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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崇谷

湘江， 一条翻滚着无限诗意的
河流； 衡山， 一座凝结了千古文韵
的雄峰。 三湘四水编织的湖湘大
地， 处处充满着诗情画意。 南宋著
名诗人陆游由衷感叹， “不到潇湘
岂有诗”。

自屈原流寓沅湘吟咏 《楚辞》、
贾谊贬谪长沙作 《吊屈原赋》 奠定
了湖南乃至全国诗文风气之后， 李
白、 孟浩然、 李商隐等著名诗人纷
纷踏上湖南寻词摘句。 芙蓉楼上响
彻着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 的
雅韵； 杜甫怀着对湖湘“一重一掩
吾肺腑， 山鸟山花吾友兄” 的深深
情意客死在湘江一叶扁舟之上； 刘
禹锡咏着竹枝词泛舟柳叶湖中； 郴
江河畔叹息着秦少游“郴江幸自绕
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的感慨。
湖南本土的欧阳询、 李群玉、 周敦
颐、 魏源、 贺长龄、 陶澍、 胡林翼、
曾国藩、 彭玉麟、 蔡锷等， 一颗颗
璀璨明星留下的奇妙诗篇， 光芒闪
耀神州。 籍贯茶陵的明代著名诗人
李东阳创立的茶陵诗派誉响天下，
曾国藩倡导的桐城诗派新风润泽诗
坛。

公元1292年冬， 元代攸县人冯
子振留足京城。 他到大书法家赵孟
頫家中作客， 见赵宅院中有寒梅数
树迎风斗雪， 即时挥毫一夜作吟梅
诗百首， 赞颂梅花傲寒斗雪的精神
和洁身自好的品格， 借以抒发自已
的家国情怀。 10年后的冬天， 冯子
振听歌女演唱著名散曲家白贲的
《鹦鹉曲》， 歌女感慨此曲太难无人

敢和韵作新词， 子振一时兴起， 按
原韵和曲42首。 冯子振的才情诗意
一时盛誉海内。 明崇祯十七年， 满
清攻入北京， 对故国怀着无限深情
的王夫之愤而作 《悲愤诗》 一百
韵， 悲情如咽血泪， 才气贯冲斗
牛。 芙蓉国里诗人有如此才情， 诗
意如此深厚， 有谁不为这方热土喷
发的诗词气韵而惊震而赞赏呢？ 一
部潇湘史也是一部诗词发展史！

古往今来， 写诗填词虽然不乏
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趣， 但湖湘先贤
诗中那意味无穷的字句， 气冲云天
的豪情， 万里如虎的气势， 蕴含的
义血侠骨与万般柔情， 深深震撼着
人们。 湖湘诗词就是几千年的湖湘
之魂。 君不见， 湖湘人对社稷苍生
的无限深情和责任担当， 坚韧顽强
的霸蛮血性， 追求高洁坚守道义的
浩然正气， 无不在湖湘先人的奇词
妙句中闪闪发光！

屈原在 《离骚》 中“长叹息以
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明朝末
期， 衡阳人王夫之即在南岳举行抗
清起义， 泣血呐喊“留千古半分忠
义， 存大明一寸江山”。 晚清湘阴
人左宗棠年少即存效国志， 不因琐
事误丹心， 自撰对联“身无半亩心
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晚
年力排众议， 冒着国弱战危之险以
花甲之躯抬棺用兵西北， 收复已被
外族势力残食的160万平方公里的
中华国土。 西北此后凝铁壁， 十万
天兵候虎狼。 左公诗词正是心怀天
下之湖湘精神的点睛之笔！

什么是湖南人的气质？ 就是湖
南人为了匡扶道义， 为国家民族利

益敢于赴汤蹈火、 不惜舍生取义的
刚烈血性。 再看看浏阳人谭嗣同，
他生前积极推进富民强国的戊戌变
法， 失败后坚持以死唤醒民众。 临
死前在狱中壁上题诗“我自横刀向
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一种血
性如干柴点火烈焰万丈。

是啊， 湖南人的家国抱负、 担
当精神与血性气质， 就是这种体现
在舍生取义壮举中的崇高境界与思
想情怀， 就是壮烈诗篇中激荡的悲
壮精神和铮铮风骨。 古人认为， 诗
乃心声，见其诗如见其人。流淌在湖
湘乃至神州大地上的这些千古壮丽
诗篇， 正是中华民族脊梁的英雄豪
杰的风骨情怀与智慧的结晶。 正是
这些诗作蕴含的精神气概构建了湖
湘精神的筋骨血脉， 成为激励历代
湖湘子弟在推进民族大业中建功立
业的不竭动力。 它是湖湘精神的结
晶， 是滋润三湘大地的食粮， 更是
湖湘人可以永远骄傲于世的品牌！

今天， 在潇湘这方神奇沃土
上， 熟悉古典诗词创作的诗人及爱
好者达数十万之众， 省市县乡村街
道社区都成立了诗词组织。 放眼三
湘大地， 草莽农乡， 常闻诗声雅
韵， 街头楼院， 不乏骚客词家。 在
全国各类诗词大赛中， 湖南人常常
诗出奇思， 雄占鳌头。 已故著名甘
肃老诗人袁弟锐先生到湖南被三湘
大地的诗风词韵所震撼， 发出了
“天下诗人半在湘” 的感慨。 党和
国家大力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时代需要诗词， 诗词承载希望。 华
夏大地诗花灿烂之日， 也是伟大的
中国梦花红果硕之时！

韩永文

声振神州， 金秋增色， 焕然春风。
国强民富 ， 盛会举云鹏 。 环宇屏前注
目， 看中国、 凤翥龙腾。 新时代， 初心
未改， 大赤生风。

方位定盘星 。 兴伟业 ， 扬帆续航
程。 蓝图绘就， 跃马再长征。 为民行道
致远， 难何惧、 使命如衡。 霞蔚里， 忠
心耿耿， 誓言铮铮。

安敏

天气真的是冷起来了， 走在大街上，
寒风明显地透过衣服袭击着肌肤。 这时候
便想起远在他乡的初次独立生活的儿子，
是否懂得去面对冬天的寒意。 妻子便用手
机在寒风里去打听那一边的寒风。

我们是上街打中伙， 学学现代人过日
子。 这时有烤红薯的香从风中飘来， 这带
着炉火的香特别地温暖， 我们便走了过
去， 在街边一个小推车上挑拣着热喷喷的
烤红薯。

我的眼睛， 却在看着一幅很完整的生
活的画。

小推车的旁边， 一位小孩正在吃着一
碗米粉。 他坐着一条小矮凳， 粉碗摆在一
条高凳子上。 旁边的地上还摆着一碗， 已
经吃过一些了， 显然是这位卖烤红薯的女
人刚才正吃着的， 显然也凉了。

小孩吃得很香， 只顾埋头吃， 眼睛不
看任何地方。 那小脸儿很白， 长得很帅
气， 像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 小凳子旁
摆着个书包， 书包旁边还摊开着作业本和
笔。 衣服看上去还穿得厚实， 也很干净。

这边掌秤的肯定是母亲了， 个子不
高， 脸是黑黑的， 身上的衣服也不是很鲜
明， 那手上黑黑的皴裂， 分明是和那烤红
薯一起烤出来的。 掌着秤时， 眼睛也要乜
乜儿子， 看他有滋有味地嗦着米粉， 脸上
就甜甜的， 和我们说话也甜甜的。

离开这小推车， 品着这烤红薯的香，
我对妻子说： “人家这也是生活呢。” 说
这话嗓子竟是酸酸的。

我眼前一直就是这风中的小推车， 这
风中放学回来吃中饭的小男孩 ， 这风中
的母亲和她的小火炉， 还有那双把儿子
的皮肤呵护得很细腻的皴裂深深的女人的
手……

这就是生活在风中的劳动者啊！
在那越来越高的建筑群的脚手架上，

他们在风中；
在那为城市和家庭美容的几十米墙壁

上和窗户上， 他们在风中；
扫地的沙沙声在风中；
修理的、 送货的、 卖小菜的在风中；
也许在这冬季凉飕飕的寒月亮里等着

他们归家的， 还是风中的小棚屋……
而劳动的人们不在乎这风， 还有雨，

还有雪。 有劳动他们就快乐！ 有劳动他们
就幸福！ 风和雨是他们劳动的最有力度的
伴奏！ 用烤红薯的炉火能温暖出儿子的未
来， 她幸福； 能在妈妈卖红薯的炉火边完
成每一天的作业， 他也幸福！

有一次我买了一组书柜， 看着送货的
师傅把那我看来是无从下手的整个柜子驮
到脊背上， 一口气背上六楼， 我为他感
动。 我虽然是花了钱的， 他也是有所得，
但我为这劳动而感动， 为这力气而感动，
更为他们为着生存的付出而感动！ 这些普
通的劳动者， 没有多少学问没有什么地位
没有坦坦荡荡的大道， 但他们凭力气凭脊
梁骨的坚挺凭能抵抗严寒酷暑的肌肤， 照
样踩着坎坷沿着曲折把自己的日子过下
去， 在风霜雨雪中， 与劳动为伍……

在风中， 我品尝了这个温暖的烤红
薯， 也品尝了劳动和风雨。 我想， 不管在
什么时候， 不管我们在什么岗位， 不管有
多么了不起， 我们都应该对劳动———特别
是最普通的劳动， 敬礼！

奉荣梅

从长沙到湘西泸溪， 350公里路程，
一路高速， 下午四时才启程， 晚上八时多
即到达了县城白沙镇。 十几年前我就到过
泸溪， 那时行囊里装着沈从文的 《湘行散
记》 《湘行书简》， 按图索骥， 去寻觅沅水
的号子、 辰河高腔与神秘的湘西风情， 一
路在山路中颠簸辗转七八个小时。

次日一早， 驱车前往距县城十余公里
的武溪镇上堡村， 那里是“早蜜” 的酝酿
地。 当车停在峒河边一个山脚时， 漫山遍
野的橘树， 张灯结彩， 金灿灿的果实炫耀

着丰产的喜悦， 见那种阵势， 屈原的 《橘
颂》 不由冒了出来： “后皇嘉树， 橘徕服
兮……绿叶素荣， 纷其可喜兮……青黄杂
糅， 文章烂兮……” 车往山的深处爬行，
停车处被更浓密的橘林环拥。 山头都被橘
林占领， 黄澄澄的橘子几乎将绿叶覆盖，
空气里满是橘子成熟的清香。

山脚就是峒河， 沙洲与沿河两岸是湿
地公园。 眺望武溪老城， 四面是山， 河水
将山劈开， 沅水与峒河交汇。 现在的武溪
人口比新城人口多， 商铺林立， 已经成了
工业园。 我想到了沈从文笔下的 《到泸溪》
《泸溪黄昏》 《泸溪·浦市·箱子岩》。 他笔

下， 武溪镇黄昏是动人的： “这城恰当日
落处， 故这时城墙同城楼明明朗朗的轮廓，
为夕阳落处的黄天衬出。 满河是橹歌浮着！
……唉， 好一个圣境！” 十几年前我在武溪
街头寻觅江西人经营的布铺、 窄巷里石板
路寂寞的钉鞋声时， 已看不到沈从文笔下
的城墙城楼、 黑色小船与橹歌， 只见一些
烟囱和厂房， 那些弄船者———短小精悍的
花帕苗和白面秀气又善于唱歌的所里人，
都成了工人和看店铺的生意人模样。

那些“短小精悍的花帕苗” 如今也成
了椪柑的栽种者。 果树边竖立有“椪柑示
范园” 的牌子， 是300多户农户的合作社，

一万多亩的椪柑基地。 从一
位果农口里， 我知道了这里
的椪柑叫“早蜜”， 与别处

椪柑不同， 是蜜橘与椪柑嫁接改良的
新品种， 兼有蜜橘的甜， 椪柑的耐储
运， 在蜜橘下树与普通椪柑上市之间一
个月的空档时成熟。 果园里有滴灌、 机
电井眼、 蓄水池、 混凝土机耕道、 输变
电线路、 轨道运输系统等现代配套设
施， 都是政府无偿扶持， 农民收入逐年
增收。

我曾见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的“苗族挑花”， 泸溪本地又
称“数沙”， 觉得上堡的果农们也是在山上
进行一种“挑花” 行为艺术。 两座山岭间，
浓密的椪柑树， 一片金灿灿的， 以黄色为
主色， 以绿色为衬底， 飞针走线， 以原始
的密经疏纬， 构图对称， 高低错落， 富于
变化 ， 在漫山遍野挑出浑厚饱满的图画。

这满山满岭的“椪柑挑花” 不仅好看，
还诱惑着我们迫不及待地钻进橘林， 与
“早蜜” 们亲密接触， 合影、 采摘、 品尝。
轻松剥开脆硬的“早蜜” 皮， 芬芳无比，
当紧实的橘肉入口， 浓厚清甜的汁液入喉
时， 我才体会到“早蜜” 这个名字的真实
内涵———蜜橘与椪柑碰撞出生命的火花，
将蜜橘甜蜜的基因根植于椪柑的内心。

汉诗新韵

东风齐着力

党的十九大感怀

梦圆2020征文

在泸溪上堡碰撞“早蜜”

启航 续航 远航

不到潇湘岂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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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代松

将理想高挂桅杆
让信仰鼓满风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满载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铁血担当
高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
乘风破浪， 扬帆启航
他们要让中国站起来

28年的出生入死
用鲜血， 用生命
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终于换来一代伟人那句浓重的湘音
在古老的神州上空久久回响
华夏儿女从此自豪地挺直了脊梁

将真理高挂桅杆
让信念鼓满风帆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满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豪情
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
劈波斩浪， 扬帆续航
他们要让中国富起来

34年的风雨征程
用知识、 用劳动
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
终于找到自己的道路
在一个又一个春天的故事里
努力将贫穷落后的帽子摘除

将梦想高挂桅杆
让情怀鼓满风帆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满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长风破浪， 扬帆远航
他们要让中国强起来

5年的翻天覆地
用勇气、 用担当
用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从容自信
换来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奋斗中
让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麻诗杨

我与家乡湘西白云山的第一次约
会， 是今年的暑假。

天空很蓝、 很净， 带着青春的躁
动和朦胧的幻想， 我有些按捺不住揭
开她那绝代佳人的面纱。

酉水南岸、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白云山， 让我见识了绿的真意。

印象中， 南方人对青山绿水不似
北方人那般热衷， 大概是习以为常的
缘故吧，但这次白云山之旅，出乎意料
地给了我这个“山里人”极大的震撼。

森林茂密、 风景秀丽、 气候宜
人， 这些词语此时显得苍白无力。 脚
下， 一条幽深的林阴小道向前延伸，
踩上石板， 一阶一阶， 幽绿已从脚下
瞬间弥漫到整个视野， 当脚尖触碰到
她身躯的那一刻， 我想我已许心于她
了， 不是因为她如画中那般美得有些
不真实， 而是此时的我， 已是身在画
中。

轻抚一棵古树， 拾起一片散落在
泥土之间的枯叶， 如此， 我已是画中
人。 还记得仓央嘉措说过： “曾虑多
情损梵行， 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
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卿。” 倘若
仓央嘉措目睹过她的绝代佳容， 那么
我想， 他一定不会写下这么凄离的诗
句， 因为， 她美得你再无别的非分之
想。

登上山顶， 霎时间觉得自己竟如

此卑微。 上一秒， 还有过想拥有她的
企图， 但此刻， 真的只能叹一句我终
究过于稚弱、 过于卑微， 面对臣服于
她的群山， 心中蓦然想了西楚霸王的
壮志豪情， 皆欲尽收天下万物于囊中，
至此， 她不单是一个美得无法言说的
绝代佳人， 更是一位胸括万物而又不
骄不躁的奇女子。

下山时， 没有选择原路返回， 我
想了解更全面的她， 而沿途一路的绿
色已经告诉我， 这样值得。 沿公路下
山的人很少， 山间曲绕回环的公路也
阻隔了别人同我一齐去赏她。 清风徐
来， 碧波荡漾， 若说方才的她是一位
经历世事的女子， 那么， 现在的她也
许才是真实的她， 静若处子般卧倒在
群山的环绕之中， 不惧、 不讳、 不遮、
不掩， 内心所有娟秀感触俱表露无遗。

这一刻很静， 流水吟欢歌， 生气
盎然。 突然感到， 除了头顶鸟儿的叽
喳声， 我们几个懵懂后生沙沙的脚步
声也大煞风景。 抬头间， 暖暖的阳光
照在脸上， 很享受、 很舒服， 再远眺，
远方的山， 绿绒绒一片， 真美。

手指滑过山涧潺潺， 无边的树，
无尽的绿。 在看得见她的地方， 绿色
明珠白云山， 我的心跟她在一起， 不
离不弃。

皆说前世五百次回眸， 能换得今
生与她擦肩， 若是真， 我愿以今生的
千次回眸、 万般蹉跎， 只求今生今世
与她两两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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