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的
风花雪月
杨福音

如今， 我又回到了湘江边上。 从
月亮岛东望， 江那边有不高的山丘，
道家二十二福地的鹅羊山下， 在两扇
木门的后面， 我栖居下来， 安顿着以
后清淡的日子。

20多年前， 虽则万般无奈， 也曾
痛下决心， 作不归的远游。 行前， 我
骑车从湘江大桥过去， 停在湖大广场。
在将要上山的路边， 有一株高大的枫
树， 殷红的叶子落在它的周围。 我忽
然来了主意， 蹲下身子， 细心地选择
比较， 挑了七片叶子回来。 我将七片
叶子随意地嵌入镜框， 坐下端详。 那
倒数的第二片逗我喜欢， 它不掉队，
有点出格， 不在人前， 不在人后， 我
希望像这片叶子一样在广州打发日子。

许多年过去后， 有好心人对我说，
你要摘那个成熟的果子， 在湖南怕莫
是摘不到的， 要去广州绕一个大弯。
好心人还说， 这真是天造就。 我倒是
觉得因祸得福罢了。

我早就与白一先生相约， 回来后
长相聚， 到那时， 隔江而居， 过三汊
矶大桥便到。 抑或乘一叶小舟， 安置
画具酒具。 日出对景写生， 日落举杯
邀月， 其乐何如！ 不料， 我刚书“吾
师长寿” 祝他， 他书“一马当先， 万
马奔腾” 赠我， 便一走了之。

莫立唐老先生在我家门口办画展，
我书“寿艺双星” 四个大字前去祝贺。
莫老见了自是心里欢喜， 口里却说：
不急不急， 才架场哩。 一周后， 忽然
听说莫老在画室里手一松， 笔滑落下
去， 人也就再也起不来了。

我刚认识陈白一、 莫立唐时， 那
时他俩也不过30岁边边上的样子。 明
人徐渭说： 欲与知己言， 回头无人，
奈何！ 我想能讲话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要有这个准备。

春天里， 我有两个发现。 一是今
年的花开在去年的老枝上。 二是柚子
树上还挂着硕大的黄黄的去年的老柚
子， 而新结的青绿的酒杯大的嫩柚子
已是满树了。 由此， 我得到启发， 新
是从旧来的， 没有旧， 哪有新。 而且
你看它们同在一棵树上， 几多融洽，
几多相安无事。 因为有了新老两代的
传承， 更显出它的多姿多彩源远流长。

夜， 天上的圆月晶莹透亮， 地上
的江面一片迷茫空蒙。 徜徉其间， 忽
然记起诚斋的句子： 月未到诚斋， 先
到万花川谷， 不是诚斋无月， 隔一林
修竹。 杨万里能指使月光先到后到，
正应了王国维说的， 诗人要有轻视外
物之意， 这样就能以奴仆命风月； 诗
人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 这样才能与
花草共忧乐。

脑子一开窍， 于是提笔开始做我
的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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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 香江
———写在2016湖南组团

参加香港美食博览会之际
吕运涛

8月， 省政府领导率团从湘江出
发 ，到香江之滨参加第 27届香港美
食博览会 ，并成 功 举 办 2 016 “情满
香江 ”———湖南 （香港 ）优质农产品推
介会 ，为 “湘品入港 ”战略谱写了一首
农业合作进行曲。 欣然记之。

都是华夏文明的律动
都是炎黄子孙的奶娘
都是南岭分泌的甘露
都是奔向大海的乐章

一个养育湖湘文化
一个培育粤港智商
一个吮吸洞庭灵气
一个融合中西各方

两条不屈的河流
一脉相承的基因
铁蹄下 不变尊严
香江见证了百岁沧桑
强敌前 不改容颜
湘江书写了八年顽强

两条友善的彩带
一衣带水的情怀
“三趟火车”的开启
把母亲的疼爱传到了湾仔
“九八洪灾”的援手
将兄弟的深情送到了湘江

湘江挑上洞庭春色
链接起香江的绿色生态梦想
香江举起维多利亚的灯火
引导了湘江“走出去”的航向

新常态下在香江的恳谈
成为两江携手前行的锦囊
每一朵海浪都在飞翔
每一滴晶莹都饱含激昂

香江与湘江的牵手
是香江智慧的升华
湘江与香江的联姻
是湘江生态的延长

从同音到同调
从同心到同向
两条江在时空上连接
两颗心在新世纪合唱

汉诗新韵我们的祠堂

新苗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宁乡人， 对于密印
寺， 我从小听闻了很多关于她的历史传说和
显赫名声：禅宗传到中原以后，一花开五叶，
其中五叶之首沩仰宗的祖庭， 就是位于宁乡
县沩山山腰、 毗卢峰下的密印寺。 据史料记
载，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灵祐禅师来
沩山开法；公元847年，时任潭州观察使、后任
唐朝宰相的裴休奏请朝廷， 唐宣宗李忱御笔
亲书“密印禅寺”门额，建立了这座寺庙。

密印寺大门的对联“法雨来衡岳，宗风启
仰山”，也是对沩仰宗渊源的揭示。密印寺主
殿内墙壁上镶有12988尊鎏金佛像，据说其中
一尊为纯金打造，这是佛教寺庙的一大奇观。
唐宋时期密印寺曾与杭州灵隐寺齐名， 不仅
在我国宗教界有较大影响，而且在日本、印度
和东南亚也享有盛誉。密印寺高僧辈出，在佛
教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密印取名源自佛教经典。 据密教根本教

义，诸佛菩萨皆有本誓，印为标示
此一本誓， 显现种种密印教相，是
为本誓之印相，称之为“印”。以其
义理旨趣极为秘密深奥，故称之为
“密”。

我国一直有“禅茶一味”的说
法，密印寺所在的沩山地处宁乡西
部，系天然盆地，地势高峻，群峰环
抱， 林木繁茂， 终年云雾缭绕，有
“千山万水朝沩，人到沩山不见山”
之说。由于当地土地肥沃，茶树饱
受雨露滋润，故而根深叶茂，品茶
滋味醇甜爽口，风格独特。

禅宗关于吃饭喝茶的公案很
多，比较有名的是赵州禅师“吃茶
去”的典故。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

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 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
着真谛。宁乡及其周边盛产烟茶，当地的农人
在汗流浃背的农忙时节， 举头吞下大碗茶汤
的时候，顺便捞起碗底茶叶，一并嚼碎吞下，
与“吃茶去”的玄机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今的沩山， 因为山川的秀美和密印寺
显赫的名声，已经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密
印寺里修建的千手千眼观音圣像， 高99.19
米，为这所千年古刹增添胜景。

元代了庵清欲禅师曾有诗云：“闲居无事
可评论，一炷清香自得闻。睡起有茶饥有饭，
行看流水坐看云。”我猜想，作为禅宗几百年
以后的传承者， 他一定和当年的灵佑祖师一
样，走过无数险峻的高山，来到一处合适的场
所，成就开山之功，也为生活在这方山水的人
民，开始了一种有饭吃饭、有茶吃茶的禅意生
活，这种禅宗的智慧，通过一代代的禅师，得
以不断沿袭和传承。

密
印
禅
风

周伟

这些年里， 我一直笃信： 祠堂， 是
大地上鲜活的遗存， 是正宗的中国“国
粹”， 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

在那里， 黄皮肤的中国人， 都能寻
找到我们的根， 都能看到自己的“胎
记”。 无疑， 祠堂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
馆， 是安放我们灵魂的栖息地。

一座祠堂， 就像一个母亲， 虽历尽
沧桑， 却总是天下儿女向往的地方。

在那里， 有先前的风气， 有我们的
老规矩； 在那里， 供奉着祖先牌位， 供
奉着天地人的大道理； 在那里， 血脉绵
延， 传承赓续， 生生不息。

祠堂， 往往建在风水宝地上， 背后
要有“靠山”， 以山冈作为屏障， 四周往
往有几棵十几棵参天古树簇拥， 祠堂周
围都是同姓人家聚族而居的血缘村落。

走进祠堂， 仿佛能感觉到先人说过
的家常话和他们熟悉的脚步声， 还有他
们的喜怒哀乐甚至他们的心跳呼吸之声，
这些都散布在祠堂的每个角落里， 这一
切充满了家的味道。 抬起头， 一股股草
木的清香随风入窗， 顿时萦绕着我， 包
裹着我， 浸润着我。

祠堂的院门上往往都赫然刻着： 宗
功祖德流芳远， 子孝孙贤世泽长。 在这
里， 品质和德行是最当紧的， 比什么都
重要。 我想， 这需要一种传承， 更期待
一种希望。 一直以来， 耕读传家， 清白
明世， 都是我们必须谨遵的家训和必须
深刻领会的要义。

走在祠堂中， 我常常迷恋于一种生
活的气息。 孩童时代最初的朦胧记忆在
祠堂里显现： 在偌大的祠堂里跳田、 玩
耍、 捉迷藏， 在青石板、 鹅卵石铺就的
小径上高兴地蹦蹦跳跳， 在焚烧香烛的
袅袅烟雾中想入非非却装作和大人们一
般正襟危坐， 看祖宗的牌位时一排排看
过去仿佛看到祖先们依长幼次序端坐在
神龛上……

当然， 最有味的时候， 是我们一个
个细把戏爬上祠堂高高的戏台， 半睁半
闭之间， 耳边锣鼓喧天， 眼前生旦净末
丑轮番登台， 说唱念做打各显神通， 尤
其看到“黑脸包公铡了驸马” “张飞杀
岳飞杀得满天飞” 时， 过瘾得很。

我还迷恋于一种木头的香味， 这是
祠堂里上了年纪的木头发出的清香。 在
老祠堂厚厚的木门上， 黑褐色的木墙上，
在檐头横梁上， 在楼栏廊柱之上， 在花
格漏窗之间， 总缠绕着一种木香， 如水
流般漫溢， 缓缓流淌， 久久地在祠堂上
空盘桓不散， 挥之不去。 这种木香， 是
一种清香， 悠长绵延而又内敛深沉， 仿
佛与生俱来， 如母亲的棉布， 温暖， 软

和， 亲切； 是亲人和乡邻的气息， 是平
淡生活的味道。

进得祠堂， 有大门门屋、 享堂、 拜
殿、 戏台、 寝殿， 有些寝殿后面还有藏
书楼。 我记得最初在那里搜寻到几本虫
蛀发黄的线装书， 如获至宝。 那淡淡的
书香味， 让我受益终生。

祠堂里浓郁的香火味， 常年经久不
散。 一年四季， 四时八节， 祭祀不断。
红烛香案， “三牲” 供品。 五香飘烟，
烟火缭绕。 “祭如在”， 大伙总是认为祖
先就在冥冥之中， 保佑着家世的兴旺，
子孙的繁衍。 祠堂祭祖， 已然成为血脉
汇聚、 增进感情、 精神认同的家族功课
和不忘根系、 感恩思孝、 端行修德的人
生功课。

祭祖时， 必摆设“三牲” 供品。 鸣
炮祭礼开始， 请祖先就位， 参拜人在供
桌前列队肃立； 接着念读祭文、 净手上
香、 行施拜礼； 最后， 是进香敬酒， 敬
拜祈福。 虽然各地习俗不尽相同， 但祭
祖识孝感恩回报， 都是共识。

我长大一点后， 祠堂里一个个斗大
的字更让我着迷和探秘。 比如： 敦、 笃、
雍、 崇、 务、 孝、 伦、 淳、 睦、 思、 德、
忠、 本、 善、 义等， 起初， 问大人、 翻
字典， 似懂非懂。 如“敦” 是“厚道，
勉力而为的意思”， “笃” 是“深厚、 诚
恳、 忠实”。 后来， 终于有了几分真正的
明白： 仁义道德， 忠孝廉节， 都是教导
子子孙孙时时不要忘记做人的根本， 事
事都要用“德” 规范自己的言行。

有一个时期， 许多祠堂纷纷被拆掉。
但后来又被重新立了起来。 一番修缮翻
新， 重放异彩， 再显光辉。 每一座祠堂
背后都有一批虔诚执着守望的老人， 每
一条通往祠堂的路上都有无数双注视的
眼睛。 很多祠堂里， “族规” “家训”
又堂而皇之地上了墙， 多有劝诫， 为后
人遵循。 祠堂又恢复了以前的众多功能：
聚会、 议事、 倡学、 教化等等。 现在发
扬光大， 又有了文化活动室、 书画展览、
文艺展演、 史志乡贤英才陈列等新功能。

太平时期， 建祠修谱， 供人景仰，
当然是很隆重的事情。 清白传家是历代
族人的愿景， 祖宗都想让后人学好、 过
好， 和睦兴旺， 一门清正。 一直以来，
犯事违法的人， 是不准进入祠堂的， 也
是上不了族谱的。 一个人入了“谱”， 心
里才会踏实。

现在， 家乡的宣传文化部门正在大
力宣传弘扬宗祠文化， 我很以为然。 在
巍巍千年雪峰山下， 在湘西南的青山绿
水间， 一座座祠堂飞檐翘角， 气宇轩昂，
青砖灰瓦， 雕梁画栋， 古色古香， 美轮
美奂， 恰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令人神
往。

秋色
去年的颜色，被回收之后
今年卷土重来
眼睛与风
都转换了观察的角度
味道更浓了

大地经历了相当多的风雨
一览无余的是坦荡的心情
秋的笑容被冬解冻， 被春启发，被

夏加工
绽放得这样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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