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图/周鑫

周刊江12 湘韵 2017年3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

写在援疆干部人才
出发之际
蔡建和

自古天山逐鹿地， 芙蓉子弟竞英豪。
抬棺平虏定疆土， 凭舌制敌废卖条。
将军挥镐银河落， 湘女倾情戈壁娆。
队伍援边精气壮， 刷新功薄看今朝。

大雪送干赴吐鲁番途中
玉龙腾浪跃天山， 千里银装铺远滩。
风劲荒原狼号怒， 冰凝戈壁瀑飞寒。
无边瀚海峰为岸， 漫野莹光月作镰。
击雪雄鹰追大漠， 初萌红柳镇疆边。

石河子雪景即兴
石河二月赛江南， 大小枝桠花竞繁。
赏景方知春尚早， 雪晖寒逼日为蟾。

傩戏
杨汉立

1
隔着面具， 你就是神
我仍在人间
你喜欢人间的烟火， 我仰望升天的烟雾

2
回到没有语言的年代， 可以跏过人神鬼三界
巫者， 舞也， 只需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语言真的是多余

3
青面獠牙， 拒绝不了我
背后有温暖和柔软
谁在演戏， 戏在演谁

4
一个竹蔸一个木壳
把自己变形， 把心夸张
一刀一刀刻深， 阳光与阴影映了进去

生理清闲与心灵清闲
游宇明

人本质上是喜欢清闲生活的。所谓“清闲”，就是在为稻粱奔
波的同时，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喝酒、聊天、旅游、吹牛的时间。 如
果说职业生活容易让人变得面目相异的话，那么，适度的清闲可
以使人变得性情飞扬。

认真想来， 一个人要活得惬意， 光有生理上的清闲是不够
的，还得有心灵的清闲。 一个人要抵达生理上的清闲不难，国家
规定的节假日那么多，再怎么忙，也会有些空闲；真正难以做到
的，是心灵的清闲。 所谓心灵的清闲，就是放下得失，看轻进退，
让心灵处于一种闲适、宁静、无牵无挂、自由行进的状态中，就像
天上的白云一样飘洒自如。

心灵清闲，意义非凡：一是能让人自省，使我们知道自己做
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二是使我们的灵魂放松，不经意间激发
出潜能与创造性。

有人说：一个人要心灵清闲，先要生活优裕。我看未必。人活
在世上，必须有基本的物质支撑，这是肯定的。整天忙忙碌碌，连
坐公交车都得啃个面包； 去公园放个风筝一定将手机的音量调
到最大位置，生怕错过赚钱的机会，心灵清闲的时候就会相对少
些。 但心灵清闲跟财富多少并不可以划等号。 有的人赚钱不多，
工作很忙，但他能够让心灵适度放松；有的人腰缠万贯，整天闲
得数手指头，却总是绷着一根患得患失的神经。心灵清闲更多的
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心灵的调控能力，一种不在乎一时成败
的大大咧咧。

想要心灵清闲，先得控制功利心。功利心这东西是没有止境
的，住了别墅还想庄园，坐了名车还希望拥有私人飞机，娶了美
妻还渴盼与女明星来点故事，心灵就不会有宁静、平和的时刻。
只有给物质的追逐划一根底线，达到某个程度立即按停止键，心
灵才可以清闲下来。

东晋宰相谢安的故事很能给人以启发。 一日， 谢安与人对
弈，忽接到其子前方的战报，他展读完毕，若无其事继续下棋。对
弈者不解，问其故，谢安答：“小儿辈大破贼。 ”其“意色举止不异
于常”。 谢安的从容、无所谓绝不是装出来的。 他出身于名门世
家，其父谢裒，官至太常，然而谢安不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年轻时
多次拒绝官府征召， 隐居于会稽郡山阴县之东山， 成天与王羲
之、许洵等一帮朋友游山玩水，中年不得不做官，却对进退不怎
么上心，凭着性情做事，宽厚为人。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对小
儿辈打的一个胜仗喜形于色呢？

心灵清闲还要与内心的乐观精神相向而行。人一乐观，对世
事有正向的估价，心就不会太累。如果天一下雨，就担心发洪灾；
别人不小心在门前丢张纸条，就担心强盗在做标志，哪怕空闲时
间再多，心也很难静下来的。

心灵清闲，在深处关系着一个人的格局。

彭楚溪

当物欲横流流尽了高雅，酒池肉林淋
熄了斗志，虚荣攀比比掉了自信，简单的
生活已渐渐消失在令人目眩的霓虹灯下
了。 在这个被时尚与浮躁裹挟的社会里，
许多人逐渐迷失了自我。

难怪有人调侃，当苹果和黑莓只是水
果的时候，这个世界会简单得多。的确，现
在苹果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通讯工具所
承载的意义， 它已蜕变为身份的象征、炫
耀的资本、攀比的筹码。 为了
虚荣， 人们失去了思考与批
判的能力，盲目消费，攀比购
物， 不注重物品的使用范围
和使用层次，一味追求高档，

追求奢华。 其实世界很简单，只是我们的
思想变得复杂了，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物
欲的奴隶。

简单地生活，不是看破红尘，置身事
外，也不是凡事无争，得过且过，而是以一
种淡然的心境对待生活。所以当人们对所
谓的“时尚”趋之若鹜时，我不由得佩服颜
回的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 我也羡慕
刘禹锡的闲适自在，“可以调素琴， 阅金
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人并不要追求得过多，过于复杂。 钱
不要太多，够花就行；衣服不要太漂亮，能
穿就行；华屋千间，只卧一床；稻菽千担，
只食一碗。 生活就如一道数学公式，有加

法，也有减法。很多时候，我们不仅要善于
做加法，也要善于做减法，追求简单的生
活就是做人生的减法。 人间至味是清欢，
少点灯红酒绿，少点浮躁奢华，便会多一
份诗意，多一份潇洒，多一份平和，多一份
自我欣赏与肯定！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
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不为名利所诱，
不为物欲所累，只要远离浮躁，坚守那一
份淡泊，保持那一份清醒与达观。 即使灯
红酒绿， 也能自然拥有一份简单的生活。
其实越是简单， 越能感到无牵无挂的轻
松，越能体会到自由自在的快乐。

苛责生活，晴空便满是阴霾，四顾尽
成危道。简单生活，恶澜可成清流，狂飙自
成和风。 崇尚简约，回归本真，简单生活，
潇洒就在自身，红尘便是福地！

岩脚的月光
姚茂椿

妩媚的月亮，从东边山坳露出半个头。合拢宴的长桌旁涌来
端着酒杯的姑娘小伙子，正被浓浓的气氛感染。 我侧身而出，刚
好与月亮打了个照面。

我看见了月亮的羞涩，像刚懂事的姑娘。 夜还没有黑下来，
月儿的脸庞安静柔媚，光在一点点地聚变生长。在月光达到一定
亮度时，我发现它轻轻的脚步，在慢慢向我靠近。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月光沿着村口的石板路，来到
岩脚侗寨，在古驿道和黑色的木楼上，涂抹着传统的色彩。 这个
距靖州县城20多公里的村寨，始建于南宋，明朝中叶开辟驿道，
成为湘黔和湘桂古商道上的重要地方。 商旅、马帮的往来，使寨
子到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渐至繁华。我想象当年那轮照过曲折
艰辛商道的弯月，怎样从四面八方照向这里。分布在东、南、北方
向称为永昌、永宁、永康的三个寨门，把石板路和古驿道连接起
来。 漫长历史中，一栋栋木楼在孤寂的等待中迎来人声的鼎沸。
依山而建的干栏式吊脚楼和平地楼，在月光下参差错落，光影斑
驳。民居楼上的青瓦飞檐、翘角浮雕，为月色增添了古老的气息，
透出活泼而鲜明的民族特色。 聚财井水声汩汩。 前门大开的驿
站，与客栈、酒肆及驮运的热闹相互衬托。 举着火把或提着马灯
的客商，穿过夜色，在热情的木楼中畅饮、欢乐、思乡。

合拢宴上的琵琶歌阵阵传来，月光加快行走的脚步，像从一
支缓慢的古歌中走出。夜幕的窗帘已被拉开，微光将山头和山谷
照出诗意。 我在到来之前已经知道，岩脚寨的女人，值得许多地
方的人们羡慕。我沉浸在月亮女神的传说中，感受着白天看到的
场景和听到的故事。多年传承的生活习俗，留下了“丝路女儿国”
的温情浪漫。寨里建于南宋年间的兔主庵，供奉着大家敬仰喜爱
的月亮女神。 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当地妇女会在玉兔山上的兔
主庵祭祀，祈佑夫妻恩爱、家庭和睦。 东寨门古客栈前立于1801
年的修路碑，被人们称为“女神碑”，记载当年村民集资修路的概
况。 捐资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头人杨门黄氏，她不仅是岩脚侗寨
的头人，还是周边各寨的首领。 碑上女神的头部，是人们时常仰
望的月亮。这里的女人地位大多高于男性，她们像散落深山的一
粒粒珍珠，在家庭事务的辛苦付出时默默发光，也在当地重大事
务的决策中，闪现智慧决断的光芒。

在温情的风雨桥和高耸的鼓楼旁， 月光和着合拢宴敬酒歌
的高潮，将音符一样跳跃的亮色四处倾泻。 古樟树枝叶絮语，琵
琶谷虫声唧唧。月亮谷充满了月色和歌声的诱惑。伫立在舒爽的
月光里，我凝视不远处的龟背鱼塘，宽阔的水面微波荡漾，银光
闪闪。 我想走向远一点的地方。 这时合拢宴大门拉开，一个小伙
来到面前，邀我回到酒桌上去。

我说：“这里的夜景好，我要多看一看。 ”
“您若是夏天来，月亮最好看啦。 ”
小伙子看我没有回去的意思，乐得陪我说起话来。旅游开始

火爆，大家得把山寨木楼整修好，搞住宿餐饮，还做种植养殖生
产加工，把产业做好。 动员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早日回乡，生产服
务需要更多的人。 不用多久，当年忙碌的驿站，将会变成快乐的
老家。

向月亮长望了一会儿，我与小伙子返身朝热闹的地方走去。
清爽的头顶， 被洒上更多的月光， 我有着像被母亲抚摸过的感
觉。

我在内心里赞叹，岩脚的月光，好亮，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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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沐

韦尔尼格罗德

从北德到中德的路途略有些艰
辛，那天下起了大雪，整个交通都被打
乱了， 到韦尔尼格罗德的时候天色已
经如墨。住在了一个客栈，店主学过室
内设计又在上海待过一年， 对客人简
直如春风般和煦，热情又不越界，难得
地妥帖。 店立在半山腰， 可以俯瞰全
城。 小城的房屋都是格纹木栅的红顶
建筑，偶有几座教堂突出，又正对着一
座古堡， 甫一开门还有点不知道今夕
何夕了。

因为起得早，时间大把，方便我慢
悠悠地过石桥穿石巷到了火车站。 我
正是为了蒸汽火车来到这个城市，以
往坐过的蒸汽火车总是在游乐场里小
森林中闹着玩， 现下是要从韦尔尼格
罗德上布罗肯峰了， 正儿八经的要翻
山越岭。

火车呼哧呼哧地越来越近， 我越
来越兴奋。两节车厢间是可以站立的，
车跑起来时要是把身子探出去， 冷风
跟煤灰就刮得跟飞镖一样。 秋天在此
时此景下是个最对的季节， 黄叶落而
未枯， 浓郁干净， 它们滚在溪里向下
跑，火车驮着云驮着我向上跑。抬头看
那些云，洁白明净如透着光的钟乳石，
缠在树梢上怎么都不肯散开。

晃晃悠悠中植物越来越稀， 等反
应过来，秋天已经给晃没了。上了山顶
更惊觉来到了南极， 裹得严实的小朋
友们跑起来时像挂着鼻涕的企鹅。

车站旁有个小餐厅， 装饰着许多
女巫。 她们来自《浮士德》中的瓦普吉
斯之夜，在德国传说中，这一夜女巫们
会飞到布罗肯峰与恶魔共舞。 餐厅里
全是来徒步登山的一家子， 多半带着
孩子和狗， 坐在那里不说话时都是一
脸的德式“生人勿近”。

德累斯顿

德累斯顿在德国是老牌历史文化
名城，宫殿亭台无一不精美，人称“易
北河上的佛罗伦萨”。

它很旧， 不是富庶的原西德城市
展现出的那种“修旧如旧”，却是真正
意义上的旧。且我还赶上了阴雨，天色
阴沉得日夜难辨。 几乎所有的建筑看
上去都是黑漆漆的， 小雨把巴洛克们
生生淋成了哥特。

这次最大的惊喜是军事历史博物
馆，从外部看，平庸的白色大楼被一个
巨大的不规则钢块垂直楔入， 窃以为
设计师想以此展现战争的冰冷巨力。

“战争” 于我向来是一个极大的命题，
且时间或者空间上它都离我很远，这
让我在谈论起它的时候总觉得说什么
都轻浮，毕竟“未知生，焉知死”？

博物馆的室内设计也很先锋，几
乎找不到垂直的墙面， 却更方便参观
者阅读墙体上的文字。 这个博物馆在
时间轴的体现上很精当， 细微处则更

是动人。 有一个几乎全暗的角落放着
一个黑漆漆的半封闭展区， 里面是一
个个的把手，它们异乎寻常得沉重，我
使劲用双手拉开一个来阅读里面的东
西。那是一封很隽秀的家书，说着家里
这个也好那个也很好你要好好的，我
爱你。 可惜，Friedhelm最后也没能回
到他和Anna的家，只剩这封家书被完
好地保存了下来。 它曾经是连天烽火
里那个士兵最明亮的东西， 只是再大
的悲恸也只是在那个时代里发生的小
事，它小得理应就淹没在时间里。

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 但这支由
那么多丈夫、儿子和父亲组成的军队，
摧枯拉朽地杀死了别人的丈夫、 儿子
和父亲。

或许人类就是西西弗斯， 而战争
是那块石头，宿命一般地不死不休。

海德堡

这座城市因两个人早已蜚声海
外， 一个是说他把心落在这儿了的歌
德， 另一个是觉得它最美的马克·吐
温。

海德堡倒真有个堡， 当我隔着内
卡河在晨曦中看到它时，那句“残破而
不失王者之气， 如同暴风雨中的李尔
王”瞬间浮现出来，果然不论中西，好
词已被古人写尽。 半掩在森林里的哲
学家小径是眺望海德堡古城的最佳地
点，我还是来晚了些，有些黄叶泛起了
褐色， 太阳照射在上面时便不像初秋
的叶子那么剔透。 如果说山腰处的城
堡是李尔王， 山脚下的老城或许就是
他的小女儿可蒂莉，丰容美鬓，袅袅婷
婷，却只肯留爱慕者以剪影。

小径的尽头藏着一块纪念荷尔德
林的碑， 刻着他1800年所作的《海德
堡》中的第一段：

久矣我已爱你，满心欢喜，想把你
称作“母亲”，并献上一首质朴的歌；

你，在祖国城镇中，
最具乡野之美———以我所见。
过了老桥来到古城区， 发现了著

名的海德堡大学图书馆，遂入内。 这座
建于1905年的图书馆将现代的舒适完
全揉进了时光里，古雅而庄严，看得我
实在羡慕不已， 恨不能扛着电脑来此
常驻。

离图书馆不远处是学生监狱，从
1712年至1914年这里关了许多酗酒喧
闹、品行不端、吓唬居民、破坏路灯的
学生， 如果有人在大学期间一次都没
被关过，则名誉受辱。学生们给房间取
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又在墙壁、屋顶和
楼梯上满满当当画了各种涂鸦和狱友
的侧面像，最后还留下了年份。 一切止
于1914年。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时候， 少年们被世界用最残忍的方式
催熟了。 战后不知道有多少“坏学生”
回到这个监狱， 不知道那些同他们喝
酒嬉闹的朋友所画的涂鸦， 又有多少
成了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