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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山

年轻时对春季好像没有太多的感觉，倏
忽之间，已到人生的夏秋之交，这个时候，反
而越来越迷恋春天了。 或许，这正是世事沧桑
给人的内心留下的痕迹， 匆匆岁月给人的情
感印下的刻度。

有了这种系怀， 并不等于就有了走进春
天的行动。 这些年事务缠身，再加上腿膝有点
小疾，不便多走走看看，大部分时间不是猫在
办公室便是宅在家里， 竟忽略了一春一春的
东风，错过了一树一树的繁华，冷落了一山一
山的妩媚，疏远了一水一水的柔情。 发现许久
没有近距离地亲近和感受春天了， 不免让人
感到稍稍遗憾和无奈。 但即便如此，还是阻挡
不住我对春天的憧憬和遐想。

丁酉年春天的一个周末， 迎来了久违的
太阳，微信朋友圈不少人在晒踏青的图片，不
免有些嫉妒羡慕。 我坐在桌前注视窗外，一缕
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身上，润润的、暖暖的，
有一种“深深笼水浅笼沙”的感觉，水是外面
的春，沙是里面的我。 有人说，离别得久了，就
成了印象。 其实，春天于我，不仅仅只是记忆
中的深刻印象，也是想象中的美妙景致。

春天，既是宜人季节，也是美好心情。 每
当春回大地，但看春江潮涨、水光潋滟，小草
破土、山花烂漫，竹子拔节、树木新绿，蛰虫惊
醒、眠兽复活，鱼跃虾欢、蝶飞蜂舞……置身
其中，人亦精神。 我不禁突发奇想，生命一定
起源在春天、进化在春天、成长在春天，生命
是春天的原住民，而春天则是生命的摇篮、故
乡和港湾，不然的话，怎么会“万类春皆乐”
呢？ 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咏出了人们对美好春天的渴望，红色歌
曲《映山红》“寒冬腊月哟盼春风”唱出了人们
对人间春色的期盼。 其实，春天还是人的内心
感受。 现代社会，生活瞬息万变，工作压力山
大， 焦虑如影随形， 心情也随之变得扑朔迷
离，一些人甚至感觉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幸
福、高兴和好心情，这些美好的东西似乎成了
当下社会的奢侈品。 殊不知，烦恼皆由心生。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我们不妨时时放下生活

中的各种烦恼，且行且歌且珍惜，去拥有春天
般的美妙心情。 如此，才会有“看山还是山，看
水还是水”的睿智，有“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平
和，有“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的
作为，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的洒脱。 拥有春天的心情，不失为人生的
一种幸福。

春天，既是繁盛景象，也是向上精神。 春
天万类竞长、生生不息，雨后春笋节节上升，
春起之苗日有所增，一派生机盎然。 春天蕴藏
着生命勃发的磅礴伟力， 春天是生命的最大
张力、精彩片段和华丽呈现，生命则是春天对
自然和宇宙的馈赠、回报和答谢。 春天的本质
就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 一个人的学习、工
作、生活都离不开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精气
神，这是人生追梦圆梦的动力源，成长进步的
支撑点。 面对顺境，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面对逆境，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面对困难，要“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努力做到不负春光不负
己。 树立春天精神，可以是人生的一个目标。

春天，既是灼灼其华，也是人生态度。 花
是春天的象征。 外观上它花枝招展、 婀娜曼
妙；色泽上它花色斑斓、美轮美奂；气味上它
清香扑鼻、沁人心脾；神采上它百花争艳、相
得益彰。色香形神，可人可意。世界万物，得其
一不易，兼其四尤难，这真是“不可无一，不可
有二”。 春华的色香形神，是其内在丰富世界
的外溢，是生命的飞扬，是激情的燃烧。 古今
中外，有不少像春华那样大放异彩的人，活得
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养眼养心、树人树己，成
就了生命的高度、延伸了生命的长度、拓展了
生命的深度，他们有情有义而且有趣、有德有
才而且有味，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不
仅讲“仁”谈“义”话“君子”，也有“沂水春风”
“吾与点也”的高雅情趣。 坚持春天的态度，是
人生的一种情怀。

如果说，夏天是现实的，秋天是生活的，
冬天是理性的，那么，春天就是感性的、文艺
的。 读懂了春天， 也许就能够读懂生命的本
质、生活的意义。

袁道一

每到春天， 五婆婆总是在
早饭或者午饭后， 心事重重地
站在屋檐下， 望着遥远的南天，
喃喃自语： “燕子怎么还不来，
该来了的， 莫是出了么子事
吧？” 那神情就像惦记着远方的
亲人。

当燕子从视野里翩跹而至，
村庄里的喜庆气息随风荡漾。
燕子飞回来了， 在吐翠的柳梢
上， 在返青的麦田上， 在芳草

萋萋的土埂上， 在炊烟袅袅的屋顶上， 在细雨蒙蒙
的春雨中， 轻捷地飞来飞去。 它们用清脆的燕语，
传递着春的信息， 用轻灵的身姿， 描画着美好的春
光。

如果说村庄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国画， 那么燕子
就是其间最为灵动的点睛之笔。 我常常这么想， 也
总是由衷地钦佩燕子。 为了故土， 它们脚步匆匆，
穿花贴水； 为了旧宅， 可以徘徊顾恋， 不离不弃。

和五婆婆一样， 我也喜欢燕子， 总愿给燕子
留门。 每次出门， 都不会忘记把堂屋的门敞开， 好
让燕子顺利地飞进飞出。 而筑巢在我家堂屋房梁上
的那对燕子极其恩爱， 总是结伴而行， 一起叼草衔
泥。

有时候， 我坐在青石门槛上， 呆呆地看它们筑
巢。 难怪它们能给人类无比的好感， 它们简直是勤
劳的化身， 整整一下午， 它们一刻也没停歇， 忙碌
不已。 不管怎么忙怎么累， 它们依旧快乐地歌唱
着， 全然没有一丝的疲劳和懊恼， 尽管一下午它们
筑巢的面积小得可怜。 可不出几天， 它们的巢就大
起来了， 很结实， 也一定很温暖， 因为它们铺垫了
不少的细茅草。

不久， 燕窝里传来啾啾的叫声， 呵呵， 雏燕出
来了。 它们的父母争分夺秒出去觅食， 然后衔回来
喂小燕子。 当燕妈妈飞回来， 小燕子脖子伸得老
长， 张开橙黄黄的嘴， 争先恐后地等燕妈妈把食物
喂进去。 燕妈妈心细如发， 它不会让自己的每一个
孩子挨饿。

燕子在村庄里是不容伤害的， 我们这些小屁孩
架楼梯掏麻雀， 大人不仅不喝斥， 还用眼光给几许
赞许。 但谁要是敢用竹竿捅燕窝， 大人会毫不犹豫
地凸起中指， 给你一记“栗扣子”， 遇上脾气不好
的， 一记耳光也说不定。

五婆婆看到我们这些调皮鬼， 就告诫说： “孩
子们， 千万不要捅燕窝， 谁捅燕窝， 谁的脑壳就会
生癞子。” 我们听了， 害怕不已， 更加畏惧， 就像
怕夜晚用手指月亮烂耳朵一样。 我们还勤快地担起
打扫燕粪的任务， 每天及时清扫， 使堂屋保持清
洁。

我特别喜欢燕子， 还有着一个小小的秘密。 在
村庄， 燕子是有地位、 有影响的鸟， 也有很多的女
孩叫“燕子”。 有一个叫燕子的女孩是我父亲战友
的孩子， 模样长得像燕子一样精巧， 尤其是眼睛黑
亮如燕， 一看就让人喜欢。 同住一村， 我家和燕子
家走得很勤。 一次， 两个大人喝酒， 酒酣处打起了
亲家。 从此， 村里人常常戏谑我。

燕子来来去去， 我们在燕子的往返里长大。 我
也和燕子一起上学。 初中未毕业， 燕子去了南方。
后来， 我也像燕子一样飞离村庄， 但飞得并不远，
依然是村庄的候鸟。 而燕子扎根南方， 她成了南方
一座繁华城市的留鸟。

什么时候燕子突然从湘西南的村庄消失了呢？
这个谁也说不上来， 只是燕子就像一些旧光阴一样
渐渐走远， 慢慢地只留下曾经熟稔的背影。

我最近回家， 看到燕子的父亲， 这些年， 他还
在不停地说， 燕子很少回来。 我无言以对， 一个劲
地劝他喝酒。 酒酣过后， 燕子父亲和我父亲还在东
扯西扯一些往事， 我突然有些心酸。 走了出去， 这
个世界很多的东西在迅速地变迁， 包括曾经那么热
爱脚下这片土地的燕子， 可它们很大一部分也不再
回来了？ 我四下寻觅， 目光空空荡荡， 犹如丰收过
后的田野。

据鸟类专家说， 燕子之所以稀少了， 是因为多
年来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毒死了燕子。 我看到
这， 心里很是愧疚， 居然是我们自己亲手杀死了同
声相应、 同气相求的朋友。

我多么希望如五婆婆临终前所说： “燕子只是
暂时迷了路， 它们总有一天会飞回来的。” 五婆婆，
这个呵护燕子一生的老人如今埋葬在村口的高岗
上， 她定然还在盼望燕子飞回来的那一天。 而那一
天是什么时候呢？

江斐斌

我所读过的小学、中学都没有校歌，更没有班歌。但我
在乡下教中学时写的一首叫《我们77班》的班歌，让我至今
难忘。

师范毕业后，我在中学教了一届英语后，学校安排我
教初中一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并兼任初77班班主任。

当了班主任，才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有多重：作为本
班的语文课教师，语文成绩必须得搞上来，其他各科成绩
也不能落伍。 而真正见宝的是三年之后，班上有多少学生
能考上中专，这是当时学校和社会所关注和看重的。

于是刚做班主任那段日子，我就冥思苦想，怎样才能
让学生自觉遵守纪律？ 怎样才能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呢？
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把教学搞好。 而要解决这
几个问题，并不是每天下午放学时班主任到班上“训训话”
就能解决的。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沉甸甸的。这些孩子刚刚
从小学进入初中，可塑性很大，我必须趁早找到解决这几
个问题的“钥匙”。

那时我还兼任77班的音乐课， 我不但教他们乐理、识
谱等音乐知识，还教一些当时非常流行的校园励志歌曲。

在教《水手》这支歌的时候，学生积极性非常高。 我当
时突发奇想：可以通过音乐找到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的“钥
匙”！ 于是我找了一些好听的校园励志歌曲。 后来又想，倒
不如写一支更贴近学生的班歌，那就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了。 再一琢磨，我们的班次是初77班，很有象征意义：
“7”字不就像一把锄头吗？“77”就是两把锄头，老师一把，
学生一把，老师带领学生去开拓开拓再开拓。就这样，我很
快写好了歌词，并谱上曲子，班歌的名字就叫《我们77班》。

教唱时，采用齐唱、合唱、重唱、独唱等不同形式，还分
组进行拉歌比赛。同学们热情高涨。“理想的风帆从这里扬
起，琅琅的书声是奋斗的号角，77是两把锃亮的锄头，我们
开拓开拓……”歌声回荡在校园的上空。 我不失时机地与
同学们探讨学习与纪律的关系等话题， 激发他们的求知
欲，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

为了振奋士气，鼓舞斗志，每天第一节课老师上课前，
由文娱委员起歌唱响班歌，把当天的精气神提起来，就这
样一直唱到初77班的毕业晚会。 每每唱起这支歌的时候，
我就很欣慰地看到“我们77班五十几张活泼的笑脸”写满
了自豪、自信与斗志!
� � � �自从班歌的精髓深入到学生心中， 我就如释重负，因
为学生已经找到了着力的支点。

中考揭榜时，这个班考取中专和省重点高中的人数是
全校历年来考得最多的一个班，考取中专人数之多轰动了
全校， 考取省重点中学的人数及高中升学率都很令人满
意。

20年过去了，回想起初77班，我就会想起那支班歌。

陈滢

白沙井
鹤 已无处寻得
不复再见
回龙山井水的叫卖声
依稀
在我的梦里响彻

天心阁畔
石板路
悠长而又迂回
是否能

将汉朝的那段情景
友情链接

湘江边的垂柳
是否还记得
长沙国的些许风月

这口井
刘发饮过
贾谊饮过
陶侃饮过
有一天
我也耐不住饥渴
饮了一口
没想到
喝下
就去汉朝
来了一次穿越

白鹤传来云外信
有井水处
皆能歌柳词
刘郎
胡不归？

一瓣雪花

东挽捞刀， 北枕凤形。 拥汉墓庙下之
古， 因九龙佛圣而馨。 万顷林田， 养育生
灵； 百亩湖波， 荡漾清明。 此亚洲湖村之
胜景， 集潇湘秀美之大成。

自将军垦田兴业而始 ， 数十年辛勤努
力 ， 终见百废俱兴 。 已成生态农村典范 ，
更具和谐发展仪型。 有平汝线高速贯穿为

道， 得月牙湖林荫环绕成屏。 长株潭若邻
若友， 文茶水为色为声。 睹如此城乡美景，
谁不流连忘返？ 有这般人居环境， 谁不得
意忘形？

文化兴村， 乡土传名。 得湖山之地利，
借改革之天时。 万众一心， 打造好看好玩
好吃住特色经济； 拓展人流物流资金流多
元市场。 亚洲湖村， 紧跟时代步伐 ， 创造
时代文明； 肩负时代使命， 无愧时代标兵。

重游沙皮江
肖智群

“阳春三月，迷人洞口……”一份不是请柬的请
柬，上署洞口县籍在京和省、市工作的著名文艺家、
资深媒体人的大名，在微信里闪烁跳荡，牵引着我的
视线直奔沙皮江。

沙皮江， 那是流淌在洞口县花园镇沙皮江省级
生态公益林保护区的一条溪流，属蓼水河一级支流。
溪水深切雪峰山脉而形成V型峡谷。 两山对峙，谷底
平旷，一条砂石小径逆流而上，与溪水交汇竟达四十
八次之多，演绎出沙皮江独特的“四十八渡水”景观。
峡谷内四季分明， 雨量极其丰沛， 空气富含负氧离
子，使得植被葳蕤多样，动物繁衍活跃。 区内分布有
大量杉、竹、梓、枫、樟、马尾松天然林，三尖杉、红豆
杉、榉树、珙桐等国家保护树种也跻身其中，大鲵、小
鲵、蟒蛇、蕲蛇、红腹锦鸡、白鹇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时有所见。

沙皮江的水与别处的水很有些不同。 日光下，沙
皮江活脱脱变成了一条灵动的七彩飘带！ 沙皮江两
岸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种有铅、锌、砷、银等。
溪水流经矿区，无休止吮吸着岩石，水中矿物质含量
一路飙升。由于矿物质含量不同、河床深浅不一和植
被倒影各异，水面因之呈现出绿、蓝、黄、红、紫、白等
色泽。 让人不解的是，溪水虽然清澈见底，但没有半
点鱼虾蟹的踪影，亦无水藻之类的水生植物。同行的
当地文友告诉我们， 那是力量过于强大的矿物质吞
噬了水中生物的生存欲望。

沙皮江整个流域无一固定民居， 因而摆脱了尘
世污染，格外纯净。 忘情地涉足溪水之中，深不过一
两尺；自在地环顾四围群山，高不过三百米。 其水并
不深，其山并不高，但这水、这山洋溢着原始的气韵、
自然的味道，让游人流连忘返。 小小的一条江，小小
的一片林， 就连我这个生长在雪峰山腹地的大山之
子，也禁不住先后两次专程前往。 犹记得6年前的秋
天首游沙皮江，其天生丽质、人迹罕至，烙印我心；犹
记得2014年秋二游沙皮江，林海见长、溪流日阔，不
能忘怀。真可谓此林因此江而得名，此江因此林而扬
名。

和煦阳光，一路伴行。 沿途见到的大人小孩，一
样放飞着愉悦的目光，在窄窄的两山、两岸之间专注
地游移，一看就知是踏青的游客。 路随山转，人随路
行。“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一派
醉翁乐游景象。

峡谷深处，面对着沙皮江的清流、翠竹、绿树、红
花，自然而然地，我再次陶醉在了那山、那水、那天、
那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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