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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绛唇
烟雨春天
细雨烟岚，樱花初绽芬纭

去。落英如絮。芳草铺陈玉。
望眼云收， 恨却风无绪。

鲜莺语 。樟幽竹郁 ，辞旧迭新
绿。1

1.樟树的生长很奇特。
春时，树冠总是先长出新
叶，再顶掉老叶。

再回马兰
蒋谦

马兰， 是我28年前当兵的地方， 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这一片心灵的圣地， 影响着我的人生轨迹， 她的精神和荣光，
是我人生的灯塔， 照亮着我前行之路。

5月19日， 受湖南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 吐鲁番市委副
书记颜海林委托， 我作为湖南援疆工作队与马兰基地联谊交
流学习活动的总联络， 负责打前站， 对接有关工作。

下午4点整， 我们准时出发。 途经托克逊后， 一路向南，
先后经过壁立千仞的干沟和起起伏伏的榆树沟。 爬过两座大
山后， 映入眼帘的是茫茫戈壁滩， 但令人惊喜的是戈壁滩上
长满了茂盛的骆驼刺， 到处可见绿色的景象。 在我的记忆里，
以前这里是寸草不生的， 基本上看不到生命的迹象。 而现在
的美好景象， 显然是近些年新疆生态保护工作的重大胜利啊！
这使我想起了目前水量越来越多、 水草丰美、 候鸟成群的吐
鲁番艾丁湖湿地， 想起了今年春天援疆工作队在恰特喀勒乡
公相村种植的防风固沙“援疆林”， 正是有了党和政府对生态
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投入， 我们的家园才能越来越美。 戈壁变
绿洲， 这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褒奖。

下午7点半， 我们顺利到达马兰基地。 第一个划入眼际的
仍是那两句感人至深的标语： 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 无私
奉献做隐姓埋名人。 这是马兰的精神内核。 28年前， 我们高
呼着这句标语， 为自己是马兰人而骄傲自豪。 不管世界如何
变幻， 马兰人特有的精神自在那里， 不来不去， 不浓不淡，
恒定久远。

驶入基地， 车速放缓。 路两边是参天的青杨和漂亮的办
公、 生活设施， 基地的变化让我目不暇接， 惊叹之余更多的
是感慨， 近30年， 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 我们的军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晚上的座谈会， 大家一起回忆当年在部队里的那些日子，
仿佛就在昨天。 时光荏苒， 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如今一
个个变成了稳健内敛的专家、 领导， 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
大显身手。 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兰基地的教育培养。

第二天， 基地迎来了我们的援疆“大部队”， 6辆大巴车
上载着来自湖南各地的170余名援疆干部。 吃过午饭后， 援疆
工作队在马兰影院集体观看马兰基地的杰出代表———林俊德
院士先进事迹纪录片。 接下来， 我们又参观了马兰军事展览
馆， 聆听了马兰基地宣讲团的专题宣讲， 进一步加深了对马
兰基地的了解和认识。

晚上， 大家在基地自由参观， 马兰的夜景美如画， 科学
的设计和人文式的打造， 使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温暖安静，
也使得在这里默默奉献的军人们有了自己温馨的家园。 夜间
散步的官兵家属、 嬉闹玩耍的孩童、 骑着自行车的新兵、 跑
步健身的少女……这里既是军事基地， 也是宜居小城。 在这
个远离都市繁华的地方， 这群最可爱的人所从事的， 是保家
卫国的大事， 他们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学习。

21日上午， 在战友们的带领下， 援疆队全体人员还参观
了马兰红山军博园。 天朗气清， 花香阵阵， 远处雪白的天山
和云朵连接在一起， 让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山， 什么是云， 耀
眼的太阳照耀着群山， 天空像安装了滤镜般， 澄澈透亮， 军
博园的路边有几栋两层小洋楼， 是当年的将军楼， 住过邓稼
先、 钱学森等先辈。 顺着台阶爬上红山顶， 一览红山军博园
的全貌， 自然的迷人和历史的厚重感交织在一起， 让人心潮
澎湃， 涌动着对革命先辈们的追思和缅怀， 对马兰基地崇高
的敬意。

再一次告别马兰， 伟大的马兰精神留在了每一名援疆队
员的心坎。

（作者系湘潭市第八批援疆工作队领队）

怀念高考
彭金辉

28年了， 可自己参加高考的那段日子一点都没有淡忘。
那个年代， 那种岁月， 对于一个出身于贫困农家的孩子，

寒窗苦读11年， 为的就是挤过高考独木桥， 跳出农门， 去看
看外面的精彩世界， 更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高考前的日子是很艰苦的。 一个人在远离家乡和父母的
学校， 每天陪伴自己的， 除了课本还是课本。 高中阶段自己
有记日记的习惯， 高考前的日记几乎都是每天的学习计划和
计划的完成情况。 那种紧张有序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 好
像就在昨天： 同学们埋头苦读、 老师耐心辅导的情景依旧历
历在目， 那是一段苦中有所期盼的日子！

高考前的个把星期， 老师安排同学们自由复习， 不再规
定严格的作息时间， 可早上7时到晚上11时， 除了吃饭、 午休
时间外， 教室里基本上都是满座， 谁都想多读多记一点东西。
家里条件好的同学， 早、 晚可以冲上一杯牛奶， 像我就只能
靠每天三餐的小菜就米饭维持不饿， 还记得， 有一个月我只
花了18元钱的伙食费。 条件的艰苦， 只增加了我和同学们刻
苦读书的决心， 我们不眼红别人的条件好， 只看谁的成绩好，
谁能考上好大学。

1989年7月7、 8、 9日这几天， 是检验我们的日子。 考场
上连电风扇都没有， 很热， 当时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天气越
热， 就越能“烤” （考） 得好， 我和同学们都信。 考场上，
监考的是两位女老师， 看我们热得流汗， 就来回地为我们摇
着扇子， 那习习的凉风至今仍吹拂着我的心灵———虽然当时
连一句“谢谢” 都不曾说出口！

高考成绩是7月30日查到的， 6科总分640分， 我得了487
分。 成绩一出来， 我就知道自己有“戏” 了， 录一个学校肯
定没问题。 最终， 我以超出大专录取线10多分的成绩被一所
中专录取。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当时的我已很满足了， 至少
没让父母失望。

高考岁月， 至今都无比怀念， 虽然其中有无尽的艰辛，
也有一些遗憾,但那些于艰苦中执着追梦的点点滴滴， 总激励
着自己不忘初心、 不断前行。

肖智群

每到农历五月十五， 在雪峰山
主峰苏宝顶一带的林海绿原上， 便
会活跃着一个个装束一新、 手提竹
篮、 行色匆匆的后生仔。 细心的人
们一眼就会发现荡漾在他们脸上、
眉梢的股股春色。 山里的后生仔原
来是赶着去与魂牵梦萦的心上人相
会， 共度这当地的传统佳节“月
半”。

也许是雾岚滋润， 抑或是喝了
清亮的山泉水， 雪峰山妹子一个个
出落得清秀白嫩。 而雪峰山汉子爬
惯了高坡， 一个个豪放坦荡得令世
人惊叹。 山妹满心里蕴积着柔情蜜
意， 山仔胸膛里跳动着的全是震撼
人心的情火。 然而雪峰山， 却又无
情地把有情人隔在了大山的两边。
山里的年轻人几多的情意只能向崎
岖山路、 迷蒙夜空悠悠地去诉说。
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风风雨
雨， 雪峰山人终于造出了个“月
半” 的词， 让情人们能忙里偷闲舒
心地小聚在一起， 尽情倾诉心中的
爱恋。

把这个节日选择在农历五月的
正中， 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的。 细细思量， 这的确是雪峰山人
对爱情世界的一大贡献。 因为之前

的暮春初夏是山区的大忙季
节， 正如宋代诗人翁
卷的 《乡村四月》 诗
云： “绿遍山原白满
川 ， 子规声里雨如
烟 。 乡村四月闲人
少 ， 才了桑田又插

田。” 此时此刻系着一年的收成，
谁还有心思去花前月下呢？ 而芒种
过后， 山里春意正浓， 白居易 《大
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
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说的就是
这一情景。 那青山绿水、 蓝天白
云， 无不令人生发出无尽的遐思。
一直奔波在田间、 山冈的山仔山妹
骤然间闲下来， 置身在这多姿多彩
的大自然， 那依依恋情就会像山泉
一样汩汩地从心底喷涌而出。

“月半” 节给雪峰山人造出了
一个相聚相恋的新世界。 于是， 用
采撷的最好的水绵花与收获的最好
的糯米做成圆润可人的粉粑， 带着
疯长的思念， 山里的情哥哥便火急
火燎地踏上了去情妹妹家的原生态
野径。 而春情萌动的姑娘们这天也
会早早地起床来精心地梳妆一番，
然后急切地凝视着村口那棵古老的
大树……

呵， 农历五月十五， 不就是雪
峰山腹地的情人节！

汉诗新韵

诗词五首
雍文

临江仙
读杜甫之衡阳诗1

暮色回塘吟日没。残云古寺青灯。风急患未系舟蓬。
忧余涂炭火，恻隐鸟鱼生。

遗憾草堂何处在，唯留楫旅涛声。空灵别去近临蒸。
晚洲愁客泪，惆怅月孤明。

1.唐大历三年（公元769年）初，杜甫离夔州顺
江而下，为躲避战乱而留居江陵。正月底二月初，抵
达湖南境内，客旅孤舟湘江流域。大历四年初杜甫离
洞庭至潭州溯湘江南上， 往衡州投奔衡州刺史韦之
晋。杜甫一路穷途艰辛，留下很多诗，其中在株洲境
内留下九首诗。

株洲庆霞寺1

及杜甫草堂遗址
溯水行舟渡岳衡， 离愁万里逐流生。2

空灵岸浦庆霞寺， 古镇回塘怀杜亭。
子美遗徽山色许， 元章留墨壁石铭。3

草堂沦殁古来事， 谁叙诗情入画声。

1.史上，株洲建有庆霞寺，位于株洲市南六公
里湘江西岸凿石浦，为唐贞观元年所建。《凿石浦志》
记载：“子美由蜀南征， 爱庆霞寺山水清雅， 因宿于
寺，题有诗（即《宿凿石浦》），后建草堂。”

2.杜甫赴衡阳投友不遇之后，漂栖孤舟逐波流
离。

3.宋人米芾在庆霞寺附近石壁上留墨石刻“怀
杜岩”。

城头山1

城濠故垒日西斜， 紫堇荻芦近晚霞。
艉桨应曾涉澧水， 2石玦确否易天涯？
温锅酒瓮遗街肆， 3稻作田丘古人家。4

扫过秋风云鹤舞， 馨摇漫野古菊花。

1.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位于湖
南常德澧县。 遗址内存有6000多年前的土夯城墙和
护城河遗迹。 城内有陶窑、房屋基址、稻田和碳化的
稻谷、陶葬遗迹等。

2.考古发掘人员在护城河遗址中挖出一只木船
尾和桨。 护城河水曾与澧水和洞庭湖相通。

3.陶瓮和温锅的发现，证明5000多年前城内已
存在酒肆交易和制酒。

4.水田和稻谷的发现，说明6000年前此地已有
水稻耕作。

好事近
春寄

暖日易花频，几度繁华逝。 红褪清香犹在，杨柳拂春
意。

宫墙古邑淡流云，浩渺千秋事。 筑梦山传心语，鸿雁
当差寄。

为有富强唯创新
赵正安

5月18日,我国在南海天然气水合物 (又
称 “可燃冰”) 试采成功， 举国欢腾。 特赋诗
一首， 以示庆贺。

九天揽月梦已圆，
五洋捉冰惊观音。
华夏儿女多壮志，
为有富强唯创新。

雪峰
情人节

熊晓鸽

1977年， 中国高等学府在“闭
关” 多年之后， 重新向望眼欲穿求
学若渴的百姓子弟敞开了大门。 这
扇轰然开启的知识大门透出的灿烂
阳光， 从此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
命运。 我便是这第一批幸运儿中的
一个。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头悬梁、
锥刺股” 式的复习， 换来了一张薄
薄的湖南大学入学通知书。 欣喜之
余， 却也有点遗憾： 当了三年多电
钳工， 一心一意想报考工业自动化
控制专业， 却被学校调整到基础课
部英语班。 不过我母亲却心满意
足： 在她心目中， 湖南大学是离家
最近的、 最好的大学， 有此两点，
夫复何求！

匆匆忙忙脱下油渍斑斑的工作
服， 欢欢喜喜跨进绿荫森森的校
园， 诚惶诚恐地搬进古色古香的学
生二舍， 战战兢兢地翻开散发着油
墨清香的书本， 满目皆是似曾相识
其实陌生的ABCD。

说句实在话， 当时的我只会说
一句囫囵完整的英语： 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同
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
《红楼梦》 读得津津有味。 如此巨
大的落差足以让人望尘嗟叹。 好在
我虽然惊慌万状， 但还不至于惊恐
失措。 笨鸟没有机会先飞， 总还会
慢慢飞吧。 我和也是从工科转到英
语班的张明春同学定了个“君子协
议”： 每人每天必须背熟一篇英文
小故事， 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
罚， 帮对方买饭打开水。 正像俗话
说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知不觉
间， 我也能和班上最优秀的同学一
起比肩而坐， 比翼齐飞了。

如今仔细体味， 当年的那一股
不服输、 不气馁的执拗劲儿， 得益
于自己当过几年工人， 能吃苦耐
劳， 同时也得益于湖南大学淳朴务
实的校风， 得益于这所千年学府薪
火相传、 生生不息的旺盛的人气与
文脉。

试想， 每天， 脚踩着唐宋以来
由一代代学子跋山涉水万里求学的
执著脚步踏平的山道， 聆听着长年
累月回荡在岳麓山谷绵延不绝的琅
琅书声， 瞻望书院“千百年楚材导
源于此， 近世纪湘学与日争辉” 的
联匾， 哪一个风华正茂的学子不热
血沸腾豪气干云！ 在同样的讲台
上， 朱熹、 张栻、 王阳明、 高世泰、
王先谦等一代宗师曾倾囊相授； 在
一样的浓荫下， 彭龟年、 王夫之、
陶澍、 魏源、 左宗棠、 蔡锷、 蔡和
森等名士闻人也曾“日常闻教， 夜
自研习” ……

与巨人同行的肃然与敬意， 敛
聚陶冶成一股砥砺、 催逼后来者奋
力前行的强悍的内驱力。 遥想当
年， 那位在隔岸相望的湖南第一师
范就读的年轻的湘潭同乡， 伫立橘

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或许，
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经过千年蕴蓄
勃然焕发的力量的感召之下， 激发
出浪遏飞舟、 挥斥方遒的壮志与雄
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所千年
学府以其丰厚的底蕴、渊博的学养，
给予它所培育的学子一个坚实的起
点，一种永远的、温厚的支持。 从湖
南大学毕业以后，走南闯北，继而漂
洋过海， 负笈北美。 其间的甘苦冷
暖，寸心自知。 不论是一帆风顺还是
身处逆境， 不论是春风得意之时还
是精疲力尽之际， 我都会时常在心
中暗自感念， 是母校给予我改变命
运、重塑自我的第一个契机，给予我
获取知识、认知世界的第一把钥匙，
给予我闯荡天下、 纵横商场的底气
和信心。 所以，1995年秋，又一个漫
山红遍的季节，在我回国效力、事业
初有小成的时候，我便“斗胆”在母
校设立奖学金， 以激励年轻的学弟
学妹们勤奋学习， 光大母校一脉相
传、 弘通博大的人文精神。 绵薄之
力、寸草之心，难以报答母校的恩泽
春晖。 这些年我也曾先后就读过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美国波士
顿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哈
佛大学商学院，但在我的心目中，湖
南大学依然是最亲近的、 最好的大
学。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 ：
“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
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
界。 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
的世界旅行、 生活， 他仍然不停地
回到他所拖带的那个世界里去。”

母校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摇篮，
是一个人流连忘返的灵魂的栖居
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 湖南大学，
这间千年学府的门楣， 不仅仅在于
四个简简单单的汉字， 它更存在并
一定光耀于莘莘学子毕生的眷恋、
憧憬和描绘中。

（作者系IDG资本全球董事长）

我的高考1977

收到湖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后，
全家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