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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诚

夏天来了， 连绵的雨水， 溢满江河，
汇集到洞庭湖， 洞庭湖很快进入汛期。 我
又想起湖中的鸡婆柳来。

最早知道鸡婆柳， 是在前些年的洞庭
湖抗洪救灾中。

那年大水， 洞庭湖烟波浩渺， 浊浪滔
天。 在滚滚洪流中， 洞庭湖中的那些大小
岛屿， 悉数沉入水中。 只有岛上的一些植
物， 部分露出水面， 同汹涌的洪水作顽强
的拼搏与抗争。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 这种
不屈的植物， 就是鸡婆柳。

去年冬天， 我又一次来到洞庭湖中的
赤山岛， 在岛边的一片湿地中， 看到大面
积的鸡婆柳， 才算是一睹尊容。

说它是柳， 却没有杨柳的万条垂下，
婀娜多姿； 没有旱柳的高大挺拔， 枝繁叶
茂。 它的枝干一点也不粗壮， 多弯曲、 纤
细； 树身也不高大， 最高也就四五米； 枝
叶更谈不上茂盛； 枝桠倒是很多， 但不像
别的树那么显得紧密， 而是很分散， 稀稀
疏疏的， 向四周伸展着。 树叶大部分脱落
了， 只剩下一些枯黄的叶子， 在寒风中颤
抖， 显得更加零零落落。 虽说一片一片生
长着， 但没有一般树林那么密集成林， 更
没有一般树木那么生机勃勃， 郁郁葱葱。

但它， 却是洞庭湖中最常见的一种柳
树， 是湖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植物。

它的学名叫川三蕊柳， 历史上曾经是
洞庭湖洲滩上面积最大的植物之一， 也是
洞庭湖为数不多的原生木本植物。

八百里洞庭， 浩浩汤汤， 横无际涯。
数千年来， 无数的生物， 在这里繁衍生息，
自生自灭。 历史的荡涤， 使无数物种灰飞
烟灭， 唯有鸡婆柳等少量物种历尽艰难，
至今尚存。

人们常说， 湿地是“地球之肾”， 那么
洞庭湖则是“长江之肾”。 湖中的植物就是
这个肾里的毛细血管。 鸡婆柳， 是这毛细
血管中最典型、 最活跃的一种生物。

春天， 它们开始发芽， 葱茏滴翠， 并
洒下一片绿茵。 各种鸟儿飞来了， 在这里
歇息、 歌唱。 各种鱼儿也游来了， 在树下
的湿地里纵情觅食、 嬉戏。 湖中的小麋鹿
也来了， 在树林里蹦跳着、 玩耍着。

夏天， 江南进入漫长的雨季， 淫雨霏
霏， 连月不开。 洞庭湖顿时一片汪洋， 阴
风怒号， 鸡婆柳开始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洪水一浪一浪打来， 把它们团团包围着，
咆哮着， 肆虐着， 似乎想把它们推倒， 把
它们折断， 把它们揉碎。 鸡婆柳在洪水中，
打的是一套“太极拳”。 滚滚洪流一来， 它
们便变得无比柔软， 任洪水猛烈地冲刷、
撞击， 它伸展水蛇般的腰肢， 轻歌曼舞起
来， 甚至踏着洪水的节奏， 像跳广场舞一

样， 左右摇摆着， 让洪水对它们毫无办法。
如此拼搏十天半月， 甚至更长时间。

洪水终于按捺不住， 甘拜下风， 悄然退去。
此时的鸡婆柳， 虽然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
不成形状， 树枝上还挂着泥草和破碎的塑
料袋子， 就像一只只落汤鸡， 但它们依然
挺立着。 这就是鸡婆柳洪水过后的状况，
鸡婆柳之名， 也由此而来。

洞庭湖水“夏季一片片， 冬季一线
线”。 每年秋冬季节， 原本一片汪洋的洞庭
湖水逐渐退去， 露出洲滩， 植物重新萌发，
鸡婆柳进入第二次生长期， 为前来越冬的
鸟类提供食物。 这种一年之中有两次生长
期的植物， 在国内湖泊中并不多见， 对湿
地生态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也造就了洞庭
湖特殊的湿地环境和生态。

鸡婆柳生命力顽强， 是最耐水淹的植
物之一。 洞庭湖雨季涨水数月， 只要不长
时间没顶， 鸡婆柳就不会被淹死。 它的抗
洪能力最强大。 在滔滔洪水中， 成片的鸡
婆柳有防浪和滤沙作用， 被称为湖区的
“红树林”； 它枝叶分散、 身段柔韧， 是鱼
类产卵和索饵的理想场所， 并为鸟类提供
筑巢， 为麋鹿提供隐蔽场所。 就像鱼儿离
不开水一样， 洞庭湖离不开鸡婆柳， 鸡婆
柳也依附于洞庭湖。 数千年的甘苦与共，
使它们生死相依， 不离不弃。

可是， 这种洞庭湖不可或缺的生态树，
前些年正遭受逐渐减少甚至慢慢被挤出洞
庭湖的危险。

主要原因是， 湖区大量种植芦苇、 杨
树， 鸡婆柳遭到大量砍伐。

人类总是功利的。 因为芦苇价格上涨，
加上洲滩大面积出露， 为种植芦苇、 速生
白杨提供了条件。 人们在那里扩种芦苇、
白杨， 用来造纸。 而砍伐芦苇时， 要把鸡
婆柳枝干从芦苇里清理出来， 人们嫌麻烦，
干脆事先将其砍掉。

种植的芦苇必须一年一砍， 才长得更
好。 人们砍掉芦苇后， 剩下的枝叶会放火
烧掉。 这样一来， 即使那些没被砍掉的鸡
婆柳， 也会被烧死。 这给鸡婆柳的生存带
来了灭顶之灾。 芦苇、 白杨林在慢慢扩大，
鸡婆柳面积在渐渐缩小……

尽管鸡婆柳经济价值不大， 但它是洞
庭湖湿地的原生物种， 如果它消失， 将会
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 进而导致生态恶化。
不过，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湖区管理层的高
度重视。 科研人员为了让这种洞庭湖为数
极少的原生木本植物继续存在下去， 保持
洞庭湖生物多样性， 目前已开始人工栽种，
试图通过人为手段干预， 让其免于消亡的
命运。

近期， 连日的暴雨， 滔滔洪流正向着
洞庭湖涌去。 鸡婆柳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迎接着洪水的到来。

七律·救灾公仆
张自勤

纵为周日在休息， 接到通知便换衣。
淫雨成灾需救助， 公仆闻讯赴危急。
组织群众同天斗， 修缮家园比画祎。
消瘦十斤无所谓， 初心不负度七一。

致敬，
抗洪抢险的英雄
李婷

六月的雷电
把天庭捅了个大窟窿
雨妖开始耍疯
把天河的水搅得倾盆而下
此刻， 我的家园
在雨水里炊烟断灭， 田禾沉浮
大地开始哭泣， 女娲的神话凌空而起
不屈的人们一起补天

今天， 大禹再不是孤家寡人
行色匆匆的救援一路铿锵
治理洪荒之水
白天黑夜， 江河堤岸， 红星闪烁
人民的子弟兵
在冲锋舟上勇往直前
雨越下越大， 持续挑战人间
军民无所畏惧， 勇气直冲霄汉

七月一日， 一个特别的日子
所有党员和民兵
在党旗下， 用行动把誓言擂得号角震天
黑夜里虽看不清他们的面孔
但英雄本色在洪水里坚不可摧
致敬， 抗洪中的英雄儿女
敬礼， 重建家园的父老乡亲

沁园春·雨
刘宗林

雨骤风狂 ， 潮喧洞庭 ， 浪拍湘江 。 看锦绣河
山， 惟余茫茫； 烟锁衡岳， 水漫凤凰。 三牲哀嚎，
五谷摧折 ， 黎民稼穑付汪洋 。 斥苍穹 ， 令雷神息
鼓， 还我艳阳！

岂容洪魔逞强， 举擎天巨手伏龙王。 帷幄巧运
筹， 调兵遣将， 迷彩涌动， 威武雄壮。 抚慰百姓，
扶助农桑 ， 危难时刻显忠良 。 激流处 ， 任天摇地
陷， 战歌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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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建

在大通湖的东南边， 有湖水的洪道入
口处。 形状像张开的嘴巴， 当地人称这里
为“大嘴巴”。 “大嘴巴” 距河坝镇街上8
公里， 它的西南是移民镇四季红。 别看
“大嘴巴” 区域不大， 可它一直是大通湖区
域的水陆交通要津。

如今“大嘴巴”上有了一座大桥，大桥
的东头有一条蜿蜒的渍堤， 渍堤用成形的
水泥块垒成整齐的图案， 又坚实又有观赏
性。 然而，1951年，国营大通湖农场成立时，
先民垒起的渍堤又矮又小， 芦苇、 杂草满
身。 每当暴雨洪水来袭，垸内顷刻汪洋。 这
年冬天，职工们倾尽全力抢修、加固渍堤。

凌晨5时， 支书的铁皮子喇叭还没召
唤， 青年职工刘新华、 肖正华、 刘安伯、
罗迎昌就出工了。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
分场一队、 二队、 四队的职工们。 他们挥
舞着茅镰刀砍芦苇， 割杂草， 瘦小的渍堤
裸露出来的时候， 各生产队的炊事员送来
了早饭： 一人一块蒸红薯和一蒸钵干菜子
汤。 匆匆吃完后， 大家向附近的地里奔去，
挖的挖， 挑的挑， 黑压压的修堤大军经过
一个冬天的累死累活， 将“大嘴巴” 一带
的渍堤变得又粗又高了。

可是， 一到夏天和秋天， 暴怒无忌的
大通湖总是卷起无尽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
“大嘴巴”， 将渍堤撕咬得百孔千疮， 溃不
成堤。 洪灾和职工们的拉锯战持续到1959
年的时候， 双方更加仇深似海， 较上了猛
劲！ 这年5月上旬的一天， 大通湖春汛暴
涨， 天空乌云滚滚， 炸雷阵阵、 恶雨倾盆，
四野里狂风大作。 就在排山倒海的浪涛漫
过“大嘴巴” 渍堤的时候， 狂风将一分场
二队职工宿舍上的稻草也一撮撮卷向了黑
暗的天空。 职工们争相冲出宿舍， 身后随
即传来泥壁房屋倒塌的沉闷声。 就在这
时， 女职工曹雪梅怀里一岁多的儿子被风
吹到草地上， 然后又被狂风卷出六七米
远。 关键时刻， 罗迎昌冲上前去， 一把抱
起了孩子， 而他挂在胸前的自来水钢笔被
吹得无影无踪。 来不及跑出宿舍的女职工
小王被屋梁打断了双腿。

狂风暴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雨过天
晴， 大嘴巴渍堤上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彩
虹。 彩虹下的堤面被削去了半尺厚的泥，
临湖的堤坡出现了十来处滑坡， 但是渍堤
却不动不挪， 没有溃决， 硬是用生命顶住
了滔天洪水。 从渍堤头上漫过来的洪水，
流入沟渠， 又服服帖帖从抽水机的铁管道
里返回了大通湖。

三湘好儿女
———献给抗洪救灾的三湘儿女

刘学

雨声紧， 波涛黄，
洪水过湘江。
淹我禾苗， 冲我堤防，
毁我家园， 惊我爹娘，
锦绣潇湘起风浪。
号角响， 干群上，
誓死解民殇。
浑身裹泥浆，
汗水和血淌，
夜幕当被地当床，
巡守到天亮。
看我三湘好儿女，
卫我湖湘。

雨如注， 江面涨，
洪水过湘江。
离我兄弟， 别我妻房，
舍我家当， 备我行装，
险情在处是战场。
红旗飘， 军民上，
不惧洪魔狂。
河风当干粮，
人墙筑屏障，
但舍小家为大家，
生死置一旁。
看我三湘好儿女，
安我湖湘。

雨情急， 救灾忙，
洪水过湘江。
一人受困， 百人解囊，
一方有难， 八方相帮，
潇湘涌动热心肠。
手拉手， 老少上，
风雨共担当。
男儿斗志旺，
巾帼意志强，
但将热血付理想，
装点好风光。
看我三湘好儿女，
壮我湖湘。

肖正民

这是怎样的一道长堤———
被雨水洪水浸泡的泥土， 像根G

弦， 在洪魔的压迫下颤抖、 颤栗， 随
时都会崩断。

这是怎样的一道长堤———
数百公里堤坝 ， 围着绿色垸子 ，

围着安宁、 幸福、 歌声、 爱情， 围着
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

这是怎样的一道长堤———
洪水已临脚下， 再过半尺， 我们

的堤垸， 将与水天共一色， 听任洪魔乱舞。
这是怎样的一道长堤———
川流不息的抗洪队伍， 我们的领导者， 我

们的老百姓 ， 我们的子弟兵 ， 我们所有的手
与眼睛 ， 在白天在黑夜 ， 筑成保卫家园的长
城。

这是怎样的一道长堤———
薄膜、 木桩、 纤维袋， 挡在百里长堤上。

飞机拍下的照片， 是一副美轮美奂的悲壮风景。
这是怎样的一道长堤———
汗水、 雨水、 泪水、 洪水， 搅和着我们的日子， 铸就着

一种钢铁意志， 在鲜红的旗帜下， 在英雄豪气的感染下， 巍
巍然。

长堤———护佑着我们的岁月与子孙。

砥柱矶，
挺立健壮的胸膛

(外一首)

张雪珊

乌云压城。 钟声突然嘶哑
古树威严尽失，风雨中摇摆不定
泪眼婆娑的月亮
移不动江北孤独的塔影

双清亭下那个伟岸的汉子
挺起健壮的胸膛，以及铁肩
桀骜不驯，在此化为齑粉
低下不可一世的头
丢盔。 卸甲。 落荒而逃

诺亚方舟走出来的老人，孩子
梦境安详，没有一丝惊骇
彻夜未眠的蛙鼓，敲开黎明
敲碎了人间的湿气和凉意

总有温柔一击，让我泪流满面
沿江桥，青龙桥，邵水桥，步月桥
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
骤雨初歇。 各个路口突现管涌
一浪高过一浪，人流如潮
拥挤。 混乱。 喧嚣
淹没交警和城管的手势与劝导
淹没了资江、邵水的洪峰

坚挺的路灯，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
盯紧暮霭，一刻也不敢走神
许多公仆和公安、武警的背影
融入更深的夜色

光阴疲惫。 朋友圈正水深火热
我从防洪堤，回到十一楼的阳台
俯瞰苍茫的尘世，睡意全无
回想半生的颠沛，和无助
那些曾经为我遮风挡雨的人
总会温柔一击，让我泪流满面

雨里泥里，争分夺秒
邓金友

在抗洪第一线， 你我肩并肩，
无论是将还是兵， 争先恐后抢在前。
我在扛沙袋， 你在巡堤垸，
不论身份和性别， 齐心协力意志坚。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日夜坚守在抗洪第一线。
雨里泥里， 争分夺秒，
不畏艰险誓死保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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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巴渍堤

战
洪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