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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之镜
（外一首）

姣素

在一条时间的河流
一个叫做鲤溪的四季
于凌晨三点的脉冲
奔流不息

油菜花怒放
黄昏的小树林
父亲和母亲推着两个轱辘的推车
时隐时现 脸如箔锡

那是煤油灯的时代
寒风与漏风的薄壁亲密无间
来来去去
一盏失眠的马灯
风雨中摇曳
映着母亲纳千层底的
搓麻绳
穿越层层苦难
多少个凄清的冷夜
挽着老茧
勒进相同的血肉

而今 那个世上最疼四伢的女子
早已不在了
她归于故乡的泥土
成为游子回家的风标
一次次回看
一次次浓缩
如一只经年跨越汪洋的海燕

清风如昨
你 一个农家的孩子
俯身掬起一捧
鲤溪的水
洞口的土

天空之镜澄明
能看到那边的母亲
仍然

红芙国里
和于琴瑟之音
静在高山流水
一指芊芊素手的江山
笑谈日月风云
万物常生常灭
谁能与你肝胆相照
谁又神韵宛在 轻启齿贝
垄上的花草 微醺的晚风
止于鼻息 止于汹涌之绿

那是红芙国里
万顷的生命之绿 蜿蜒而上
如千娇百媚的绝色女子
轻点朱砂
如访古探幽的脉脉奇香
妆点红颜

于群山之巅
于古楼之上
养心 品茗
修补光阴

流年经转
谁以一线澄明
贯穿今古
谁仍青春不老
煮沸一壶将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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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柳子庙 周鑫 摄

姜贻斌

街与溪
小街甚是宁静， 古老的石板路， 仍然十分坚硬，

几乎看不到破碎的裂痕。 春雨细小， 抚摸着街边的
老旧房屋， 以及承载了无数脚踏的石板官道， 使它
们看上去都有一丝油亮跟润湿， 散发出浓厚的陈年
气息。 小街保持得如此完好， 让我感到非常惊喜，
好像回到了古老的年代， 不由有了许多感慨。 实话
说， 现在还能够保持得如此原汁原味的小街， 已难
寻觅。 即便有， 也早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让人感
到十分遗憾跟痛惜。

走在这条小街上， 细小的春雨温暖地抹在我脸
上， 我闻到了古老而安静的气味， 也似乎听到了遥
远年代辚辚的马车声， 以及汗马粗重的鼻息声。 这
些声音， 可见往日的热闹。 在柳夫子的那个年代，
小街还没有， 官道也无， 他会趁夜深人静之时， 独
自在这里踽踽独行， 偶尔抬头望一眼那一线浩渺的
天空吧。 唯有星星在睁大眼睛， 俯瞰着这个北来之
士， 却不理解他为何眉毛紧皱， 额头皱纹深深， 居
然连他长长的胡须上， 也沾满了缕缕忧郁。 农舍昏
黄的灯光， 把他的背影在石板路上投下了长长一绺，
那里面也包含着苦闷跟焦虑。

柳子庙坐落在小街中段， 让小街充满了浓厚的
文化气息， 也让游客怀了一腔敬意来此瞻仰。 是庙
宇里那个消瘦的男人， 在永州挥毫写下了动人的篇
章。

街， 叫柳子街。
小街边有一条溪水傍街而流， 仍是那样的清澈

无比， 这也是很少能够看到的。 溪水不像别的溪水
那样单薄， 终日发出稚嫩而急躁的响声。 它显得肥
厚， 从容， 不声不响地流淌着。 这时， 一条黑色的
小舢板， 从溪边缓缓地游到水中央， 酷似一枚黑色
的饺子， 煮在清汤里沉沉浮浮， 那淡黄色的双桨，
当然就像两根筷子了。 还有三五黑白水鸭， 在悠闲
地浮动着， 平视水面， 并不因为小舢板的出现， 而
感到一丝惊慌。 它们时而把脑壳啄进水中， 大约，
又有了一点小小的收获吧？ 当然， 溪水也有来脾气
的时候。 听当地人说过， 它一旦发起脾气来， 竟然
浩浩荡荡地冲上两岸， 冲到柳子庙来了。 溪水似乎
是多年没有见到过柳夫子了， 所以， 要来庙里看看
他的尊容， 看到了， 它才放心地落了回去。

小溪两边的柳叶， 柔软地飘动着， 像女人的长
发， 固执地要用溪水洗濯。 一顶拱桥弯在小溪之上，
似一钩弯月落下来。 这些， 都给小溪增添了不小的
景色。 溪水流淌， 带走了柳夫子单瘦的身影， 却让
他留下了许多诗篇。 想必当年柳夫子坐在小船上，
任船夫轻轻摇桨， 还可能有女子或童仆相伴吧。 当
然， 小船上还摆有一张小桌， 一壶老酒。 他老先生
席地而坐， 举杯慢慢细抿， 望碧绿缓行的溪水， 目
光过滤着两岸的景色， 在这天地之间， 心中就
会一扫贬抑的苦闷， 跟远离家乡的孤
独， 头脑里就会突涌出美妙的文章来。
所以， 人虽然走了， 那些美
妙的文章， 却如这漫漫溪
水 ， 一 直 流 到 今
天。

溪， 叫
愚溪。

吕高安

今年4月26日，80岁老娘解脱了久病瘫
床的折磨， 悄然进入天国。 上午10时27分娘
弥留之际，和风吹雨，仿佛给老娘洗尘开道。
我正在为老娘购纸钱，一手接货，一手接到弟
弟电话：娘此刻升天了。 这么巧，娘带着大捆
纸钱而去，用几年都不成问题。

不一会，雨戛然而止，日头慢慢露脸，一
晴就是12天，今年雨水特别多，连日，天气预
报说当地有雨。 可是，连日都是春光明媚，有
几次，云雨低沉到伸手可摘，还是缩回去了。
出殡那天，早上9时，一轮金阳喷薄直射，随棺
入坟，仙祥之至。这几乎颠覆了春无三日晴的
湘西南气象史，也应验了娘的心如明镜、素尚
晴明。乡亲们一个个啧啧称奇：老母亲既接人
缘又接天缘！

娘十来岁就没了父亲， 上世纪50年代初
中毕业，考入县中医训练班，算是乡村小知。
60多年间，她把医术望、闻、问、切到千百人身
上， 药箱总是盛满感激之情。 最神的是她的
“挑疳积术”。乡里小孩易患疳积病，往往面黄
肌瘦，神情呆滞。娘右手拿根缝衣针，消毒后，
左手翻托小孩之手，口中念念有词，边念边照
着其手指中节划几下，一针下去，不偏不倚，
不深不浅， 隐隐作痛， 随之而出的是透明黏
液。三天后，再如此这般挑一次，不打针，不服
药，而且不收钱，患者保准康复。 至于娘口中
念的到底是什么咒，划的什么符，没人知道，
反正不念不划，痛感大大增加，效果也大打折
扣。 诸如眼中有沙、喉中卡刺之类小疾，难以
解决时，我娘只要口念几句，摸几下，吹几声，
或喷几口水，自然灵验。 文革时，有人说娘搞
封建迷信，要破除，可是乡亲们决不答应。 娘
综合中医和阴阳术，钻研而成的医术，省钱省
时省医省药，在乡村极为实用。

我父母原是江西地质队工作人员，1962
年下放回到邵阳县黄亭市乡的老家。在这里，
父母开荒拓土，学习农业耕种，白手起家。 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不管是集体生产，还
是承包到户，娘总是深耕细作，不会偷工减料
耍歪巧。 尤其是每年抛粮下种，莳田双抢，挖
红薯、打晚稻、摘茶子季节，老娘更是半夜喊
天亮，两头摘星星。 三四十年里，娘每天睡眠
严重不足，多则五六小时，少则二三小时。 吃

的是粗粮小菜，难得打个牙祭。 但是，她每天
都是那样风风火火，不知疲倦，不怕困难。 我
不明白，娘的过人精力、冲天干劲、满腔热情
到底从何而来？

父亲体弱多病，6个兄弟姐妹从娘肚子接
踵而至， 人多劳少， 工分低底子薄。 尤其是
1983年父亡时，两个姐姐已经出嫁，我和三个
弟妹正处读书成长关键期，娘中年守寡，毅然
昂首，挑起沉重的债务。这种家境放到一般人
家，免不了忍饥受冻。 但是，我们竟然不惊不
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究其因，是娘对于
家庭用度的计划料理。

娘个性很强， 对我们进行励志教育和劳
动锻炼十分严格，有时我们也有怨言，但我们
对娘一直孝心不变，尊爱有加。 而且，老娘的
积极向上、敢于担当、勤劳节俭、宁折不弯的
品性， 深深浸入我们子女甚至所有后代的骨
髓之中。

娘令人钦佩的，还有她的识人术。娘长期
蛰居乡下， 即使晚年随子女入城也几乎足不
出户，她很少看书读报，只看电视，但是，大到
国家大事， 小到左邻右舍， 娘都有自己的看
法， 而且常有先见之明， 料定了不少善恶生
死。我不明白，她到底运用了哪一套逻辑推理
呢？

本来娘是有家族超长寿基因的，但是，长
期超负荷的操心劳作，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
透支了她的生命，将她从一个健美少妇，折成
几乎90度的佝偻老太太。 2010年5月，娘脑溢
血突发以后，引起七种疾病并发，从半瘫到全
瘫哑语。 今年以来， 她各种器官功能极度衰
竭，明知大限将至，她还是艰难地咽下每一口
流食。最后，她骨瘦如柴，气若游丝，每打一次
针，都要被扎一二十次。但是，整整六年，娘从
未叫过一声痛、言过一声死，顽强地挺住病魔
给她的每一次折磨。

出殡那天，绑扎得非常坚实的抬扛，抬着
她的棺木，不知怎的，刚移动一两步就“哐”地
断了一根。 大家猜，老母亲硬是不想上山，不
想离开这个世界啊！

人做极致即成仙， 技到顶峰方为神。 老
娘， 一个普通的乡村老太太， 竟然在她的环
境、条件和平台上，以她的方式，成功书写了
吃得苦、耐得劳、霸得蛮、忍得住、看得透、熬
得过、九磨十难又九死不悔的神奇。

朱定

此刻，是节日，我们的节日。
记得，作别晚班那天，特意赶了

个早儿，站在黄金乡轰鸣颤抖的印厂
二楼，咂摸夜的开始，触摸夜的尽头。

那一刻， 阳光透过厚厚的窗帘，
探身而进，执意在水泥地板留下一些
刻痕。黄金乡的鸟，相伴多年，从未谋
面，早各各占据枝头，和鸣对唱。 窗
外，芙蓉中路移植而来的香樟，叶脉
深翠，枝条舒展，馥香袭人。

今夜，相同的气息在这里酝酿，静
静的波澜从这里生发。 这个大开间办
公室传导的声音，以方正的步伐、光波
的速度，向热土的每一个角落奔驰。 走
三湘，行四水，如期而发，如是铺陈。

这里的主人，事了搁笔去，深藏
功与名，找不到他们留下的痕迹。

他们属于这里的夜。 他们的晨，
留在梦中的呢喃，醒后的浅笑。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夜行
者，晚班人。

这是一群规矩的人，规矩如天上
的星座。 不管月明如镜，抑或密云排
空，他们总在自己的位置，或纵情闪
烁，或欲语还迟。更多，则是侧身光亮
和云彩后面，出处不祈人知，名号从
不告白。他们，只是星星，夜的儿子或
女儿，夜的伴侣或情人。

这是一群本分的人。 外面的天
空，很大，很高。 他们的天空，就是眼
前一张纸。 没有叩弦顾盼的神气，没
有目送飞鸿的闲适，没有悠然南山的
飘逸，没有升帐中军的雄阔。 他们更
像脚踏大地的耕者，凭手艺吃饭的匠
人，修修剪剪的园丁，经营着这片天
空，看护着这片天空。

这是一群沉静的人。 浅夜，那辆
喷印“湖南日报”四个鲜红大字的硕
长班车，跨越桥梁和隧道，河东驶向
河西。 此刻，属于夜的各种欲望已见
萌动， 白天的喧闹犹在街道流传；夜
深，黎明尚在天的那一边，回程的班
车，孤独行驶在没有音乐的街道。 残
月如钩，路灯也疲倦地合了眼。 夜的
单纯，路的纯粹，赋予这群人格外的
气质：色清如水，波澜不惊，宠辱两
忘，沉静淡然。

这是一群懂得涵养的人。 他们，
来自不同的方向， 来自不同的岗位，
却总能天然地相溶，滴水成珠，汇涓
成流。每一个小小分子，让一让，靠一
靠，彼此之间便没有了缝隙，没有了
距离。 流而不放，动而不乱，静而不
腐，这个群体总有无穷无竭的活力。

这是一群懂得使命的人。什么是
使命？ 很少有谁把这两个字挂在嘴
里。晚班的兵，见过大场面，排过大阵
仗。 枕戈待旦，百炼成钢；营门一开，
势若虎贲。百战不言败，上阵不退缩。
这样的兵，就是懂得使命的兵，就是

履行使命的兵， 就是可堪驱使的兵，
就是值得信赖的兵。

这是一群懂得感恩的人。蒙受领
导万般关爱、呵护，不骄；手握稿件生
杀予夺之责，不傲；面对责难、委屈、
误解，不逞；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意图，
守规守矩，收放有度，不纵。 知足，知
不足；知止，知不可止。 这样的境界，
是真感恩的境界，真明白的境界。

十年同船共渡，十年桃李春风。
记得那夜，山崩地裂，我们失语

低头，一起抒写无尽的痛，笔起笔落，
只有黑白两色；

记得那夜，举国欢腾，我们一起
把自豪与骄傲洒满天空，在纸上留下
恣意张扬的大脚印；

记得那夜，天寒地冻，我们一起
堆积温暖，试图最快融化冰雪，为踉
跄的归人铺垫回家的路途；

我们一起奔走探访湘江边最美
村镇的路上，我们一起在湘闽赣老区
的密林中无语穿行，我们沿着青年毛
泽东之路，感悟解读人生和信念的密
码……

我们哭过。送别我们的战友和姐
妹，谁都不愿压抑，放声大哭；

我们笑过。 一个好版面，一个好
标题，一篇好言论，都能引爆幸福，笑
声持久弥漫。

此刻，晨阳里，包裹在温柔的光
线中，深深地感激。

十年。 我有幸和这样的夜在一
起，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与有荣焉，
与有荣焉。

十年。洗涤，沉淀，过滤，净化。有
人来到，有人离开，这个群体始终声
息不动，本色不改，阵容不乱。来到或
离开， 夜都会给他们留下共同的印
记。 这样的印记，是生命时光额外赐
予的财富，是可以炫耀或不可示人的
神秘私藏。

夜行者，晚班人。
他们的夜，是孕育，是重生，是创

造；有他们的夜，生动，鲜活，真实。
夜是他们的路，路的前方，一定

是早晨。
此刻，是夜晚 ，是黎明 ， 是路

上……
节日快乐，兄弟姐妹！

在
夜
晚在

黎
明
在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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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盐道徘徊
古老的盐道悄然地呈现在我眼前，尽管它留在蓝山界段已十

分的短小。 我却觉得它还是在长长地延伸着，一直延伸到大山的
那头，默默地通向外面的世界。 望着这条充满沧桑斑痕的小石板
路，就可见古人的艰辛跟勤劳，以及那流淌着汗水的匆匆步履。 我
仿佛看到挑盐的队伍，人们像一粒粒细小的蚂蚁，高高低低长长
短短忽现忽隐地出现在起伏的山路上。 我好像听到汗水跟脚步击
打石板路的声音，那声音竟然在轰然回响，打破了山间特有的寂
静，惊飞了潜伏在树林或灌木丛中的雀鸟，以及偌多的野物。 它们
肯定都怔怔地望着这一队队行进的人们，然后，叹出一声声敬佩。
挑夫身上汗的酸味仍然在空中散发，他们呼呼的喘气声，还在古
盐道上一句句回响。 他们与时间，与精力，与路途比赛，极有韧性
地丈量着山路的长度，向目的地一尺一尺靠拢。 他们的双脚或像
一把剪刀，咔嚓，咔嚓，干脆利落地剪开这一条悠长的小路。

古盐道从拱桥上经过。 拱桥叫万年桥，由一坨坨麻石所砌成，
执着地亲近从下而过的山溪水。 古老的万年桥虽然涂满了沧桑，
却十分坚固，在不声不响地诉说着天地间的风霜雨雪，以及人世
间的悄然变化。 长长的山溪水清澈透底，在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
缝隙中曲折地流淌着，这是山间唯一清脆的音乐。 它，很能够勾起
我童年的回忆，我恨不能跳进溪水中，弯腰伸手，捉鱼摸虾，或是
跟伙伴们尽情地嬉闹一番，相互砰砰地拍击水花，快速地弹奏出
儿时的快乐跟顽皮，重新捡起那些稚嫩的笑骂声。 或是，对着天地
连续不断地大喊大笑，一路喊笑到今天。 而我们，却已经再也回不
去了。

一群白鸟忽然悠闲地在空中划过， 它们像一把巨大的鹅毛
扇，舒展在浩瀚的蓝天之上，不停地摆动着翅膀，似是给人世
间送来一缕缕清凉。 它们又不时传来嘎嘎的叫声，跟
山溪水构成了悦耳动人的音乐。 白鸟跟小溪，
酷像两件天然的大乐器， 一件淙淙地横
躺在地上， 一件嘎嘎地高挂在空
中。

这样的景色 ，
是很难看到
的了。

娘做极致
即成仙

︱
︱︱
写
在
记
者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