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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波

雾霭笼罩着山冈， 影影绰绰的
树梢浸润在一片无边的白浪中。

山上， 寺里的钟声响了， 悠远
而绵长。

听着这钟声， 想起林清玄说
的， 这晨昏的大钟共敲一百零八
下， 因为一百零八下正是一岁的意
思。 一年有十二个月， 有二十四个
节气， 有七十二候， 加起来正合一
百零八， 就是要人岁岁年年日日时
时都警醒如钟。

钟声还在空气中飘荡时， 鼓又
响起来了。 佛鼓敲完， 应是早课正
式开始。 空灵安详的诵经声通过殿
堂直达苍穹。 这时， 我们已来到位
于道吾山莲花峰麓、 天子湖畔的兴
华禅寺。

我非佛门弟子， 却爱到寺院中
拜访和观赏。 我对博大精深的佛学
一知半解， 但每次坐在大殿前的院
子里， 就会觉得身心安适。

渐渐地， 云消雾散， 晨光熹微，
山鸟争鸣， 枝头野果气息甘醇。 我
坐在佛寺门前的台阶上， 仰望山门
上的金字匾额， 聆听大雄宝殿里的
经声， 静静地， 静静地注视眼前那
波光粼粼的高山天湖， 刚刚响过的
钟鼓声又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这座传说中的道吾山给我很多
想象。

相传唐代大和年间 （827-835
年）， 江西僧人宗智遍访名山佛地，
千里迢迢， 来到浏阳， 欲登此山，
但为巨石所阻， 困坐石边， 正不知
如何是好时， 恰逢一白衣老人， 自
称“娑伽龙”， 近首致礼曰： “师为
开山祖， 待师久矣。” 宗智答曰：
“吾志惟此， 道吾成矣。” 说罢， 风
驰电掣， 石裂道开， 一条登山之路
突兀眼前。 从此， 宗智就在这里开
山结茅， 修造寺院， 弘扬佛法， 遂
将“道吾” 命为山名， 将寺院命为
“兴华禅寺”。

自古以来， 道吾山便是驰名中
外的佛教禅宗圣地。 兴华禅寺开寺
距今已1100多年， 由此发脉而形成
道吾、 石霜、 大光、 宝盖四大祖庭，
并由石霜传入日本， 对中日两国佛
教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其历史地
位， 可见一斑。

这里距浏阳城区仅6公里， 一
条坦荡的盘山公路直达山顶。 山上
流泉飞瀑， 充满原始野趣。 尤以
“道吾三绝” （引路古松群、 千年古
刹兴华寺、 高山天湖） 和“四大奇
观” （烟雨、 雾霏、 云瀑、 雪霁）
而久负盛名， 成为灵秀独钟的原生

态文明风景区。
时近中午， 山上的游人渐渐多

了起来。 但见寺内香烟缭绕， 人群
熙攘。 人们的面庞写满虔诚、 坦然、
安详和幸福。 寺院的师父说， 佛寺
的庄严清净慈悲喜舍是有情生命全
能感知的， 所以， 大殿里经常有不
知从哪里跑来的狗， 蹲踞在殿前，
殿前的天子湖开满红白莲花……

据说 许多年前， 道吾山方圆十
五平方公里境内， 莽莽山林， 沟沟
壑壑， 都藏着些或俨然或简易的茅
棚。 住山者有长期的， 也有一年半
载的。 虽然我没有住山的打算， 但
也想感受一下山居生活。 穿行于松
柏蔽日的林间小道， 跟迎面而来的
住山者们搭话攀谈， 若有幸遇到一
两个隐修高人， 当面聆听他们的教
诲， 那就更是大喜过望了。

午休时， 见一位长老在枯树下
潜心打坐， 眼帘低垂， 状若禅定。
我悄然坐在长老身边， 惴惴向长老
求教。 当问及茅棚如今的模样时，
长老拈须而笑： “如今哪还有茅棚
哦！ 房子修得跟山下村委会差不多，
石墙瓦房， 玻璃门窗……” 略微停
顿片刻， 长老继续缓缓说道： “其
实， 住山也好， 隐居也罢， 应该是
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 所谓隐士，
其实是完全隐匿行踪的人。 唐代有
位禅师曾留下这么几句偈语： 一池
荷叶衣无尽， 数树松花食有余； 刚
被世人知住处， 又移茅舍入深居。
而那些很容易让人找见的， 见人就
谈经论道的， 或住在茅棚里作诗著
书的， 都算不上真隐士。” 谈到警
醒， 长老意味深长地说， 在大雄宝
殿案头的左侧， 不是摆着巨大的木
鱼吗？ 鱼是永远不闭眼睛的， 用木
鱼做法器是为了警醒那些昏惰的人，
尤其是叫修行的人志心于道， 昼夜
长醒。 浩如瀚海的佛经， 则具有帮
助人恢复本心明澈朗照的功能， 将
心磨洗成一面镜子， 能了了分明宇
宙人生的真理。

木鱼用永不睡眠的眼睛告诉我
们， 修行是没有穷尽的， 心灵的磨
洗也不能休息。 住在清净寺院里的
师父都在昼夜清洁自己的内心， 居
住在尘世里的我们不是更应该磨洗
自己的心灵吗？

夕阳西下， 游人散去。 离寺时，
长老铿锵而悠长地说， 我送你一副
楹联吧！ 接着， 他一字一顿吟道：
“曾追浮云八千里， 今守本心方寸
间。” 记录那句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
突然觉得释然， 仿佛轻轻推开了一
扇虚掩的门， 一个无限的空间豁然
展现开来。

寒风瑟瑟
念爹娘

杨斌

清晨， 朝阳从凤凰山后冉冉升起，
染红了城东半个天空， 璀璨的光芒如梦
似幻， 瑰丽娇艳得撩人心魄。

我抬眼望向窗外， 贪婪地欣赏着这
如画般的景致， 思绪像晨曦中的雾， 既
在游走却又没有方向。 国庆长假也好，
双休日也罢， 都懒散地宅在家里， 茫然
而不知所措。 当思绪定格在老家， 想起
童年， 想起父母， 往事涌上心头。 父母
在时， 此时此刻应该是去探望双亲， 陪
在老人家身边吃吃饭、 说说话， 然而父
母先后过世， 如今阴阳两隔杳无音信。
转眼间到了父亲三周年的忌日， 天国中
的父母一切可好？ 做儿子的想您们啦！

母亲是在40岁时生的我。 曾听母
亲提起， 说我的命大。 因为家里孩子
多， 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允许我的
光临。 于是母亲喝下了打胎药， 也许是
我生命力强大， 居然没有把我消灭掉。
母亲还对我说， 生我的时候是她自己亲
手用瓷碗片割断了脐带。

上苍眷顾了我， 我是幸运的。 在众
多的兄弟姐妹中， 我是家里的满仔， 沅
陵人俗称幺儿。 从小就在父母的宠爱和
哥哥姐姐们的呵护下长大， 尽管出生在
艰苦岁月， 比起同龄的孩子来， 我算是
吃苦头最少的。 在饥不择食的日子里，
我是被特别关照的对象， 煮饭时家里总
是一边拌菜或五谷杂粮， 一边留给我吃
的白米饭。 什么荞麦粑、 红薯、 萝卜饭
难得下咽的感觉， 对我而言印象不是很
深刻。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 属牛。 一
生勤劳朴实， 不求索取， 只做奉献。 虽
不识字但很通情达理， 特别能干， 既能
持家又能处理好其他事务， 方方面面都
计划得非常周详。 她常教导我们说：

“吃不穷， 用不穷， 划算不好一定穷。”
母亲很节俭， 从不铺张浪费， 但只要是
确实需要的东西， 她就尽力满足我们。
她是一个“刀子嘴， 豆腐心的人”， 对
儿女疼爱但不溺爱， 要求很严格。 对待
他人则热情真诚大方。 母亲很能吃苦耐
劳， 家务活干得很好， 农活也毫不逊
色。 能种的蔬菜、 庄稼几乎都种得有。

父亲是属龙的， 一个具有龙的大气
和智慧的人。 在我的记忆里， 他从来不
打骂孩子， 跟邻里乡亲也从不红脸， 在
我们十里八村的口碑很好， 说话轻言细
语， 做事循序渐进， 生活井井有条。 他
一生中种过田地， 做香卖香， 教过私
塾， 最终职业是会计， 在农村信用社退
休。 他做什么像什么， 木匠、 篾匠、 圆
桶匠、 泥瓦工样样都能拿得出手， 还会
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周边有红白喜事
的都喜欢请他写对联。 父亲是一个讲原
则的人， 公私分明， 从不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损公肥私。 父亲更是一个有责任心
的人， 我奶奶死得早， 爷爷不大会体贴
人， 也一直未续弦。 当时父亲只有九
岁， 小姑才三岁。 他就协助爷爷把叔姑
拉扯成人。 父亲做事足智多谋， 精打细
算， 人称“徐茂公”。 为了养家， 他生
活很朴素， 从不打牌， 也不与人打平
伙。 对我们很宽容， 传递的都是正能
量： “遇事应三思， 为人要正直， 做事
需认真。” 父亲也是个很细心的人， 他
的针线活很不错， 小时候我很贪玩， 衣
服裤子经常撕破， 晚上睡觉后父亲便很
耐心地替我缝补好。

父亲、 母亲的爱， 深深地扎在我心
里。 感谢他们赋予了我坚强、 有责任感
的个性， 给予了我安稳而又幸福的生
活。

北风瑟瑟， 日渐寒凉。 但只要想到
爹娘， 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温情的阳光。
愿生前善良而苦难的父母双亲， 在天堂
快乐幸福！

翱翔蓝天的
金孔雀
肖和元

余旭， 一个带着阳光的名字
一个喜爱天空的川妹子
一只翱翔蓝天的金孔雀
在珠海航展完美的飞行表演之后
不幸于河北折翅殉职

一个花一样灿烂的女孩
一个花木兰一样勇敢的女孩
一个把蓝天白云当作梦想的女孩
一个成为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的女孩
一个巾帼英雄般的女孩
金孔雀就这样折断了翅膀

蓝天收起往日的笑容
白云默默化作雨滴
万里长空惊悸变色
为金孔雀的陨落失声哭泣
金孔雀折翅了
闪光的忠魂依然在展翅翱翔

点燃一支蜡烛， 为英雄祭奠
撒下一片花瓣， 为金孔雀悼念
金孔雀去了， 金孔雀又来了
祖国的天空会飞翔更多的金孔雀
因为梦想， 我们不怕浴火重生
因为梦想， 我们继续向蓝天冲击

耽于秋思
道一

出身贫瘠乡野， 草间一莽
夫， 我哪里有什么诗情画意去
伤秋悲秋？ 命运的颠沛流离，
辗转数地， 见识过台面上的繁
华， 目睹过人走茶凉的清绝。
得到过所谓贵人的提携， 身负
过某些小人的暗器。 关于青春，
关于远方， 我在一个个破碎的
黎明前， 听见过梦碎的脆响。

栖息在沸腾的城市里， 鸡
鸣不起， 而狗吠还能穿越不眠
的梦境， 悄然而至。 很多时候，
特别是每一个秋天的到来， 我
总是如一片枯萎的灌木丛， 在
一夜秋雨之后， 长满斑斑点点
的蘑菇。 每一把小小的伞面下，
是一阵紧过一阵的腐朽的气息
弥漫。 年少轻狂， 伸手自以为
可揽九天月， 八千里云与月也
在等闲间。 在历经寻觅、 伤害
和背离之后， 樯橹间灰飞烟灭
的是曾经那么茂密的信仰和勇
气。

走了很远走了很久， 慢慢
质疑当初的执意出走， 于今又
有什么意义？ 在朴实的乡下，
被岁月抽走了丰腴年华的父亲，
总是能够将军似的检阅他汗水
培育的稻子。 稻子金黄沉甸，
那是世上最好的黄金啊！ 是这
些金子喂养了我的骨骼， 赐予
民间大地一切美好的传奇。 作
为一株迁移的稻子， 纵然有千
娇百媚， 在城市板结的水泥上，
在五彩霓虹灯下， 都轻浮不堪。
除却背井离乡， 除却孤苦伶仃，
还有什么可以深情相拥的？

怀想当年的那方田垄， 有
一只又一只的麻雀随风旋转在
清凉的风里。 这些鼠目寸光的
飞行物， 在我眼里曾经是多么
的可笑。 笑麻雀之短视， 竟然
成今天之艳羡。 孤老乡野， 总
比埋骨他乡要好上千万倍。 于
是， 才有村人千里奔袭， 剩余
一口气， 只为瞑目青山。

秋风起， 夕阳下， 人的心
里， 谁没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罗列着多少美好的事， 可总是
被搁置， 最后腐烂在时间的阁
楼上， 唯有自知， 无从话他人。
或许， 我该学佩索阿写一部惶
然录， 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年
老色衰在乡愁的箭镞里。

无处安放的孤独啊， 人与
人接壤， 能诉说的总是雪泥鸿
爪， 好的也不过几桩人情世故。
能说的， 都不是最深切的孤独。
正如， 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
而我， 之所以忧伤， 就是不愿
意在秋天里虚空， 如稻草人，
看着浩大的秋天撤退， 两手空
空， 两袖清风， 两眼迷离， 两
臂乏力， 被最后路过准备冬眠
的田鼠嘲讽。

好吧， 我习惯在秋天里忧
伤， 不看书， 不看手机， 不想
前生后世， 静默地深呼吸。 没
有乡土， 以自己的心围堰。 怀
揣远方， 远方给目光以无尽的
慰藉。

在这接近尾声的秋天里，
露水已经快要凝结成霜， 月还
是多年来的那轮明月， 所有的
流离失所都只是必经的际遇。
尽管生活可以让我遍体鳞伤，
但我还是一厢情愿地深信， 所
有伤口都会变成我最强壮的地
方。

生活终究并非一时一地之
得失， 是千山万水走遍的历练，
是忧思愁结的清理， 是明知依
然有接续的寂寞、 悲伤和分别，
依旧持有一天一地阔大的决绝
勇气和满腔热情。

亚楠

沱江边上的那些楼宇， 鳞次栉比，
仿佛一架巨大的云梯， 把凤凰的梦注入
苍穹。

在凤凰， 这是绝美的风景。 游人涌
来， 他们凝望童话般的小城，
往事悠悠， 岁月的风尘落满每

一颗疲惫的心。
顺着山势， 这些楼宇铺展开来， 就

像一幅水墨画， 雄浑肃穆， 气宇轩昂，
宁静是它们最后的表达。

深秋的夜晚， 月光轻洒在小巷里，
整座古城神秘而安详。 江水泛着微波，
渔舟已经远去了， 只有星星依旧在闪
烁。

可是， 凤凰的这些楼宇， 总是在幽
深的时光中把自己擦亮。 它们读懂了岁
月， 读懂了孤寂和落寞， 也读懂了风雨
中所有的苦涩。

就这么静静地守望着， 任世界潮起
潮落， 云卷云舒……

沈从文故居
一幢老屋， 掩映在凤凰城的曙

光中。 许多人寻梦而来， 匆忙的脚
步， 不绝如缕。 我知道， 缘于沈从
文， 这座老屋便有了传奇色彩。

在老屋里逗留， 看见那么多敬
佩的目光， 刹那间， 我心底涌动着

一种温暖。 一个作家， 因为自己的作
品， 能成为人们景仰的风景， 也便值
了。

老屋是幸运的。 我不知道， 战火纷
飞的岁月， 是什么力量， 让老屋， 让一
座文脉绵长的古城免遭劫难？

时光在老屋铭刻着沧桑， 却把悠远
的古韵留给了我们。 你看吧， 那些尘封
已久的往事， 在目光里定格， 着色。

然后， 又在记忆的长河中缓缓浮
起。

那一刻， 阳光照亮整座山城。
那一刻， 湘西给了他大山的品质，
却也让湘西走向
了世界。

正因为有过
这样一个人， 凤
凰也便值了， 湘
西也便值了……

谁的错
王博

谁看见了思文同学的钱夹？ 李老师提
高了声音再一次问道。 教室里仍是鸦雀无
声。“老师，钱夹在李婷婷的红色袋子里。 ”
思文突然站了起来打破了沉寂。“你胡说！ ”
李婷婷气愤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胡不胡
说，打开你的袋子看看不就知道了。 ”大家
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李婷婷。 李婷婷天
天带着两个袋子，一个是书包，一个是用来
装垃圾的，平时在路上或教室里，看到纸屑
果皮她就顺手捡起放进红色袋子。 为这，李
老师总是表扬他。 李婷婷生气地将袋子倒
过来，纸屑果皮堆满了桌子，大家惊愕地发
现一个钱夹躺在垃圾之中， 教室里一片哗
然。 李婷婷捡垃圾还顺手牵羊，同学们议论
纷纷。

从那以后，李婷婷的红色袋子不见了，
教室也没有以前干净了。 一天李老师像往
常一样大步走进教室，不料，踩中一块香蕉
皮跌倒在地住进了医院。

“我错了。 ”李婷婷手捧鲜花来到李老
师的病床边，细声细气地说。

“是我自己不小心，怎么是你错了呢?”
“是我没有坚持把教室卫生搞好。 ”李

婷婷说。
“是我错了。 ”思文也低着头走到老师

的面前。
“是我自己不小心，怎么是你错了呢?”

李老师问。
“那个钱夹是我放进去的，我冤枉了李

婷婷。 那次教室的卫生是我打扫的。而老师
表扬的是李婷婷，我不服。 ”

……

道吾问禅

汉诗新韵

微叙事

湘江短笛

沱江边的屋宇 （外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