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玉萍

童年记忆里，奶奶家的后院种了几棵桃树。
早春时节，桃花结露而绽，细小枝丫间一片喜悦的嫣红。风过处，是淡

淡不留痕的清香。 小小的我内心充溢着满满当当的兴奋， 在树下钻来钻
去，嘴角划开大大的弧度，心亦如同花儿般摇曳。 桃树上总是流出一些暗
黄浓稠的胶状物，当时不懂这是什么，心里一直很好奇，听奶奶说这是树
脂，好像还可以当作胶水来使用。

再后来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爷爷说想把桃树砍掉。 据说是桃树生
虫了，枝干里面全朽掉了。我想起那些桃树的样子，枝干的外表皲裂开来，
夹杂着土灰色斑痕，坑坑洼洼。 内里黑乎乎，洞眼处留下了虫蚁蛀蚀
的痕迹，面目略显狰狞可怖。 当时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一种说不出的
怅然，第一次感受到生命摧枯拉朽的无奈。

可是，来年春天。 桃树竟再一次绽放出喜悦的嫣
红，虬枝倔强地伸展向上。

在很多时候，人其实和树是一样的。 在某个命运
的转角，遭遇到一些变故，整个身心都被悲伤笼罩，让
人无处可逃。 好像蹬开了地狱里已经伸出的幽灵之
手，大汗淋漓接近虚脱。 但又或许在下一个瞬间，
又会在黑暗中发现一丝光亮。希望，在此时
此刻就像最饥饿的骆驼嘴里的谷草一般不
可掠夺。于是你慢慢地循着出口，一点点去
接近光亮的起源。 而所有在
黑暗中泅渡， 以及摸爬滚打
留下的疮疤在结痂、蜕皮后，
终会成为一枚闪亮的勋章。

树亦如人，人应如树。
在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时

刻， 或许你会觉得自己就像
一群白色鸽子中唯一一只浑
身落满灰尘的异类。你须知，
你永远无法博得所有人的喜
欢和认同。 此时我们应当找
到自己人生的定位。 坚持自
己的梦想，不要轻易动摇。像
一棵树一样，不论风吹雨打，
我自安然若素。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 不管你称赞抑或批
判， 树只是坚定地静默矗立
在泥土里。 它有着心怀空谷般的沉静，不会因为旁人的流言蜚语而离开泥
土，自取灭亡。

树从不向天空献媚，更不会向世俗低头。我们做人也应如此。虽不要求
你一身正气、大义凛然。 但至少应该做到不与品质不好的人同流合污、狼狈
为奸。 要时刻保持自己正确的是非价值观，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种独
立的人格。

三毛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
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 非常沉
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诚然，树，欣欣然来到这世上，也欣欣然
离开这个世界。生命的深处，不必同情，无须悲欢。在干净而温暖的阳光下，
我们既可以像松柏那样坚硬而常青，也能像柳树那样在和风中招摇着柔软
的枝条。

人生于世，活成一棵树的姿势，挺好。

挪威一瞥

一
棵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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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瑞郴

凝固的瞬间， 往往隐藏许多的故事。
在这方寸之间， 可以捕捉到许多细微的讯
息， 眉宇间的风华， 丝发中的春秋， 笑靥
里的幸福， 皱纹里的沧桑。

一帧帧照片， 从豆蔻年华到鬓角飞
雪， 从青涩懵懂到人生秋至， 记录了我们
这一辈人的人生历练。 1972年3月8日， 永
兴一中、 湘永煤矿学校、 马田五七中学
198名学生汇聚永兴县五七干校， 拥有了
一个共同的名字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开
始我们的苦乐人生。 在这个大家构筑的光
影世界里， 相信我们每每翻阅它时， 总会
勾起无限的思念， 打开记忆的闸门， 许多
无以言说的情绪， 许多忍俊不禁的故事，
许多令人唏嘘的往事， 许多鲜活生命的场
景， 都会一起涌现在你的眼前。 人生际
遇， 一个缘字， 同窗友谊， 一个情字。 正
是缘于纯真友情， 让我们在那些浸泡着苦
水的日子里， 有了欢乐， 有了力量， 有了
希望。 撸起袖子， 卷起裤脚， 扎紧裤腰，
披起簑衣， 披星戴月， 晨风暮霭， 我们以
血肉之躯， 在苦水中浸一遍， 在碱水里泡
一遍， 然后享受一箪食、 一壶酒的快乐！

白云苍狗， 似水流年， 聚散有时， 代
谢有序。 从青春年少到垂垂老矣， 这是多
么严酷的时间利剑， 落花流水春去也， 青
春不在， 风华不留， 时间的确可以淡去我
们许多记忆， 但一帧照片， 一次聚会， 总
会让你沉淀的记忆泛起生活的涟漪， 那些
渐行渐远的往事， 又会瞬间向你靠近， 让
你年老的心再次品味甜蜜、 快乐， 幸福，
伤感， 感喟， 思念……你的心会变得柔软
起来， 丰富起来， 满满的同学之情， 会给
你一片生活的阳光！

为什么你的眼睛里总满含泪光， 因为
你对那片土地充满了思念。 我们不再希望
有那样的时代， 但我们珍惜在那些苦难日
子里结下的友谊。 凝望这些照片， 我们会
珍惜生活的不易， 缘分的不解， 情谊的不
老！

百年修得同船渡。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 本文
为知青影集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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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凤

初春的河边

春天挪步， 已在岸边
展开它的媚惑
吐露新芽
不慌不忙
春天， 从不犹豫
它会使尽花招
接替， 所有的残败

听乐
听， 那高山流水
那澎湃的海浪
那朝朝暮暮， 笛声吹过
只有一杯清茶
待你由浓变淡

一片绿叶， 一片雨露
与水相逢， 舒展恣意
让我品味， 禅定你
来时的方向
将你化为醇香， 肆意迷漫……

听， 再听
说出你的孤单形影
你的经历， 我们的经历
只需要一杯清茶
也芬芳
千重山， 万重水
只需要一杯清茶
来空旷

阳光
这种阳光我很熟悉
这种阳光从未离开
我和儿时的伙伴
一起打闹

阳光是有味道的
不信， 你闻
刚晒好的床单
阳光也会犯困的
不信， 它正睡着午觉

画家的梅
先有傲骨， 再有梅
凌霄于绝壁上
一朵又一朵
没有雪花铺垫
没有寒气逼人
它的树枝直指空灵

它捕获了我的视线
画家的梅， 没有四季
只有丹青， 我闻到一股气息
画家是天生的盗花贼

画中的梅， 浸入心脾
是画家的梦， 绽放在枝头
还是梅花， 绽放在画中

汉诗新韵

聂元松

毛泽东文学院被誉为文学湘
军的“黄埔军校”，我参加中青年
作家班培训时， 梁瑞郴先生正是
院长。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他。他
身材高大，脸庞有些黑，眉头总是
蹙着，眼睛经常眯着，像是怕光的
样子，不笑的时候，好像随时都有
些忧心焦虑。 给我的印象是话语
不多，性情疏淡，说完正事，随时
准备要马上离开。 如此，便有不怒
自威的尊严，让人不敢随便打扰。

当时梁瑞郴的家就在毛院的
宿舍楼，学员去了后，也安排在那
楼里住。 我在上下出入之间，常常
在楼梯间、过道上碰到他，恭恭敬
敬地叫一声“梁院长”，他“啊”地
应一声，朝我的方向点下头，眼睛
似乎还是眯着。 倏忽之间，就进家
里或走开了，并不认真看我一眼。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不记得我。

毕业后， 我们班在湘西举办
了两次笔会，他都来了，因为德高
望重，很多人陪着他，一次我随同
学一起去看望他， 他竟然叫得出
我的名字，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后
来， 我听说同学郑书玉写了个长
篇，特意请梁瑞郴看，梁瑞郴帮着
修改了， 并给她提了具体修改意
见。 我心里暗暗佩服郑书玉，一个
长篇啊，她怎么敢？ 那需要耗费多
少心力？ 我又听说，有个同学因为
投在《文学风》的文章一时没发出
来，就找他，梁瑞郴竟然也加以过
问。 还听说，曾经有个学姐，因为
生活失意，一时落魄伤感，离家出
走来到毛院， 她家乡的作协主席
联系梁瑞郴请他关照， 梁瑞郴就
将她留在毛院一段时间， 直到她
心情平静，重返家乡。 听到这些，
我想：梁瑞郴对待毛院的学子，就
像一个长者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着博大的慈爱。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湘西叙
事》出版后，寄给他，抱着试一试
的心理，请他写个书评。 于是就有
了《用真情诠释山水人文经典》：
“《湘西叙事》 所饱含的是作者对
故乡无比热爱的真情……在阅读
《湘西叙事》的过程中，我总感觉
到有一种美的东西在牵引着我，
细细想来，这种东西，便是作品中
所弥漫的真情实意。 我以为《湘西
叙事》仅凭其经典性的叙述，史诗
般的品质， 真实的故乡情感便足
以说明其价值……”

毕业之后， 我有机会去长沙
总会去母校看看。 因为书评的事，
我特意去了梁瑞郴办公室看望
他，想跟他说几句话，感谢他不辞
辛苦为我写书评， 以及他对拙作
的偏爱。 我到时， 他正在练习书
法。 见到了我就说，他为别人写过
许多东西， 搞得自己的创作都没
时间和精力做了， 所以现在也不
太帮人写东西了。 但是，毛院的学
员，他还是会勉力而为地扶持。 并
说作家写作，首先要能打动自己，
问我在写作时， 有没有被自己打
动过？ 还说他自己常常是边写边
流泪的。 他这样说时， 也没对着
我，而是眉头微蹙地低着头，像是
看着自己的内心， 神情依然是那
种忧心焦虑。 我斗胆请他共同进
餐， 以期席间轻松地请教写作事
宜， 他却说， 儿子好不容易回家
了，要陪。

后来有好几次， 我在《文学
风》编辑部碰到他。 我还是想请他
一起吃个饭，可是，他从来就未答
应。 所以，至此，我都觉得他离我
好远好远，只能是远远地仰望，暗
自嗟叹。

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湘西记
忆》出版后，我寄给了他，以汇报
近几年的创作， 并继续请求他的
扶持，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

就收到他的微信， 说端午节那天
从邮局挂号寄出《湘西记忆的三
种价值》， 因为不会电脑打字，只
能将手稿寄上，也算纪念：

“元松的新作《湘西记忆》较
为全面地反映出湘西土著优秀而
神秘文化的面貌……虽然湘西的
这些传统的文化并非第一次展现
在我们面前， 但它以文学和摄影
的形式， 第一次以文字和光影两
个世界的互补定格了这些历史的
记忆……”

梁瑞郴认认真真地读了我的
书， 并美誉如此， 怎能让人不感
动？ 而我读他的 《东江秋色》，
其对景色精准的描述， 以及由此
而生的对人生的积极思考， 满满
的正能量， 令人鼓舞， 令人难
忘。 距离毛院学习已过十年， 十
年人生风雨， 波澜起伏， 不欲与
人言。 面对人生的萧瑟， 进入秋
风秋雨时， 便常常不由自主地悲
秋， 有着无限的感伤， 而此时读
到： “人生易老嘛， 秋的迫近，
是断可以催得一些人悲悲啼啼，
但我于东江的秋色中， 却觅得了
生命的一部分， 俯身拾起一片春
光， 你会觉得， 生命又注入了活
力； 昂首摘下一束秋色， 你会觉
得， 厚实的生命是充盈的。”

读着这样的文字， 足以让人
感受到生命的厚实而充盈。

2015年， 湖南省散文学会成
立，我有幸成为理事，便有机会在
散文学会的活动中见到他。 跟他
打招呼， 他依然是那么淡淡地
“啊”一声，并不认真看我。 但此
时， 我已经感受到他目光中的温
暖……

跟他说话， 他还是边走边
说， 步子很大， 总是要脚下快步
紧赶。 抬头侧向仰望他的脸， 而
我， 竟然很愿意以这样的姿势仰
视他。

秋色斑斓 （组诗）初春的河边

梦回思蒙
覃磊

梦回大思蒙
心系溆水河
总想听到众父老
呼唤我乳名儿

苦寒的日子里
为我敞开回家的门
您的木屋瓦房温暖我一生
时光吹不灭当年的油灯
耳边回响起浮桥边的戏水声
走得再远也牵挂着您
我的大思蒙

我梦中的大思蒙
我心头的故乡情
有我深深的根
您的恩情如甘泉
滋养我一生
时光吹不灭当年的油灯
耳边回响起父老乡亲唤我的声音
深厚的家乡情……

洪佑良

从挪威首都奥斯陆到
弗罗姆开车要6个多小时，
越往北走 ， 山就越高越
峻， 天也越来越蓝， 清澈
透明， 像有一匹淡蓝的丝
缎挂在天上。 空气中弥漫
着青草淡淡的香味。

挪威有五分之二的国
土在北极圈内， 一年四季
冰雪不化。 我们走的是一
条观光游道， 弯道多， 隧
道多， 奇山异水也多。 特
别是水， 从雪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清得发
绿， 让你忍不住想去喝一口， 去一把捧在
手心。 快到弗罗姆了， 极地风光也更加明
显， 植被逐渐稀少， 乔木基本难以生存，
只有灌木在岩石上顽强地生长。 很多山上
被积雪覆盖， 远远望去， 像是一片片白云
飘在山间， 又像在山峦上围着一条围脖。

下午3时多， 我们到了弗罗姆。 弗罗姆
是松娜峡湾的一个景区。 松娜峡湾是世界
上最长最深的海湾， 从北冰洋延伸过来有
两百多公里， 弗罗姆是松娜峡湾的最尽头。
这里有两个游玩项目， 一个是坐火车上弗
罗姆山， 一个是坐游船游览峡湾风景。

弗罗姆的山地火车
弗罗姆山地火车的这段铁路是挪威交

通建设史上的奇迹， 在20.2公里的距离里，
火车从海拔2米爬升到海拔866米。 最陡处2
公里爬升了113米。 火车穿过20个隧道， 跨
越十多条山谷， 硬是在陡峭的悬崖上凿出
一条道来。 在火车上可以欣赏到谷底的民
居、 教堂， 还有落差140米的大瀑布。 在大
瀑布的地方， 火车停留10分钟， 让人们到
观景台上欣赏大瀑布， 只见一条河流从山
顶上倾泻下来， 80多米的落差， 响声震耳，
水花飞溅， 差不多有黄河壶口瀑布那样壮
观。 火车从山下开上去再原路返回， 差不
多要两个小时， 感觉就像坐过山车。

临近黄昏时， 天空淅淅沥沥下起小雨
来， 天色也开始暗了。 我们从山上下来，
就入住火车站附近的酒店。 极地的夜晚，
天是不黑的， 就像我们平时太阳落山后暗
一点， 但绝对不是漆黑一片， 人们可以散
步， 可以到海湾边上捡贝壳， 可以不用闪
光灯照相。 晚饭后， 我在酒店房间里就着
窗外的光亮看一份中文报纸， 直到有些疲
倦， 一看时间， 已是深夜十点了我竟没有
开灯。

这里有纯净的空气， 这里有美景佐梦，
今夜会睡得很好。

峡湾美景
松娜峡湾从北冰洋七弯八拐扭过来两

百多公里， 折腾得早已失去了大海的脾性，
平静得像一条温顺的小蟒， 峡湾宽的地方
有2000多米， 窄的地方只有28米。 它一平
如镜， 如果不是游船驶过， 连细小的波纹
也没有。 我们乘坐的轮船在峡湾里缓缓行
驶。 两边的山陡峭高耸， 映在峡湾里， 竟
很难分辨出哪边是真山哪边是倒影。 沿途
有一些村落散落在峡湾的两边， 古朴而静
美， 让人仿佛置身于中世纪， 只有那些尖
顶上竖起的天线透出一丝现代气息。

一些海鸥绕着船飞， 它们围着游人叫
着， 像是在向你问候， 又像是表演它们最
美的舞蹈。 船上有人便从包里拿出面包之
类的食物往空中抛， 海鸥们乐了， 翻飞着
抢食， 落入水中的， 它们便一个猛子扎下
去， 直到吃到了才钻出来。 轮船经过两个
小时的航行， 我们便到了此次游览的终
点———居得保恩。

我们从居得保恩坐汽车返回弗罗姆。
这是一条百分之九十都是在隧道里穿行的
道路， 有一个号称世界第一的隧道， 长25
公里， 想想看， 25公里啊， 也算是人间奇
迹了， 还有一个14公里， 也够长的。 由于
隧道太长， 设计者考虑到司机视觉疲劳，
便在隧道里隔五六公里弄一个宽的大空间，
像一个大厅， 那里的灯光是带蓝色的白炽
灯， 很明亮。 这样的大厅既可以在紧急情
况下疏散人群， 又可以让司机们感觉前面
就是出口， 提振精神。 还真有用， 我们几
次都以为快到出口了， 全然没有那种很乏
味的感觉。

弗罗姆， 一个宁静的小镇， 松娜峡湾，
一个温柔的港湾， 别了。 我还会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