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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喜群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湘南一
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

父亲在当时的大队里当党支部书
记，从懂事开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母亲整日劳碌的身影，仿如一尊石雕，
耸立在我心田，且历久弥新，如今仍是
那般清晰，让我毕生难忘，终身温暖。
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个，老大是哥哥，中
间两个姐姐。 那个年代，在我们山区，
能填饱肚子就相当不易了。但是，母亲
却硬是靠着苦劳勤作、省吃俭用，帮衬
着父亲将我们全都供到了高中毕业。

俗话说，爷娘疼满崽。 因我最小，
母亲特别疼我。为了增强我的体质，母
亲喂奶直到我5岁上学后才断掉。大约
4岁时，我看上了别家小孩玩的一个红
色乒乓球， 哭着吵着也要玩。 无奈之
下，母亲挑上一担柴，跋涉十多公里山
路去赶集买球，回家后累得虚脱。

儿时，我好吃零食。 那个年代，农
村走亲访友的礼品就是一包饼干、糖
果之类。平时，母亲总把它们置放在土
屋木楼上有防潮石灰的坛子里。 母亲
白天在外出工， 我在家玩耍时便爬到
楼上去偷吃。有一次，我这个馋猫正在
吃饼干时，被母亲发现了，因怕她发怒
便急忙躲到了一边， 而且先发制人地
哭了起来，母亲却淡然一笑：“傻孩子，
这饼干是娘专门留给你吃的啊……”
母亲不在乎饼干， 却在意我的哭。 她
说：“山里娃有山的性子， 怎么能哭
呢？ ”

后来，哥姐常拿这件事来调侃我，
我不哭不闹， 因为我记住了母亲那句
话：山里的娃，不哭。但是，山的性格是
什么呢？ 小小年纪的我，不懂。

我上学寄宿时， 每个星期天回到
家中， 饭桌上总会摆上母亲腌制的腊
肉腊鱼，闻起来香喷喷的。后来父亲告
诉我，其实你娘天天吃的是咸酸菜，这
些荤菜都是你娘省下留给你放假回来
吃的。

母亲持家有方，那时农村做饭，是
用一只大铁锅，淘米后把水烧开，再把
米汤淘出来，饭上面蒸红薯。 饭煮熟，
把锅里的饭全部铲出来， 只留下一层
黄黄的锅底， 然后把米汤和红薯放进
去捣烂，美曰其名：兑锅焦！ 这锅焦比
稀饭更香甜可口，但好吃充不得饥。母
亲总是把饭让给父亲和儿女们， 自己

吃点剩下的锅焦。
在集体化年代，母亲白天出工，中

途休息，别人在树下乘凉，她便抽空打
一篓猪草。傍晚收工回家还要忙做饭、
喂鸡、剁猪草等家务，深夜上床睡觉前
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儿女们做布
鞋纳鞋底，为哄我睡觉，她一边纳鞋底
一边给我讲童话故事……无数个夜
晚， 我就在她拉鞋底线的丝丝作响声
和美好的故事中酣然入睡。 无数个夜
晚， 我依偎在母亲怀抱撒娇， 向她许
诺：长大以后，买团鱼乌龟给她吃，买
小车给她坐……

母亲为人宽厚善良。 我奶奶在我
父亲很小时便改嫁离去， 父亲童年生
活坎坷， 他对此一直有想法。 母亲劝
他，世上哪有记恨娘的崽啊？她纵有千
个不是，也是生你的娘呢！由于母亲的
劝解，父亲心结得以化解。 奶奶病中，
我父亲和姑姑殷勤伺候几个月， 毫无
怨言。 三队有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李有
元，因整天无所事事，拄根棍子指手划
脚，人称“李县官”，每年大年三十下
午， 母亲都会叫哥哥从自家分得的猪
肉上割下一块送给“李县官”过年。

我刚学习新闻写作时， 除了在报
纸上发了一些“豆腐干”之外，进步甚
微， 我的耐心和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
击。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人物通讯稿，
自己都懒得去邮政所发稿， 于是交给
了母亲，嘱她有时间就去寄了。第二天
恰是墟日，母亲去赶集，走到中途突然
想起我那装了稿子的信封忘了带，于
是把背的竹子放在路边熟人家又急忙
往回赶。结果双脚都走出了水泡，两天
不能下地。 时隔几天， 邮递员送来报
纸， 我的那篇通讯发在了《湖南农村
报》的要闻一版。 母亲不识字，但她捧
着报纸笑了，那有些浑浊的双眼，淌着
晶莹的泪花。

此时，我对母亲说的“山的性子”，
除了宽厚、 慈仁以外， 又多了一层理
解：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从此，在母亲
的言传身教之下， 我的新闻写作之路
走得更加坚定， 从一位业余通讯员成
长为一名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母亲57岁那年， 终因积劳成疾撒
手人寰。在有生之年，她没享儿女一点
福，只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活。子欲养
而亲不待。 儿时对母亲的承诺至今不
能实现，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遇见
罗央其

遇见， 是一个十分神奇的词语， 古往今
来， 无数次遇见， 带来无限悲欢离合故事。

———遇见， 是心灵的归宿。
三毛说： “流浪本身是一场旅途， 它并

不孤独。” 对于拥有自由不羁的灵魂的三毛，
心在哪里， 风景就在哪里。 她这样漂泊的状
态直到遇见了荷西———一个阳光的西班牙小
伙。 荷西对三毛的一片痴心以及命运对他们
的安排， 使得三毛这颗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了
归宿。 三毛与荷西的遇见， 让飞沙走石的撒
哈拉沙漠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此遇见定一生
归宿。

———遇见， 是命运的悲剧。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养在
深闺的玉环小女遇见她的真命天子， 由此一
代贤君唐明皇便“从此君王不早朝”。 可叹
造化弄人，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
牵牛。” 马嵬兵变， 山盟虽在， 锦书难托，
血污游魂无处归成了后人的嗟跎。 此遇见为
千年之叹。

———遇见， 是亘古的等待。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睡意沉沉。”

叶芝对于茅德·冈一见钟情， 而且一往情深。
他是无法自拔的追求者， 无奈落花有意， 流
水无情， 一辈子被无数女子敬仰爱慕， 可是
他却在苦苦地等待， 直到离世前， 叶芝仍在
等待。 果如仓央嘉措说的：“最好不遇见， 如
此可以不相恋； 最好不相知， 如此可以不相
思。” 此遇见成刹那， 化为亘古的等待。

遇见是何等的悬！ 人与人相遇而生悲欢
离合， 事与事相遇而生跌宕起伏。 李白遇见
汪伦， 牛顿遇见苹果， 他爸遇见他妈， 路人
甲遇见路人乙……遇见是一个谜！ 既有遇见
的平常， 也有遇见的辉煌； 既有遇见的无
奈， 也有遇见的必然。 人生有无数次遇见，
每一次遇见， 都是一段故事。

张效雄

又去了一趟雪峰山，也是在鲜花怒
放的春天。

清晨起来散步，从洞口县城往西北
看去，一望无际的山峰横亘在十几里开
外，山腰间飘着一线白色的云彩，好一
派壮观的景色，黛色的山峦撑起了高高
的蓝天。踏着晨雾，我们往山里走去。盘
山公路慢慢地把远山的蓝色变成了绿
色树林，也渐渐地把我们融入了雪峰山
北麓的腹地。

群峰滴翠，薄雾重重，时而阳光普
照，时而进入云雾之中。山峰峭峻，山路
蜿蜒，一会儿上行，盘旋到山腰或是一
处峰顶，一会儿下跌，进入峡谷或是谷
底。路的两边，满眼是杉树和翠竹，还有
好多不知名的大树小草。 转过一个山
头， 猛然看见一大丛映山红扑面而来，
那红色，艳得如火一般热烈，挂在悬崖
和翠绿之中，伸出粗壮的枝桠，摇摆着
大红的花朵， 似乎在和我们招手致意。
花儿随着春风，把她的娇艳风姿和袭人
香气洒落在山野之间，悄悄地无声地勾
起人们的画意诗情。

放眼群山， 无论是近处还是远处，
星星点点的花儿，在翠绿丛中眨巴着眼
睛。野兰花、山茶花、紫荆花，满天星，还
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儿，轻轻地
飘了过来。有的在路边，有的在峰顶，有
的则在农家的场院里， 有的在小溪水

畔，红的黄的白的紫的，
五彩缤纷。 不时会有一
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和
萝卜花， 铺陈在绿树和
草丛之间， 在春日暖阳
下反射出诱人的光彩。
还会有一株两株红色的
桃花、白色的李花，点缀
在树丛中， 高傲地昂着
头，伸展着翅膀，向踏青
而来的人们会意地笑
着。 只有芭蕉还耷拉着
宽大的枝叶， 无精打采
地呆在山脚下小屋旁，
静静地等待着阳光和雨
露。 雪峰山的春天来得
晚一些， 山外早已谢过
的花儿， 这里才露出尖
尖芽儿， 好一副与世无
争的架势， 不曾与别的
花儿争艳， 独自散发着
淡淡幽远的清香。

车行到大山深处，
有一个叫“大屋”的瑶家
聚居地。这里山高林密，
流水潺潺，红花碧草，似为世外桃源。不
论瑶族乡政府所在的小镇，还是散落在
山野间的寨子，新建的砖房或是传统的
木屋，门前门后都会有几丛鲜花，五颜
六色，沁人心脾。这些花儿，大多是山间
的野花兰草， 大多是不知名的花儿；也

有去城里打工的瑶胞从山外带回的稀
奇花种， 已经在瑶乡在山间扎下了根。
年轻的瑶族乡长说， 瑶家人人爱花，这
里一年四季花开不败。 等到初夏时节，
春天的花儿谢了，漫山遍野的野花儿会
开得更艳，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缠绕的藤

啊花啊，并不比现在的春花逊色。 循着
他的话，我们眺望四周的群山，憧憬夏
日的瑶山，苍翠欲滴的树木之间，挂着
赤橙黄白的野花，那该是一副多么壮观
的景象。

下山的路上，从“大屋”的牌楼往山
门镇大约一两公里的地方，一片灿烂的
红色在绿野之中闪耀着。 定睛看去，山
坡的这一面和山坡的另一面，都是鲜艳
的桃花，红艳艳的挂在山腰之间，把蓝
色的天空染得有了一层红色，透出诱人
的盎然生气。 红的桃花之中，也有几树
洁白的李花夹在其间，白得耀眼，白得
娇媚，白得高洁，把桃花映衬得更加瑰
丽妖娆。

红的桃花、白的李花树下，几位瑶
家姑娘在拍照。 她们拍花儿的倩影，也
用手机自拍。 她们是想留下美丽的景
色，还是想把自己融化在花海之中？

随着花香，飘来瑶家姑娘一串串歌
声笑语。笑语把桃李的花香搅得更加浓
烈了。

雪峰山延绵数百里， 无处不花，花
香百里，花色多姿，艳丽的山花，天然去
雕饰，与大自然和谐相生，让人体会美，
享受美，回味不尽美的余韵。 难怪姑娘
们一个个兴高采烈，流连忘返。

而在我看来，雪峰山最美的，不仅
仅是那一片片一树树的花和树， 花和
草，还有桃树丛里飘荡的清脆的欢歌笑
语。

秩名

推窗远眺时， 一只飞鸟和远山
分享了我眼中的孤独

而在半山腰， 一座寺院
一半悬在空中， 一半隐于密林
它空置的庭院， 正等一个奔波的人

从十七层的楼上下来
我仿佛又回到人间
独步江边， 把事先准备好的钓钩和诱饵
抛入江心， 如果鱼漂浮动
说明有一条鱼
正分享我的孤独

为不暴露内心的窃喜
我披蓑衣， 戴斗篷
让世人看去
像是坐一幅画中

马山记
姜贻斌

当地人伸手一指， 说， 那就是马山。
酷似一匹马。
巨大的马。
它安静地伏卧着， 前面是宽阔而平坦的千家峒， 那匹马， 就

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它硕大的头， 昂然抬起， 默默地朝
着前方， 凝视着历史风云的变化。 马屁股浑圆， 像一弯极其乖态
的弧。 我们看不到它的尾巴， 也看不到它的四肢， 却给人一种更
加简约而完美的形体， 能够让人充满想象。

其实， 世界上的马， 颜色有多样。 比如黑色的， 比如棕色
的， 比如赤色的， 比如白色的， 还比如杂色的。 而这匹马， 却如
此与众不同， 别具一格， 它居然是绿色的， 绿得令人不可思议，
似乎那绿， 已经深深地侵入它的皮肉跟血液里了。 浑身厚厚的绿
色毛发， 给人以温驯而温暖的感觉， 似乎没有一点脾气跟牢骚。

它总是让人想起春天。
是的， 我们不晓得， 许多年来， 它是否都是这样的温驯， 它

究竟发过脾气没有。 或气愤地仰天嘶叫， 让久长的叫声， 占据着
空旷的天地？ 或愤怒地抖鬃甩尾， 以致把无数的毛发抖落， 让自
己身体的四周， 撒下一层薄薄的绿色， 像它十分特别的裙子？ 或
驱赶那一袭时远时近的白纱， 让白纱远远地在空中舞蹈？

它的背景， 确有缕缕白云在柔软地缭绕。 白云时远时近， 时
凝时动， 十分的好看， 似乎在不断地撩拨着这匹处在沉思中的绿
马， 让绿马张弛有度， 所以， 竟然好像这匹绿马， 披上了宽大无
边的白纱， 酷似新娘。 且白中含绿， 绿中有白， 煞是好看。 而这
袭飘逸的白纱， 又是那样的顽皮， 并不牢牢地固定在绿马身上。
白云居然像一位装扮大师， 时而， 把这匹绿马技巧地弄得十分神
秘， 时而呢， 又极其干脆地让绿马显得清晰无比。

真是有味得很。
那么， 这匹绿马在这里静静地伏卧了多少年？ 千百年？ 还是

千万年？ 抑或是上亿年？ 还有， 它是否感到孤独？ 它是否需要倾
诉？ 是的， 仅仅一匹马也太孤单了吧。 我想， 如果还有一匹马给
它做伴， 那就更有意思了。 它们可以相濡以沫， 随意地对话， 共
同抵御那种难以煎熬的孤独， 抵御那种漫长而又漫长的岁月。 那
么， 它们还可以对于千家峒的变迁， 尤其是， 对于那些不可忽略
的细节， 相互补充， 相互完善， 最后， 能够给这个世界， 保存下
最为令人信服的版本。

可以肯定的是， 这匹绿马那深邃的目光， 早已把附近瑶族人
们喜怒哀乐的生活， 都点点滴滴地收入了记忆。 那么， 它还晓得
神秘的女书吗？ 它还晓得神秘的壁画吗？ 它还晓得江永那许许多
多的神秘吗？

哦， 神秘的江永， 神秘的马山。
恐怕， 它连自己也不晓得有多少岁了。

雪
峰
山
看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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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沙，成片的老街已为数不多。 学院街区算是其
中之一。 以地域范围来界定，湘江大道以东，步行街以西，
人民路以南，城南路以北，这一区域，即为现存的学院老街
区。

春日，我从湘江边的古潭街南口拐进去，阳光从房檐
与树枝的缝隙里漏下来，青石板铺就的街面上，晃动着熙
熙攘攘的影子。 街太窄，随便几个人走动，就显得十分热
闹。 街巷深处涌起的微风穿堂而来，一阵一阵的，有时波澜
不惊，有时卷起人们的衣领，有时也会撩起妹子们的裙裾。
若是夏天，感觉更爽，仿佛漫步在明清或更远朝代的弄堂
里，小巷深深，凉风习习。 这时候，好想自己身着蓝衫，手执
白扇，最好还牵一位衣袂飘飘的女子，不紧不慢，三拐两
折，就到了学宫遗址。

学宫遗址所在地，叫文庙坪。 文庙，即孔庙，是封建社
会官府和学子们供奉、 祭祀孔子的场所。 北宋治平元年
（1064年），吴仲复任潭州知州，当时长沙民穷地困，吴认为
兴潭必须办学，便依托文庙建造学宫。 落成之时，王安石发
来“贺电”，电文叫《潭州新学》。 学宫成为当时长沙府辖12
个县州的最高学府。

遗憾的是，学宫建成后，一直在历史长河中起伏沉浮，
历经沧桑和劫难。 元军屠城时，学宫毁于一旦；张献忠破城
后，将学宫付之一炬；吴三桂攻占长沙，文庙做了马厩，学
宫再次被毁。 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城，炮轰魁星
楼，学宫又遭重创。 好在历代长沙官民崇儒尚学，学宫虽屡
遭损毁，却又不断修复或重建，仿佛一株文化火种，在这一
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比如，太平军败走后，善化、湘阴等县
士民捐银10万两，恢复学宫。 到同治五年(1866年)，巡抚李
瀚章主持大修后，学宫达到鼎盛。 清光绪《善化县志》长沙
府学宫图记录了当时的规模：正殿五进，为棂星门、大成
殿、御碑亭、崇圣祠和尊经阁；西面有训导署、名宦祠、乡贤
祠、射圃；东面有教授署、明伦堂、文昌阁、屈子祠；东南角
还高耸着魁星楼。可惜到了1938年，学宫毁于“文夕大火”，
现仅存一座石坊，已被长沙市政府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大凡学宫所在，定是当地文脉。 封建时代的长沙，莘莘
学子齐聚学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的是
学优而仕，一举成名。 虽然现在仅剩一座石坊，但“道冠古
今”的题额依然翰墨飘香。 如果屏心静气，仿佛还能听到书
声琅琅。 我想，这书声一定源自学宫的史册，源自文脉的传
承，也源自比邻而居的百年名校———长郡中学。

闻着书声再往里走，经过一道门，叫“贤关”。 关取“贤”
名，许是脱胎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意境，想必当
年在此过往盘桓的，多为社会贤达。 走出贤关，就会再次跌
进老街盘根错节的棋局里。 樊西巷、黎家坡、师敬湾、石井
巷、豆豉园、德厚里、半湘街，在不到0.2平方公里的狭小区
间里，分布着上百条小街微巷。 说学院街深，并不是说街有
多长，巷有多远，而是指街巷繁多错落，迂回起伏，既曲径
通幽，又互通款曲，陌生人走进来，如同走进了迷宫，不绕
几个圈子，是很难突出重围的，所以就显得幽深莫测了。

在街巷里走门串户，寻访登瀛桥、学院衙门等历史遗
存，品味遐龄井、泉嘶井等古井清泉，尝一尝臭豆腐、辣干
子、梅菜饼等风味小吃，看一看沿线的商号酒旗，把玩一番
地摊上的陈器旧物，都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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