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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

�一

所有的比拟都不及它是一个温
润的宫体来得准确。

它有着足够大的胎盘。 万千楼
宇鳞次栉比， 茂林修竹密布其间，
千万生灵蓬勃成长。 它羊水充盈。
湘江、 靳江及其境内所有的溪河塘
坝都只是一种容器。 有那么一天，
一只小蝌蚪般的胚胎呼应着宿命般
的昭示， 潜入它的某一水脉， 姗姗
而坚定地来临， 一个猛子扎进它的
腹部深处， 寻找并终于安稳幸福地
着床。 那是我。

前者， 是我的岳麓。

�二

我一直认为， 人类的迁徙本质
上就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变换。 两者
之间， 必定有着一个密码。 个体生
命以及生命组合方式存在的家， 要
新登陆一片土地， 就必须持有某一
片密钥。

对这片土地的最初心动， 源自
20年前湘江边的一次夜行。 时近子
夜， 喧闹了一天的长沙城呈现相对
的宁静。 车沿湘江南上， 左侧， 湘
江北去， 右侧， 月光下的岳麓山
幽深神秘， 我分不清它是月光下
一个巨大的逗点， 还是天地间一
团沉积千年的宿墨。 山中， 树影
重重， 有光渗出， 山脚， 桃子湖泛
着幽光。 我的心一下就被触动。 我
听到心底的声 音 ： 在 这 名 山 之
下， 大江之西 ， 你应当要有一扇
窗， 用来对望对岸的万家灯火。 那
时， 我是一名乡村小学老师， 我在
离这座城市200来公里的小村庄，
与孩子们一同眺望村口之外更远的
地方……

8年后的夜晚， 我再度站在了
湘江之边。 准确地说， 我站在湘江
与靳江的交汇处。 我远望岳麓山，
近看身边还透着蛮荒味的洋湖， 我
看水鸟在聒噪疾飞， 我无比清晰地
看到了高悬头顶的时间之尺， 也更
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翅膀。 我想，
岳麓， 该是我登陆的时候了。

于是， 就在这个冬天， 在岳麓

山之南， 洋湖之北， 我有了属于我
的一片空间， 也拥有了与这座城市
平等对话的身份。

我要说， 房子真是这个世界上
一种奇妙的存在。 它除了供我栖
息， 还可以给予我很多很多。 比
如， 窗户是我的口， 我的鼻， 我的
耳， 我用它与这个城市交换呼吸，
用来闻湘江鱼腥的气味， 用它来听
洋湖的小鸟怎么歌唱。 窗户更是我
的眼睛， 我用它看秋天深处西山的
落日， 看落日挂在高高的吊塔之
上， 将洪水般的光辉平铺于整个岳
麓， 填满楼宇之间的每一点缝隙，
覆盖住每一片叶子的阴影， 直至岳
麓遍地金黄。 阳台就更美妙了， 它
是我伸向岳麓的一个巨掌， 我用它
接风， 接雨， 接阳光。 也就在这奇
妙的存在里， 在浓睡不消残酒的夏
夜， 我趴在窗前， 喝月色和江声解
酒。 在夜雨过后半庭落叶的秋晨，
我看洋湖白露未至而蒹葭苍苍……
我的一切感觉在岳麓被诗化， 我也
终于认定， 我大半生的启程， 就在
此归途……

这是我的选择。 这也是我的福
祉。

�三

我觉得我必须更懂我的岳麓。
曾经有一周， 我用双脚丈量岳

麓的胸膛， 我的新的生命故乡。 在
这次行走中， 我再度走上了湘江的
十里长堤， 此时， 我发现， 我竟然
走在这座城市的直径上， 或者， 岳
麓的弓弦之上。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
圈。 长沙也是。 湘江九嶷起笔， 泼
墨湖湘， 一笔拖过长沙， 逆锋收于
洞庭， 长沙则因江而分为河东河西
两个半圈。 毫无疑问， 湘江过长沙
段， 就是这座城市的直径。 这个发
现让我兴奋不已。 那么， 作为占有
一座城市半圈的河西是什么？ 更准
确地说， 岳麓是什么？ 我行走， 我
记录， 我以 《大河西》 为题， 这样
写下我的岳麓：

“十里湘江， 于南于北与二
环、 绕城高速或与未来的三环四环
N环相交， 它们构成一个比一个大、
并且以后还将更大的扇面， 这个扇

面就是河西。”
“你可以经渔人码头， 看滨江

景观大道， 再折回普瑞大道， 去洗
心禅寺洗尽尘灰。 你也可以落脚大
河西物流园， 过黄金乡， 抵长张高
速。 然后， 行关山看烈马卧槽， 看
长张高速车水马龙， 一肩挑起半个
湖湘……”

“岳麓， 世纪的弹痕， 洞庭的
水汽， 千年书院的孤本与檀香。 它
来路太深， 上溯公元768年杜甫驻
足之地， 公元1167年岳麓书院朱张
开讲之所……”

“千年岳麓， 万年宿墨。 经书
的厚度， 就是岳麓的深度。”

我在清晨写下这段文字。 我知
道是岳麓的广与博、 深与美赐了我
所有的灵感， 让我找到了岳麓的词
根。

至此， 我也发现自己更准确地
找到了人类迁徙的密码。 原来， 所
有的迁徙， 都是与既定人生轨迹的
搏弈。 而迁徙最强劲的动力， 则源
自于对幸福生活的追逐 。 比如 ，
我。 比如， 我之来到岳麓。 我不愿
意我的父亲的过去是我的未来， 而
我的儿子， 又重复我的过去。 我和
冥冥之中的命运掰了个手腕。 我赢
了。 我将我终于移栽并生长在岳麓
的庭院中。

我由此悟出， 一个有远方的
人， 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故乡。

�四

从此， 就在这庭院之中， 我及
我的子子孙孙， 担水砍柴， 灶膛里
薪火不息。

从此， 我及我的家人， 头顶不
再是那片炊烟熏得太久的天空。 我
们生， 如芳草， 给这片土地添绿；
死， 化为钉子一枚， 并与岳麓其他
千万“钉子” 一样， 在湘江西侧，
向世界高挂岳麓的版图。

生在何处， 死在何方， 这个命
题深奥而神秘。 生是宿命， 死更是
一种必然。 岳麓， 就是我宿命。

我的身， 我的心， 我的呼吸，
我的岳麓。

宫于子， 怀于儿， 襁褓于婴，
岳麓里的我。

感谢父亲
彭金辉

父亲离开我们已12年多了。
从我懂事开始， 父亲的眼睛就很不好，

走路都得摸索着。
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师生，

“三年困难” 时期， 为照顾奶奶回到了农
村。 后来， 父亲本可恢复教书， 因为3个孩
子太小， 眼睛又不好， 他最终选择继续种
田。

儿时的我很顽皮。 一次， 我与一同学
打架， 致两家冲突。 同学的父亲冲到我家，
要打母亲。 劝阻中， 父亲的眼睛挨了重重
一拳， 从此几近失明。

要是打官司， 那人得被判刑。 但父亲
说都是一个队上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 没
有起诉， 只让赔了一年的工分了事。

不久， 分田到户。 “双抢” 时节， 父
亲经常在午间， 冒着烈日， 摸到别人家田
里， 帮着捆几堆稻草或扯一担秧。 我们说
他多事， 他却说没有累死人的， 只有懒死
人的。

每每我家农事忙不赢时， 队上的壮劳
力们也总是无偿地帮我们。 父亲的付出，
赢得了乡邻的同情与尊敬。

小时候， 家里很穷。 青黄不接的季节，
一家5口经常是靠红薯丝度日。 父亲总以自
己不饿为由， 吃很少； 3个孩子的学费， 每
到开学， 父亲都得去学校求老师宽限一阵，
真不知那么困难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刚满6岁， 父亲就带我下田劳动。 2年后，
我就能独立挣工分： 打禾时搂禾把， 我被
大人们抢着要。 9岁时， 我被评为大队“双
抢” 模范。

我的学习， 却总让父亲操心、 头痛。
我小时候贪玩， 读书总不上心。 考初中，
我算术7.5分； 考高中， 差了近70分。 为
此， 我没少挨父亲的责骂， 最气的时候要
将我绑在板凳上沉塘！ 我对父亲是又怕又
恨。 直到后来因学习、 工作离开了家， 我
才体会到父亲的恨铁不成钢。

几经周折， 我于1987年转学到岳阳读
高中。 为了不被“打道回府”， 通过努力，
我以年级第一的成绩留了下来。 1989年高
考， 我考上中专， 总算为辛勤劳作的父母
争了一口硬气。

中专毕业后， 我当上了戒毒警察。
每次回家， 父亲总让我干挑粪之类的

体力活： “虽然你当了干部， 但不能忘
本！”

每次回家， 父亲都要唠叨： 你的工作
不像种田， 要求上进； 执法要一碗水端平，
老百姓最恨执法不公； 对违法人员不要动
辄打骂， 他们也是人， 犯了国家的法没犯
你的法……

我一直严格执法， 对违法人员公平管
理、 耐心教育。 偶因气急而想动粗时， 耳
边总传来父亲的唠叨———我不能再因为

“不听话” 而让父亲受气！
2003年9月， 父亲胃癌手术后， 回乡

下休养。 由于工作忙， 我很难回家一次。
每次打电话回家， 父亲都说身体好转， 要
我安心工作。

一天下午， 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
我正当班。 其实， 当天早上妹妹给我打了
电话： 父亲病情恶化， 已多日未进食。 由
于大队警力紧张， 我没能及时赶回家。

母亲告诉我， 父亲临走前让医生用最
好的药， 说要等大儿子回来。 我知道， 父
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但他决不会责怪我，
我如他希望的， 在“好好工作”。 我亦无
悔， 我用辛勤的汗水， 维护着一方平安，
实践着父亲对我的谆谆教诲。

是父亲的朴实、 严厉与勤劳影响了我，
待人以宽、 乐于助人、 从不偷懒， 他留给
我宝贵财富终身受用。

父亲， 儿子感谢您！

宏宇

现如今都讲究自己的
圈子。 比如，亲戚朋友、邻
居老乡、同学同事，这些都

能组成一个圈子。 如果你没
有圈子， 在许多人眼里说明你

混得不行 ，人缘不好 ，社交能力
太差， 甚至是一种没有本事的

表现。
所以，很多人生存的

状态就是在不停地扩
大自己的圈子。 有的人

一直在苦苦追求圈子 ，或
以加入某圈子为荣； 有的人费尽心
力寻找入圈之门却无法如愿， 便郁
郁寡欢一筹莫展； 有的人则主动出
击， 建立起自己的圈子。 我时常在
想，有朋友就够了，何必让一种所谓
的形式，把大家“圈”起来呢。 我不知
道自己应该属于什么圈子， 或者说

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圈
子。我只知道，人生能得
几知己便足矣。

很多人在努力打造
各种圈子，就是有所图，
比如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利益，或者
共同的目标。 圈子是需要经营的，但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圈子里面
有机会，但也需要成本，要付出金钱
和时间，还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有圈
子就会有压力 ，圈子多了 ，大了 ，生
活的半径就更大， 花费的精力也越
多，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就越小。 如
果你全身心地打造圈子， 就会发现
忙忙碌碌换来的是疲惫不堪，最终，
会失去自己。

圈子是一种非常势利的群体，更
多的时候，圈子是根据你的能力划分
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地
位， 你才会进入什么样的圈子里，差
得太多，你是无法融进去的。 自己优

秀了， 那些优秀的人才会自
然而然地来结交； 自己成功
了， 才能真正融入成功人的
群体。 所谓圈子，很多时候是
一种“交换关系”。 如果自己
拥有的资源不够多， 自身条
件不够好， 身处的圈子就会
慢慢消失。 所以，不必把心思
总是用于如何建立圈子上 ，

专心经营自己，把自己修炼成一个优
秀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圈子也是有风险的， 你加入了
这个圈子，可能就要放弃另一个。 进
入一个圈子 ，有时候 ，还要站队 ，圈
子里面也是分派系的。 圈子有共同
的利益， 你可能会从中获取你想得
到的东西，但圈子一旦破了，你也会
被牵连。

我平素喜欢交朋友，却怕圈子，
因为怕被“圈”进去。 当我们不自觉
地进入圈子时 ， 应该多问问自己 ：
“我到底是在做什么，我想要的是什
么？ ”

朋友无圈，有朋友就够了，圈子
是应该适时远离的。

祉笖

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吃过红薯了，每次饭桌
上有红薯时，三五好友总是吆喝我吃，而我总是
摇摇头，他们笑话我看不起这廉价的食物，教导
我要学会养生。 其实，我哪里是嫌贫爱富，只是每
每见到红薯时，心中依稀在疼痛。

我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是某央企员工，因为
建设贫困山区的需要， 他们常年扎根在深山里，
我却不得已被留在长沙。 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要
好的玩伴，陪伴我的只有爷爷奶奶，我只能在家
看童话故事，常常幻想着父母是某个国家的国王
和皇后，有一天会驾着南瓜马车来接我回宫。

爷爷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他似乎看出了我的
孤单与忧愁，常常带我去公园里玩，带我去他的
菜园子看看一粒粒小种子是如何长成葱郁的蔬
菜，结出饱满的果实。 到了秋天，爷爷总会从地里
挖许多红薯回家，有白心的，也有红心的。 红心的
最甜，也最松软，而白心的则粉粉的，有些僵硬。
爷爷会拿出几个样貌还不错的红薯，将它们悉数
洗净，放进煤炉底下。 煤炉底下专门开了一个小
口子，只要把红薯放置进去，等待个把小时，便可
以开吃了。 每每我放学回家，爷爷总会用铁钳子
夹出熟了的红薯，热腾腾香喷喷的烤红薯放在手
里烫得不行，可又舍不得将它放下。 撕开外面那
块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红薯肉，非常开心与
满足。

再后来，上了初中，到了秋天，爷爷依旧会烤
一些红薯，送到我与母亲住的地方。 只是那时的
我正处在叛逆期，我的胃口被薯片、披萨、巧克力
之类的新潮食品攥紧了，红薯这样朴实无华的东
西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有好几次，那些
红薯孤零零地躺在桌上，我看都不愿意看它们一
眼，最后都被母亲扔进了垃圾桶。

爷爷却日渐消瘦，后来总是低烧不退。 姑姑
带他去医院检查得知，已经是肺癌晚期。 那一年
我刚进大学，得知消息，我立马赶到医院。 爷爷精
神看上去还不错，见我来了，很高兴，欣喜地喊着
我的小名，我别过头去，生怕他看见我的泪水在
眼眶里打转。 我陪着他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曾经白杨树样挺拔的爷爷已经需要拄着拐杖走
路，身体极度消瘦，我后悔对他的关心太少。

回到家中， 爷爷变魔术似地拿出一只烤红
薯。 我很吃惊，他告诉我，知道我今天回来，他特
意在去医院前就放进了煤炉里。 我轻轻地撕开红
薯，鼻子突然很酸，一口红薯吃进口中，竟然咸咸
的，原来，泪水混着红薯被我一起吃进去了。

自爷爷走后， 我再也没有吃过一只红薯，我
害怕触碰，担心关不住情感的闸门情绪失控。 于
是，只有让红薯的香甜永远留在记忆中。

伴侣
殷茹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从飞机起飞那
一刻起， 一直在自言自语。

这位特殊的旅伴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
看起来60多岁， 腰身肥硕， 皮肤松弛， 脸
上的皱纹像绽开的菊花瓣一样层层叠叠。

“我看见山了， 它们就像我们平时吃
的馒头那么大， 还有那些路， 像一条条白
带子横七竖八地交叉在一起， 一朵朵的白
云飘在我身边， 好像……好像我们的小孙
女最爱吃的棉花糖……”

她终于发现了我疑惑的目光， 不好意
思地对我笑笑， 说： “对不起， 可能打扰
你了， 我老伴没坐过飞机， 我们本来约好
退休以后一起来坐的， 但两个月前他突然
去世了， 我来替他坐一回， 我们有心灵感
应， 我说的话他会听到的……”

老人自顾自说着， 带着歉意的微笑。
一旁的我早已泪眼模糊。

洪孟春

露从昨夜就白了
如月， 如霜
如熟妇脸上不菲的脂粉
掩饰了浅浅的沟痕
掩饰不了淡淡的惆怅

这惆怅啊， 好比一朵
盛开的花， 被蜜蜂遗忘
一只初恋的蝴蝶
被爱灼伤
一只离群的候鸟
在异乡， 孤独的流浪

也好比一个乡野的孩子
在城市的森林里落草
啸聚， 自立为王
即使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依然忘不了故乡， 秋天的模样

野火

父亲用结满茧子的手
捏住最后一段蛙鸣
唱小曲的虫儿， 都屏住了呼吸

田埂上的菊花举着葱茏的火把
点着了田野上铿锵的稻穗
金黄的烈焰熊熊燃起

像铁在烧。 一堆野火
一张泛着红锈的脸
一滴泪。 一声难以察觉的叹息

雁群乘着秋风， 飞抵我昨夜的梦境
只捎来一些故乡的余热
也足以灼伤我， 童年的记忆

微叙事

汉诗新韵

我的岳麓

管见集

朋友无圈

秋天的模样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