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黄的稻穗摇动着拨浪鼓
喜悦的心田，荡漾层层秋波

———尹爱珍

大雁衔着红叶送去热情的秋讯
明月摇来一船清丽婉约的宋词

———韵依依

孕育了一个整夏
只待听秋里的一声啼哭

———花想容

风儿捎来喜信，粮仓的婚期已定
黄叶正将请柬四处发送……

———江南风

一帘雨落在心弦，深情弹奏
告别夏的痴情，感恩秋的等待

———竹

那只俯卧白杨树巅的蝉鸣
只一嗓子，便唤醒了千里之外的秋风

———横撇竖捺

秋的私语，躲在叶与叶的间隙里
蝉鸣唤醒沉睡的心灵，栖息在乡村的梦中

———少彰

秋风揪痛树叶，赶走盛夏的酷热
果实羞红了脸，被釆摘的人们嫁向远方

———碧荷田田

太阳偏西，一个人走在返乡的途中
大地的皮肤上，满是果子滚动的声响

———黛玉

雀鸣虫喧，丝丝映眼
夜色点燃蓝天白云包裹的金秋

———艾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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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顺

在蝉鸣拉长的夏日里， 我们从事雪
峰文化研究的团队驱车经过一个又一个
乡镇，进入白鹭点点的竹山，穿过扬花黑
须的包谷地， 直往雪峰山下的河谷寻访
那座慕名多日的“红军桥”！

王震将军1986年11月18日为《红军
长征在怀化》 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我借这个机会谨向为人民的解放事业
而长眠在怀化这块土地上的红军烈士表
示深切的悼念； 向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
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当年大力支援红
军的怀化地区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问候
和感谢。”红军长征途经怀化时，王震将
军是红六军团的政委， 他的话表达了红
军与怀化人民的深情。

怀化地处湖南西部的雪峰山腹地，
当年红二、 六军团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队
伍途经这里的10个县、 市，4座县城，147
个乡镇，990多个行政村，历时两个多月，
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红二、六军团在辰
溪、溆浦一带“扩红”近2000人，两支红军
队伍还在这里与敌人进行过几十次大小
战役。如今虽世殊事异，但红军精神仍影
响深远， 这里留有多处肃穆的红军纪念
地、雄伟的红军纪念碑，尤其雪峰山区的
人民为怀念红军而命名的数座“红军
桥”，更是一道精神的风景。

我们要去寻访的这座红军桥， 是雪
峰山区数座红军桥之一， 它在溆浦县小
横龙乡大同村境内。 三孔双车道的水泥
桥连通着两岸亮丽的民居。 桥上车来人
往，络绎不绝；桥下碧水映天，浮光耀金；

桥头古柳成行，雀噪蝉鸣。站在桥上闭目
遐想，仿佛又听到当年红军的脚步，看到
当年红军在这里“扩红”的情景。

这河上自古没有固定的桥梁。1935
年， 贺龙率领的红军长征队伍来到这里
宣传群众，撒播革命种子时，走的是浮在
水花激流中的临时木桥。 住在桥头的13
岁少年贺芳齐就是听了红军宣讲的道理
之后，走过这座木桥，跟随“扩红”的队伍
走上了长征路。 贺芳齐历经二万五千里
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
加创建空军导弹部队以及唐山地震抗
灾。他曾六次回乡，每次都要仔细过问和
观察家乡的建设和人民生活。 现在他虽
住在北京军区空军某干休所， 仍心系雪
峰山区的家乡人民， 每次与家乡人见面
总要问及人民的生活是否富裕、幸福。前
些年，他捐款10万元修建了小横龙“红军
学校”，2014年已经92岁高龄的贺老再从
自己的工资积蓄中拿出20万元修建了这
座水泥桥。当地村民为表达感激和谢意，
给这座桥立碑时起名为“红军连心桥”，
意即红军和人民永远心连心。 望着桥头
不远处贺老红军老家那矮小陈旧的房
屋，看着由他捐款新修的这座红军桥，读
着乡亲们刻在石碑上四言骈体的动人碑
文，我越来越明白什么是红军精神。体现
在贺老身上的红军精神， 就是心里时刻
装着人民。

这种红军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
家乡人民，并为家乡人民所传承。上世
纪60年代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企业家
陈黎明就是乐于传承红军精神的人。他
曾要自己尚在读中学的儿子在暑假期

间扛着红旗，带着同学连续多天跋山涉
水，重走雪峰山区的红军长征路；他曾
带领员工在酷暑里一起重走雪峰山区
的长征路；他曾几次派人去北京看望贺
老红军， 听取他对家乡建设的宝贵意
见。为了把家乡建设好，让雪峰山区人
民走出闭塞，走向富裕，陈黎明卖掉自
己在上市公司的股权，带着大笔资金回
到雪峰山区开创利民富民的生态文化
旅游事业。他离开城市的家，长住雪峰
山区的穿岩山上，一栋青瓦木楼是他的
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

陈黎明向他的员工经常讲的就是
红军精神。他现在也正以红军精神奋斗
在雪峰山区，走别人没有走过的崎岖山
路，喝别人没有喝过的竹筒凉水，走村
串户，扶贫帮困，哪里有了火灾、洪灾，
他组织的捐款总是最早到达灾区。每办
一件事情，他总是先考虑让山区人民受
益：投资为偏远山村修公路，组织农民
去全国各地旅游，对农家乐改造的农户
进行重奖……

这种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的红军精神
振奋着他的团队， 感召着雪峰山区的人
民，也让他新开创的事业日新月异。为了
更好地弘扬红军精神， 他在统溪河岸当
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茶马古道上特地建起
了一座别具一格的红军桥亭。一有机会，
他就要站在这座桥亭上得意地向员工和
朋友们说：“这是红军精神的象征！ 有了
它，我们干起事业来就能无往而不胜！”

雪峰山区的人有句老话：“桥是路的
延续。”现在，雪峰山区的红军桥已成了
红军精神的延续！

阳光
那普照众生的阳光 ， 是我

愿意随身携带的， 唯一的身外
之物。

在阳光之下 ， 幸福地与尘
土与草木为伍 ， 我从来不感到
孤独。

愚见
在一个物质至上的社会 ，

做一个崇尚精神的人；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 ，

做一个本分守一的人；
在一个聪明绝顶的时代 ，

做一个愚不可及的人。
闭上眼睛， 才看得分明，
闭上耳朵， 才听得真切，
闭上嘴巴， 才说得透彻。
视而不见为洞见，
充耳不闻为赡闻，
闭口不言为达言。

当你
当你才华横溢的时候， 你

需要德行做你的堤防。
当你富贵逼人的时候， 你

需要良知做你的仓廪。
当你势焰冲天的时候， 你

需要谦卑做你的根基。
当你声名远播的时候， 你

需要质实做你的碑铭。

光芒
愚昧蒙蔽了我们不谙世事

的童年 。 聪明蒙蔽着我们世事
洞明的成年。

照亮你生命的 ， 不是那灿
烂的星体， 而是你内心的光芒。

主仆
金钱是善仆， 也是恶主。
欲望是点亮生命的火种 ，

也是毁灭世界的火药。

选择
要自寻烦恼 ， 就出去与人

争夺喧嚣的世界；
要自在圆足 ， 就回来独自

守护宁静的内心。
没有错误的道路———每一

条道路都会抵达应该抵达的地
方 。 只有错误的选择———每一
次选择都有可能误入背道而驰
的方向。

没有曲折的道路 ， 不可能
抵达高山的峰顶 ； 没有迂回的
河流， 不可能通向大海的门庭。
如若选择高度与广度 ， 必须放
弃捷径与坦途。

得
从内心的欲望走出来的 ，

得自由； 回到内心的欲望去的，
得圆满。

只有回到内心深处的 ， 才
能走到生命的远处。

爱与恨
爱要用心。 爱不要用心机。
爱必须要有理性的智慧 ，

而恨只需要有愚蠢的激情。

约会
人生不是一场预知的约会，

而是一场未卜的邂逅 。 请善待
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 ，
无论偶然 ， 还是必然 。 这就是
爱。

白托游子

《十几岁》杂志约我写篇“卷首
语”，面对青少年读者朋友，我诚惶诚
恐，不知道如何下笔。 正左右为难之
际，想起一件事来———

在我的老家湘乡县城旁边，有一
条河，叫涟水河。 河的对面，有一座
山，叫东台山。

在这座山上，有人用石灰刷写了
八个大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莹
白的字体镶嵌在翠绿的茂林修竹之
中，苍劲有力，气势恢宏，格外醒目，
震撼人心。

我爱家乡的山水，也爱这山上的
八个字，更爱这八个字里蕴含的深刻
意义和强大力量， 几十年来刻骨铭
心，难以忘怀。

后来，我回乡探亲，发现这八个
字不见了。 听朋友说，是有人在整修
山林时把它铲除了。 我好生遗憾，怅
然若失，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心里

空荡荡的。
十几岁，豆蔻年华，正是鲜花盛开

的时期， 也是期待美满憧憬希望的年
轮。 而我的十几岁，却命运多舛，是暗
淡、苦涩、悲凉的。

我十几岁时，当老师的母亲积劳成
疾，英年早逝；父亲被打成“右派”开除
公职，遣送回了老家。年纪小小的我，就
失学了，跟随父亲到湘乡农村，看过牛，
打过柴，挖过土，挑过粪，插过田，扮过
禾，捡过炉渣，当过学徒，拼死拼命地干
活，却吃不饱，穿不暖。 在那些日子里，
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给了我无微不
至的关怀与照顾， 教我学农业技术，不
让我干重体力活，冻了拿件衣服披在我
身上，饿了端碗米饭送到我面前，将人
间的大爱传递给我， 捂暖了我低落、悲
凉的心灵。 在这种爱的感召和鼓舞下，
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增添了战胜困难
的勇气和力量，也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
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弥足珍贵和巨
大能量。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懂得了
做人的真谛，怀揣一颗感恩的心，去善
待他人，回馈社会，曾在漆黑的夜晚护
送身负重物怀抱小孩艰难行走的陌生
大婶，在寒冬腊月里跳进冰冷刺骨的池
塘中抢救落水儿童，在出差途中奋力组
织营救车祸现场垂危的旅客，组织募捐
帮助房屋揭顶露天炊煮的困难户建房，
资助家境贫寒濒临失学的学子重返校
园……

我为我的所为欣慰、开心和快乐！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何尝不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何尝不是我
们现代社会亟须倡导和弘扬的精神境
界！

我的理解，“为人”，就是“爱人”，它
既需要心灵上的“真爱”，又需要行动上
的“实爱”。 “我为人人”， 就是“我爱
人人”， 包括爱亲人， 爱朋友， 爱邻
居， 爱同事，爱身边所有熟悉和不熟悉
的人；延伸开去，还要爱花，爱草，爱山，
爱水，爱万物，爱自然，爱社会……

“我为人人”，才有“人人为我”。 也
就是说，我爱他人，他人必然爱我。对于
每一个人来说，名利、地位皆为身外之
物、过眼烟云，只有情义、大爱才是内在
的、永恒的、无价的。 这个世界，如果奉
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岂不爱意浓
浓，大爱满园，和和美美，阳光灿烂？

文如其人，心存“爱”，行必“爱”，落
笔才有“爱”。

我在写作中， 始终坚守着这一主
旨，用一根红线把“爱”牵起来，贯穿于
字里行间，包括对父母的“敬爱”，对妻
儿的“怜爱”，对朋友的“挚爱”，对英雄
的“礼爱”，对事业的“钟爱”，对祖国的
“笃爱”， 就是批评不良针砭时弊时，也
是怀揣一个“爱”字，充满着善意和期

待。 如此， 虽文字粗浅一
点，也不失其光泽与鲜亮，

自然而然， 喜欢它的
读者也越来越多。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希望
青少年朋友能与

我一道领悟、崇信、守
望和呼唤！

如
是
我

说
周石星

雪峰山里红军桥
我
为
人
人，

人
人
为
我

听秋
（同题诗）

含武

7月4日，桃江县郭家洲的水
情在下午两点陡然危急起来。

雨从前一天开始下，时紧时
缓，时大时小，和过去汛期并没
有多少区别。 一夜过去，73岁的
村支书郭干中起来绕着洲子转
圈。 洲上烟雨迷蒙，资江河白花
花一片， 河水离菜土还有好几
米。 他没有当回事，回家呡了口
小酒，睡了个回笼觉。

中午时分， 几个炸雷炸响，
天空砸出大窟窿，雨“哗哗哗”往
河里倒，往洲上泼。 雨声满洲，狗
惶惶然叫起来。 郭干中惊起，撑
把伞去看河水。 这时，镇上的电
话来了，镇长也来了，说是省、市
“防指”通知，上游的柘溪将开闸
泄洪，上游的马迹塘电站、白竹
洲电站也将同时开闸。

天上落，电站排，眨眼之间，
资江水陡涨。 一洲的人急了，将
家用电器等搬往二楼，重要的物
品带在身上， 分地分批上船，往
河对岸安全地带转移。 这时候，
一个消息传来：村头郭家“老人
了”……

这时间挑得，唉！ 郭干中忙
嘱托村干部组织好转移，几个快
步赶到逝者郭章坤家。

老人已经“下榻”， 面目安
详，脚头一盏清油灯，几个儿女
跪伏在地，低声抽泣，一张张烧
纸钱。“83岁了，走的‘顺脚路’，
白喜事呢。 ”郭干中劝慰他们几
句，哭声止了。 接下来，问题来
了，这样的时节，这事怎么个办
法呀？ 不办不行，老人家养儿养
女辛苦一辈子， 得热热闹闹送，
郭家洲百数年来，从来不轻待老
人。郭家洲是资江河中洲，600多
年前，郭氏先人自山西汾阳辗转
到此，筚路蓝缕，垦出此洲。 洲上
老人多，100岁老人不是奇事，现
在全洲2300来人，90岁以上的就
有20来位。 尊老敬老是“洲风”，
郭爹的“喜事”得办！ 可是眼下更
急迫更棘手的事却是———水在
一波波往洲上盖，家家都在往洲
外转移，郭爹爹这肉身，又安置
到哪里？

洲外移？ 不妥。 放堂屋？ 水
会进屋。 抬到楼上？ 谁知水会涨
到哪儿？

要不，用船？ 也不行，现在洲

上所有的船都忙着转移呢！
檐外晒谷坪里，雨点一砸一

个水泡。 河水一寸一寸在吞洲
子。 几个人抬眼看门外，眉锁紧
成一排了。

在洲上地势最高的地方搭
个高台，怎么样？沉默中，有人说。

郭干中一拍大腿。 对呀，过
去的郭家洲，9洲18河，9个柳树
在一坨（桃江方言，一排的意思），
牛羊成群跑山坡———“就选这屋
后的山坡，我们来守章坤爹这最
后几天吧。 ”

扛树的扛树，背门板的背门
板。人手不够———郭家洲3000多
人，在外打工的有1600来人。 在
家的要么老，要么小，青壮劳力
不过40来人。 要是平常，这40来
人办桩事， 一声吆喝就到齐了，
可现在，他们都在忙着送洲上老
人孩子过河呀。 不过，郭家洲毕
竟是郭家洲，都姓郭，一家人，说
是需人搭台，不用喊，不用请，有
空的都来搭上一把手。 大家说，
得来呀，给郭爹建房呢。

很快，河洲之上，向阳之坡，
暴雨之下，汤汤资水之侧，一个
高台搭成了。

于是，河里船来船往。 洲上
锣鼓敲，三眼铳响，鞭炮声炸开
来。 郭家洲人办丧事，送亡人！

孝子们草鞋白服，见人就行
跪拜礼。 道士们身穿长袍，唱起
了送别歌，跳起了送别舞。 先来
一曲“昨日看见亡人在，今日已
经进千年屋， 三日未吃阳间饭，
四日上了望乡台”，煽个情。 紧接
着，一长串唱词赞颂起老人的生
平事迹，对儿女的抚育之恩。 乡
邻们在等待转移的空隙，也都来
看看。 100岁的华爹，90岁左右的
旦爹、飞翁妈、文家满妈都来了。
他们要来看章坤爹最后一眼，要
送别他们开裆裤时代的好友、近
邻、老弟……

灵堂由青壮劳力轮班守。 闲
来无事，他们就边看雨，边聊天。

郭爹爹不语，他躺在高台之
上，由儿女与乡邻们陪着，看他
相守了83年的村庄。

三天后，郭家洲退水。 老人
移居到河对岸的山坡。

灾后统计， 这一轮洪水，郭
家洲600来户全部进水， 有的水
漫二楼。 所有村民，无一人伤及
皮毛。

洪水中的送别
汉
诗
新
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