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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故乡
久安背
李田清

一
� � � � 离家久了， 家乡已是很模糊,� 梦中常涌
起思乡之情。 我再回故乡久安背， 是阳春三
月， 满眼清新得像水洗过一样的绿色， 让我
浮躁的心立即沉静下来， 身心像被过滤了一
样， 澄清透明。

这一天， 潇湘细雨淅淅沥沥的滴落着。
雨丝织起一重重纱幕， 遮盖了那些山、 那些
水、 那些人和那些路。 撩开雨幕， 仍是一个
朦朦胧胧的世界， 座座山峰像碧纱中尚未醒
来的仙女， 已近乎完美地染出了一幅幅画,吟
出了一首首诗。 云水雾气中， 我疑心自已完
完全全走进了画中。

车进入久安背， 仙境般的美景就开始养
起眼来。 喀斯特地貌的峰峦退到远方， 层层
叠叠地护卫着葱绿的田野。 三三两两赶着耕
牛耙田的老农， 不紧不慢地穿行在如画的田
野上。 驻足远眺， 山势逶迤， 山峦莽莽， 连
绵不断。 群山如千帆竞发， 又如波涛起伏、
奔腾不息。 走进村子， 青砖黑瓦， 古香古
色， 一色的青石板、 鹅卵石小路弯弯曲曲，
人们静静地坐在门前的石坎上， 男人们烧着
旱烟， 女人们话着家常， 小孩儿和小狗儿逗
着乐， 村前的大鱼塘里， 蛙声一片。 参天的
古柏， 愈发衬托出村庄的古老， 仿佛踏入历
史的门槛……

�二
� � � �久安背村位于宁远县湾井镇， 地处著名
的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九嶷山
峰下， 与九疑山一脉相承， 三面环山， 山清
水秀， 民风淳朴。 这里属南岭山脉之萌诸岭
山系，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夏不酷热， 冬
无严寒， 交通亦十分便利。

久安背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千年古村， 全
村近千户、 4000余人， 都是李姓， 竟无一杂
姓。 其先祖是南北朝时期南齐王朝的荡寇将
军李道辩， 率军进驻九嶷山后， 见此山清水
秀， 便在这里定居下来。 据传， 久安背村的
嫡祖为柏庭公， 历经千年繁衍， 至今已有56
代， 已是人丁兴旺。 久安背历史悠久， 是个
人才辈出的地方。 宋朝大理寺丞李世南就出
生于此。

�三
� � � �而这个号称千年的小村， 怎么如此完美
地留住了往昔？

说它完美， 是说一种古老的原始存在，
有着许多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 远远望去，
村头没有任何商业色彩的添加物。 这儿还不
是旅游地， 对于远方来的客人， 连溪边洗衣
的小女孩也不会多看两眼。 村口寨门， 已有
赶牛荷犁的老汉， 担着青菜的女人姗姗而
行。 没有门票和游人， 没有浑浊， 没有喧
嚣， 有的只有村前一座“国宝” ———翰林
祠， 在静静地迎候着我。

久安背翰林祠， 据考证始建于宋代， 系
为纪念李世南所建， 后于明朝永乐年间、 清
同治光绪年间多次修葺。 翰林祠占地1856平
方米， 纵深七进96米， 宽20米， 青石铺地，
飞檐宝顶， 木雕门窗， 手工精美， 古色古
香， 为典型的宋代民居建筑群， 极富观赏价
值。 翰林祠是久安背村群众崇祀先祖、 纪念
名人、 集会， 娱乐， 休闲的好场所。 2006年
被列为湖南省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被列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迈着急切的步子， 我走进了村中。 令人
惊诧的是， 村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古民房，
这些古民房大多是明清时代所建， 一栋栋都
带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沧桑感。 有的老屋保存
得相当完好， 青砖黑瓦， 重楼翘檐， 古韵浓
郁。 一条条青石板巷道四通八达， 道道相
连， 石阶上坐着安详的老人， 敞开的木门
内， 有妇人在劳作。 漫步在古村中， 幽幽古
气悄然袭来， 宛若归化到历史中一般。

�四
� � � � 回家的几天里， 我的心情始终是愉悦
的， 甚至长时间处在亢奋之中。 清晨， 看日
出， 看云雾缭绕； 傍晚， 看日落， 看炊烟袅
袅。

村子右边那座山叫金子方,� 山势端庄秀
丽， 丰腴俊美， 峰顶白云缭绕， 直插云表。
山顶上长了只有这里才有的松树,叫做石松，
很少的土壤， 很少的水分， 居然能常青常
绿， 上面的松树也不知有几百几千年了。 登
上金子方， 众山一览无余， 山下阡陌纵横，
平畴十里， 座座小山村飘出袅袅炊烟,是登山
探险， 观日出、 望云海的绝妙之处。

久安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山中有
洞， 洞中有山， 素以溶洞多、 溶洞景观奇而
著称。 村内有“赛井岩” “燕子岩” “七林
岩” “水麻头” “岩头” 等9个岩洞。 相传，
村背小溪流入这9个岩， 因而取名九岩背，
后更名为久安背。

入夜了， 我们一家品尝着香喷喷的酿豆
腐、 血浇鸭， 门前那口占地20亩的“大池
塘” 里蛙声四起， 高高低低， 如鼓如号， 很
有几分曹豳笔下“林莺啼到无声处， 青草池
塘独听蛙” 的意境， 令人久久陶醉。

王亚

“三三，两山翠色逼人，
船慢慢地在上滩，听得出水
在船底流过的细碎的声音。
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
想到你……”

每来洪江，见着这半城
山色一程水，总会想起在沅
水的船里思念三三的二哥。
船慢慢上行，他一封来信她
一封去信，琐琐碎碎写煮饭
的烟味， 沅江上黄黄的油
船，岸边街上铺面里灯光下
坐着的眉毛扯得极细的妇
人……信也慢。

洪江三面环水，背后是
山。 沅江和巫江在此相会，
便携了手再一起慢慢前行。
洪江的山硬瘦， 像一条汉
子，江水着翠色，与山色相
合。古城就在山和水的拐角
处，像就着码头搭起的一个
戏台，这戏台上生旦净末丑
你方唱罢我登场。 王公商

贾，挑夫船夫，举子
戏 子 …… 勾 了 脸
谱， 描了眉眼，画
了胭脂 ， 戴了髯
口， 插着珠花，捏
着嗓子， 走着台
步，在上面来来往
往。 一个世纪，两
个世纪，N个世纪

就这么过去了。 戏台还在。
此番我在沅江边住着，依河听水，檐下看星，也看身

后这咿咿呀呀一直在唱着的戏。
上了码头，踏上石阶，便慢慢走回时序，遇见停滞在

晚清民国的洪江慢生活。 戏开锣了。
颜色鲜明的洪江油船在摇橹歌声中连翩而来，精壮

汉子喊着沅江号子拉纤、扛活。 一根挑杆扦起货物，腰腿
劲健大步踏上石阶稳当当地走。 送走一批货，汉子们又

拉开膀子举桡激水离岸而去。 四围的山，沅江的水，洪江
城里的女子，都巴巴地打望他们。 着旗袍的女子走得婀
娜，学生装的女孩提着布书包，花布褂子妇人背篓里装
满杂货，蓝土布围裙绣了花片的老媪牵了小孙孙……唯
有这些汉子来过，才有了她们想要置办的柴米油盐酱醋
茶，有胭脂水粉，有大上海来的上好绸缎。

石阶与周遭街巷均逼仄， 林立的店铺房屋却高而
阔。 美孚洋行、天顺华金号、陈荣信商行这些地儿都是有
钱的老爷太太的去处，厘金局防汛把总署的官老爷们成
天肃着个脸，似乎谁家都欠了他钱似的。 油号堆栈米店
门口或杵着或蹲踞着中年挑夫，江上的家伙什拿不动了
他们只好转战到此。 烟馆妓院都是闲人和落魄户，眼窝
深深抠进去，打着呵欠飘着出来。 天钧戏院有京戏班子、
昆曲班子，也演话剧和无声电影，一撮小胡子横着蹦出
来的卓别林也经由海路陆路水路来到这山城。 最高级的
亚洲饭店与上海的大都会相类，服务生系了领结，交际
花穿梭其间，夜里更是浮光掠影觥筹交错。 大大小小的
军阀亦是轮番上阵，在小城驻下来负隅自固，捞饱了造
孽钱，又打来打去，或死了，或跑了。 洪江这出戏依旧自
顾自唱着，既不因此而衰败，也不因此更繁荣。

如今，戏台还是那戏台，换了一拨人继续唱。 一路行
来，马头墙渐渐有些斑驳而愈见旧光阴的影像，青石阶
梯磨得光亮可鉴是曾经辉煌的履迹，各色商铺静默着回
忆过往。 逼仄的街巷里，也似乎仍旧一切拥塞着，白芷没
药竹沥紫苏辛夷防风半夏当归，傩面瓷器神佛金玉竹木
花草瓶罐，米面豆腐白菜萝卜肉蛋鱼虾……又一应皆沉
缓，行走吃饭打盹买小菜聊闲天打纸牌熬光阴。 幽谧又
繁华，炽热又清冷。

窨子屋里，老人青年孩子都和善，拖过一把椅子，操
一口西南官话———“来坐啊！ ” 天井上正晾晒着几节刚
灌好的香肠，一串腊肉，几大块干鱼。 神龛里还供着过年
的祭品:腊猪头、红枣核桃苹果梨。

窨子屋亦是洪江的“布景”，四围是高耸的青砖墙，硬
朗得像一个战士，内里则全木制榫卯结构，清淑岑静得如
闺阁女子。亦是一番阴阳和合。铁桶般的高墙上檐牙高翘，
门楣、楹柱、照壁，乃至雀替、窗格，都精雕细刻，彩绘金漆。
家家皆是高门槛，一方天井漏进来一米阳光，一栋窨子屋
从里隔出三四层楼。 一家即是一幕戏，老爷夫人小姐少爷
丫鬟小子，“忒忒令”“懒画眉”，一幕接一幕。

如今这些“角儿”都隐去了，我们总能由如云肆列想
见当日繁华。 就找间茶楼坐着，要一壶茶，几样小点，读
读书，看看楼下小巷里慢慢踱步的行人。 再往远一些看，
沅江上的来往船只在细雨轻烟里缓缓移动。 这样慢的辰
光，你怕要叹一声了。

这时节，到底是如今还是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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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好自己的长处
赵荣霞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成功。
然而，你到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你是否找到了自己的
强项。 找到了强项，发挥到极致，就是成功。

珍妮清楚地知道，她并没有过人的才智，但在研究
野生动物方面，她有超人的毅力和浓厚的兴趣。 所以，她
没有去攻读数学、物理学，而是前往非洲森林考察黑猩
猩，终于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

由于“那双笨拙的手”，汤姆逊在处理实验工具方面
感到很烦恼，因此，他的早年研究工作偏重于理论物理，
较少涉及实验物理，并且，他找了一位在做实验及处理
实验故障方面有惊人能力的年轻助手，这样他就避免了
自己的缺陷，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奠定了自己在物理
界的研究地位。

阿西莫夫在做一个科普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自然
科学家。 一天上午，他坐在打字机前打字的时候，突然意
识到：“我不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却能够成为一
个第一流的科普作家。 ”于是，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
科普创作上，终于成为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科普作家。

达尔文学数学和医学一般般，一碰到植物却灵光焕
发，他将这方面强项发挥到了极致，终于成为生物界的
一代泰斗。

伦琴原来学的是工程学， 在老师孔特的影响下，他
做了一些物理实验，逐渐体会到，这就是最适合自己干
的行业，经过努力，他后来果然成了一个有成就的物理
学家。

是的，人生的诀窍在于经营好自己的长处，也就是
自己的强项。经营自己的强项，就会更容易走向成功。当
然，每个人的强项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成功也会
有所不同。 如果，你想做一个跟风的人，看别人做什么成
功，你就去做什么，那么，你很难和成功有缘。 因为，别人
的强项，不是你自己的强项。 用自己
的弱点和别人
的优点去拼 ，
你永远也拼不
过。但是，如果
你拿自己的强
项去拼别人的
弱点，那么，你
就一定会是赢
家。

我在春天醒来，
眼眶湿润
张雪珊

料峭的黎明， 恍惚间悄然降临
第一缕晨曦， 带着神的旨意
穿越亿万光年的隧道
徐徐栖息在向阳的枝头

紧紧追随的华彩整装待发
飞过雪山之巅， 飞过大漠孤烟
飞过苍穹茫茫
春天的精灵， 冲出母亲的子宫
呱呱坠落人间

而此刻， 我刚睁开冬眠的眼睛
欣喜， 惊奇， 加上无以名状的感动
瞬间溢满了大海的辽阔

银杏树上结出七个鸟巢
小区门口， 一排银杏树错落有致
那么多青翠欲滴的绿
浓密， 繁华， 终究敌不过时光的刀斧
一滴一滴， 被秋风拧干， 剔除

小心翼翼， 从一数到三， 再从五数到七
我从宝庆东路， 沿石板路细数上来
七个鸟巢， 如落潮后的七枚卵石
搁浅在干涸光秃的沙滩

当春色重返家园
羽翼比绿叶提前飞上门扉
我不知道， 也无从知道
那些坚强的鸟鸣， 如何熬过严寒
如何击碎冰霜
尔后， 又如何把岁月的萧瑟和冷漠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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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王家富

微信发展真快。 一年前我还排斥
微信， 没想到一年后， 我就离不开它
了。 一年前还以为微信红包是“套路”
而不敢抢， 没想到一年后， 手机里的
微信红包无论是发还是收， 已累积成
“天文数字” 了。

微信让人越来越离不开手机。 出
门不带现金可以， 不带手机就好像缺
少了点什么。 手机支付“扫一扫”， 方
便快捷。 去吃个早点， 没想到还可以
微信支付。 微信让生活更轻便， 但也
让低头族越来越多。 有事没事就低头
看手机。 忙着刷朋友圈， 忙着看朋友
圈， 忙着点赞。 明明知道这很浪费时
间， 很虚度光阴， 很玩物丧志， 但就
是忍不住地要看一眼朋友圈上的红
点， 要一项一项地往下“圈阅” 朋友
晒的陈谷子烂芝麻的琐碎事。 不管是
晒心情， 一句话配一个表情， 还是晒
各自种的花花草草， 喂养的宠物； 不
管是晒商品， 还是晒一些新作品， 没
有从头看到尾， 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微信公众号刚推出时， 求赞、 求
赏、 求点击， 晒得不亦乐乎。 在朋友
圈里晒， 在微信群里转， 还要在朋友
间私发链接。 朋友圈如此热闹， 让我
这个喜欢安静的人有点受不了。 因为
频频响起的提示音， 往往会打断我正
在进行的工作， 实在不爽。 因此， 收
到申请加好友的消息， 若不是文学爱
好者， 一般不想加。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朋友圈
里二三百来号人， 大多和我一样是安
安静静的。 但是， 小小朋友圈也像个
大社会， 人物性情各异。 有的从不更
新， 只是默默地游览朋友圈， 偶尔会
点一下赞， 表示“已阅”。 也有的既不
点赞， 也不更新， 诚可谓“僵尸粉”，
是十足的高冷一族。 有的不论青红皂
白， 一律点赞。 有的任你点赞或点评，
从不回复， 不回应， 不回谢， 让人真
正明白什么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的朋友一发朋友圈， 不管有没有朋
友点赞点评， 先一律谢过， 让人觉得
这也太形式化。

当然， 更多的朋友还是讲究礼尚
往来。 毕竟， 朋友间只有多交流互动，
朋友圈才会越织越紧密。 在朋友圈晒
东东， 不就是为了能引起朋友们的关
注嘛。 有时， 一个赞， 一个表情， 一
声回应， 一句回复， 也能让人感受友
谊的暖。

但是， 也有误解。 我晒朋友圈的
资料， 只是想保留一下链接备查， 如
投稿或征文信息什么的， 但朋友们却
急着点赞。 而当我渴望点赞， 渴望被
朋友们关注时， 却往往被朋友圈集体
漠视。 如新书出版了， 想通过朋友圈
宣传一下。 大家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
“视而不见”。 这让我觉得在朋友圈里
卖书， 就像在自家村寨里兜售土特
产。

而当我认为不可能有朋友点赞
的， 却又意外收获惊喜。 今年元旦前
夕， 当朋友们满怀希望地辞旧迎新
时， 我却莫明地感到忧郁。 于是， 我
就随便晒一张迎接新年含有2017字样
的图片， 加上一张自己笑得最无邪的
相片晒在朋友圈， 然后写下当时的心
情： “苦也好， 忧也罢， 2016即将过
去， 过去即如书已翻阅。 新的一年开
始了， 风也好， 雨也罢， 且用一张笑
脸辞旧迎新。” 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
点赞不断地“飚升”。 后来一数， 居然
有近50个赞。 这让我感动不已。 正是
这一枚枚瞬间到来的“赞”， 特别是一
些同事、 领导和从不冒泡朋友的一枚
枚“赞”， 顿时让我的心暖暖的， 忧郁
也就随之淡化了许多。

有朋友，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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