睡
一觉， 隔天， 又咕咚一口， 又暖暖
睡一觉。

守着几坛子新酒出了， 第一场
雪也停了， 小年来了。

老家有一种过年的吃食， 叫
“套花”， 二十三就得做。 粳米糯米
掺和了， 打成粉， 再掺了白糖和成
团， 揪一小坨搓吧搓吧成一根长长
的“米绳子”， 再捏吧捏吧成一个
大环套小环的一朵大花。 妈架上油
锅， 把我们做的“花儿” 一个个扔
进锅里炸酥， 就成了。 套花香甜酥
脆的， 我往往一个花瓣一个花瓣掰
着吃， 生怕吃残了它的美丽。

对于妈来说， 小年期间就是一
场兵荒马乱。 洗洗刷刷， 拾拾掇
掇， 买肉杀鸡， 炖肉炸肘子， 还得
给我们姊妹置办新衣。 而对于我而
言， 小年无疑仍是簇新的， 如妈给
我们新制的棉袄， 软软的透着股暄
和。 新棉袄被她规规整整地折叠了
放进柜子里搁着， 我会隔几个小时
就拉开柜门来看两眼， 生怕那簇新
会被关上便一点点旧了。

守着新衣服的欲念饱满到蓬勃
时， 就到了除夕， 衣服果然没变
旧， 但穿它的想头却旧了。 各种吃
食也盼得太久， 以致堆到眼前时，
反倒挑三拣四只拈一两样沾沾牙。
我从小是个忧郁的姑娘， 过年也给
自己找些由头来落两滴泪。 于是，
整个新年的鞭炮声里， 美食在前新
衣服在身却落落寡欢。

唯有十五， 是不适宜忧郁的。
十五的夜是现实版的哪吒闹海， 记忆永

远停留在外婆住的老村里。 老村过年有一大
风俗， 三十请龙， 十五送龙， 为着祈求来年
风调雨顺。 龙是草扎的， 上面插满了点燃的
线香， 在寒夜里呼呼舞来， 浑然就是一条火
龙腾跃。 请龙的仪式不曾得见， 送龙倒看过
几回。

十五的夜饭总是吃不安稳， 随便扒拉两
口就出门。 老村里， 锣鼓钹铙唢呐镲， 喧天
闹腾。 舞龙的尽是壮汉， 穿得极单薄， 想来
不但运动会热， 那草龙身上插满的香火也足
以让空气滚烫了。 锣是总领， 哐当一声， 鼓
点也起了， 铙钹也疾了， 唢呐朝天嚷。 每家
每户都备足了鞭炮迎接火龙， 嬉笑着点了引
信， 一串串扔将过去， 香灰四溅， 星星点
点。 汉子们翻滚腾挪间， 火龙在鞭炮炸响的
烟气里蜿蜒舞动， 一旁还有攥着一大把香
的， 随时准备续上， 那龙活脱脱的， 舞得人
将心悬在嗓子眼。 舞到将近半夜， 将每条巷
子都舞遍了， 才把龙送到河边， 一瓢桐油浇
上去一把火烧了， 才真送龙上了天。 十五算
过完了。

一阵镲响， 一声锣鼓， 年也旧了。
如今， 草龙的余烬也在记忆里灰了， 只

不知那个已经没有了外婆的老村是否还留着
这舞龙的风俗。 我们总是再也回不去这样的
年了。 年年过年， 只围炉守着大鱼大肉看看
春晚就过罢了。

回家
刘晓平

离开那蛙声一片的乡村
来到这车流胜过人流的城市
我们就像追恋花香的蝴蝶
迷失在高楼与车流之间

左手边是森林般的高楼
右手边是蚂蚁般的人流
前方是诱人的欲望
后方是追赶欲望的眼睛

脚下是水泥路面
和水泥路面覆盖的没有挖掘的考

古场
头上是蓝天 和天空中飘飞着
无法落地生根的蒲公英般的种子

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就像大地上的江河小溪
历尽了人间的风风雨雨
却一路山高水长

南腔北调的人流中
乡音是一张身份证
写满安慰、 思念、 信任和信念
汇在一起就是相互疗伤的小曲……

交叉路口的红绿灯
是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一种标志
你我心中都有一张交通网
交通的方向都是回家的方向

■编后
自从湖南日报 《湘江》 周刊和新湖

南 《湘江》 频道发出 《“湘江” 〈回家〉
主题诗歌征集令》 后， 广大读者踊跃
赐稿， 已投来不少佳作。 从本期始，
将择优刊发 《回家》 主题诗歌作品。
欢迎继续赐稿。 来稿投发邮箱：
520091489@qq.com。

轮椅上的风景 年年过� � � � 半路上 ， 夕阳西沉 ， 余晖烁
金 。 美景更激发了我们上顶的冲
动， 赶紧顺盘山沙砾路颠簸前行，
终于赶在夜幕落下之前， 到达海拔
1900余米的苏宝顶风力发电场区。
置身星河灿烂的苍穹之下， 聆听着
风机轰鸣， 领略到了令人神往的自
然与人力融合的大手笔， 我们惊喜
狂吼： 苏宝顶， 我们来了！

新锐

汉诗新韵

刘懿

�正是冬天，却特别怀想秋天。
秋天总是来得不急不缓。周围的落叶被

及时清扫，若不是那暖阳，不是那秋风，从何
处找寻秋天的感觉？北方的秋天，有几分萧
瑟，走在冽冽寒风中，飘落的黄叶划过脸盘，
更多的是凄凉；南国的秋天，则有几分期盼，
走在热闹的大街，偶见飘零的落叶，更多的
是唯美。一个长在南国的孩子，对秋天的落
叶有着特殊的情感。

秋天的落叶总是充满着回忆。总会记得
小时候，伫立在奶奶家门口的老树下，极目
远眺，静静地品味着醇香的秋韵。也会记得
大把飘落的黄叶铺满水泥坪，和爷爷一起打
扫的光景。而今物是人已非，爷爷奶奶去了
天堂，只能借着熟悉的落叶，追忆难舍的光
景。当时，扫落叶是一片劳动的欢乐，因为冬
天爷爷可以用它来取暖；而今望着飘零的黄
叶，只有无尽的悲凉……

盯着落下来的片片叶子， 凝神思索，回
忆着叶子自从发出嫩芽到落下来这一生的
历程，突然，脑海里奇念一闪：它们没有哀
伤、没有悲叹，没有一点诀别的遗憾，难道那
每片叶子都是一位悟透世间生死的觉者吗？
不，答案是否定的。它们毫无觉者那种与世

无牵的冷漠，那坦然、自豪的神情，分明是告
诉送别者：它们曾经拥有风华正茂，曾经拥
有过绿意葱茏，拥有过阳光明媚，拥有过春
和夏的生命。叶落归根,它们完成了生命的涅
槃和升华，它们懂得落叶归根，那是对大地
的一片深情。人亦应如此！

秋天的落叶是坚强的落叶。 秋天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季节，我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我喜欢这个季节。这样的落叶，是坚强的
落叶。你看树上的那一片片黄叶缓缓落下，我
不知道它们落地的那一瞬间有什么感想，可
是我真的觉得它们有好顽强的生命力。 虽然
这个季节它们从那棵大树上飘落了下来，可
是来年春天，它们经过时间的洗礼，穿上新装
又重新装扮春天,为人们遮阳。我也想做一个
和它们一样的人， 因为我遇到了太多我意想
不到的事情，我想为自己加油，为自己打气，
我不想就此放弃。虽然我无力改变现状，但是
我的未来，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落叶在空中盘旋，我的思绪也会随着片
片叶子洒落在老树的脚下，它们仿佛在诠释
着一个哲理：人生如叶，叶如人生。

已经是深冬， 春天已在不远处招手。寒
冷中，想像着，那片片飘落的叶子或许正在
地底下做着春之梦，不久以后，它们将再次
在枝头绽放生命的璀璨。

人生如叶
叶如人生

猴年
诗词联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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