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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华

一位穿越两个世纪纵横海峡两岸的歌者走
了，而他那直击肺腑响遏行云的歌声，却仍在山海
间悠悠回响！

从微信上惊闻余光中先生仙逝， 我仿佛被人
猛抽了一鞭!不会吧？ 但愿是微信的误传！ 随即匆
匆划阅手机屏，寻找恩师李元洛先生的微信号。余
光中先生的《乡愁》，就是李元洛老师最早介绍给

大陆读者的。 余先生与李
先生的“诗交”甚厚，被世
界华人的诗歌读者传为
佳话。

恩师元洛先生的微
信号找到，我用颤抖着的
食指急切地点开，四个四
字句赫然入目：“人生无
常，光中不再。 诗文永远，
光焰长存！ ”

于是，我急切地奔向
书房，面对正墙上悬挂的
一 方 红 木 方 框 深 深一
跪， 继而叩首一而再，再
而三……

木框不大，但集纳了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
的精华与意韵！

木框里装裱着的，是
余光中先生亲笔为后辈
我书写的，先生的代表作
之一《民歌》。

当然，这份无价的笔
墨极品，是恩师李元洛帮
学生求得的。

2009年端午，余光中
再次跨过海峡， 在李元
洛、流沙河陪同下应邀飞
抵秭归， 壮游屈原故里，
祭奠伟大诗魂。

在三峡大学的演讲会上， 余光中豪情逸飞地
领诵了那首脍炙人口、撼人心魄的《民歌》：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演讲大厅内，数千大学生齐声合诵：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先生领诵，山鸣谷应！
涌动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无限敬仰无比依

恋的雄浑壮歌，透过西陵峡的呼啸长风，传向荆楚
大地。那黄河的肺活量鼓荡出来的心声，那万里长
江最母性的鼻音， 那腔从诗人心房和笔下喷涌而
出的爱祖国爱民族的豪壮歌声，应是山也听见，海
也听见！ 天也听见，地也听见！

余光中到三峡之前， 李元洛把电话打到台南
高雄，预约他为我题诗。秭归之会，余光中身陷“重
围”，无插针之缝。 从三峡转道武汉，刚下榻客舍，
李元洛穷追不舍：“请为我的学生， 当然也是您的
学生亲笔书写一首诗。 ”

舟车劳顿的余光中略显疲惫：“学生？ ”
“学生，段华，四年前在汨罗江边您接见过的。

他和他的同事李芳梅还求您为岳阳晚报题词，您
写了八个字———晚报声远，岳阳楼高。 ”

“好！ ”大概是听到“汨罗江”和“岳阳楼”，先生
疲劳顿飞：“段华要我写哪一首？ ”

“《乡愁》。 ”
“写《民歌》吧！ 我自己更喜欢《民歌》！ ”
于是，一曲唱响在中华大地的《民歌》再次从

作者笔尖雄壮地流出。
这首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之作，和《乡

愁》一样，一问世就激起两岸的诗海惊涛，凡是有
华人的地方，都能听到《民歌》的澎湃与铿锵。在洛
杉矶万人合诵，在厦门、在扬州、在泉州，诗人亲自
领诵，无数听众应和。《民歌》以其深邃的思想，宏
大的题旨，便于一呼万应的精巧句型，构成现代诗
坛一道奇特而大美的风景线！ 这种领诵之所以能
山呼海应， 是因为诗人所引爆的是一个伟大民族
亿万赤子的精神共鸣！

这首诗在炼句上中西合璧， 其思想内容却是
地道的中华文化。 它引吭高歌像母亲河一样滚滚
滔滔的文化精神， 壮丽秀美的自然环境与源远流
长的中国历史，“青海”“黄海”“黄河”“长江”“高
原”“平原”等意象的精妙组合，传导着中国人民无
与伦比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2010年夏，我有机会去台湾，临行前请恩师
赐书信一封，介绍我赴高雄拜访先生，先生在美国
探亲采风，登门拜访未能如愿。我每看到中堂之上
悬挂的《民歌》，总是默默等待再有机会赴台探访
大师，不料等来先生仙逝的消息……

瞻仰先生苍劲粗犷极富魏晋风骨的墨迹，胸
间奔涌着黄河涛声长江鼻音！我抚摸着木框，无声
地高唱着这首大写在天地乾坤之间的绝响。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
合唱/从A型到O型/哭也听见/笑也听见！ ”

您的血不会结冰， 因为您的爱国情怀永远是
滚烫的！

正如恩师李元洛所书：“诗文永在， 光焰长
存！ ”

当这篇短文收笔之际， 又收到恩师李元洛先
生发来微信：“多家报纸采访我婉拒了，我心悲伤。
我写了副挽联，你可用于你待发之文中首发。 ”

李元洛先生撰联为：
九十华英绣口锦心五彩笔挥之霞蔚云蒸赢得

文名传宇宙
卅年文谊高山流水伯牙琴已矣海宽浪阔惟凭

明月吊光中
字字珠玑声声泪，伯牙子期海样情！
我坚信，李元洛先生的肺腑之声，不仅余光中

先生能听见，而且山也听见，海也听见！

刘琼

我是第一次去娄底，带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
感和强烈探知欲， 参观了曾国藩的故居富厚堂，
也参观了不经意间造就了一方奇景的紫鹊界梯
田。

从白玉堂到富厚堂， 循着曾国藩的生平足
迹，感受到了其显赫功业和乡间侯府气派，尤其
是曾国藩的亲笔家书和曾氏家训更让我感受到
了其良好的家风和严谨的家教，从中领略到他修
身齐家的睿智思想和超前智慧。通过对紫鹊界景
观的欣赏和领略， 不仅深入探寻了南方农耕文
化，而且陶冶了情操，对心灵也是一次彻底洗涤。

这几年除了工作，就是在外听讲座、旅游观
光，不是心在路上就是人在路上，看似无意义无
价值的事， 却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精神状
态，提升人的内涵和气质。

以前的我坐井观天，只活在自己那片小天地
里。这几年不断学习、不停行走教会了我，其实生
活有很多种方式， 需保持热爱和纯真与岁月共
行。

在外多走动， 眼界和心胸就会不断开阔，忘
却周遭的不顺和疾苦，忽略时光的流逝与自身的
存在，并将个人的小悲小喜弃之一旁。 生活本就
是个冗长繁琐的过程，当面临激烈的竞争而压抑
难安，当遭遇难堪和误解而痛苦难眠，当被生活
洗掉原有的色彩， 当被俗事磨掉美妙的时光，最
需要的是有一颗宁静祥和的心，不因世间的荣辱
得失而锱铢必较，不因外界的风声鹤唳而瑟瑟发
抖。 这一切不难做到，只要在外走动，与人文景
观、 自然风光来一场跨越时间空间的心灵对话，
你就会发现世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纯粹极致的
幸福。行走与观光，其实就是在远离烦恼，收藏阳
光。

在外与良师益友智慧的碰撞生生不息，犹如
陆地从高原变成海洋，又如海洋在陆地的碰撞中
变成高原，有消亡必有重生！

17岁的时候， 我写过海子；18岁的时候，我
写过斯蒂芬·霍金；一个是中国的天才诗人，一个
是英国的科学巨人。他们不仅为我赢得了荣誉和
赞美，也让我在思想上得到顿悟和洗礼。

能理解海子当年静卧铁轨，要的不过是最后
的释然和解脱，觉得放下才能超脱。其实不然，活
着自是一种珍贵，又怎能不珍重珍惜？

斯蒂芬·霍金拖着那残破不堪的身体， 坚守
内心对科学的热爱和执着，他一个人也可以地老
天荒，只因他的大脑和思想在享受着最高端的徜
徉，他用虚弱的身体创造了不朽的奇迹，天空没
有他飞翔的痕迹，但他已经飞过！

或许振翅飞翔之后停留山峰，雪原，海洋，无
论何处，已不再孤独彷徨，经历终成财富，将酸甜
苦辣完美缝进翅膀，最后用羽毛抵御所有创伤。

虽然月亮拥抱不了太阳，但人却可以为梦想
插上翅膀，这次娄底之行让内心油然而生的是坦
荡和大气， 能正视那些无所作为的宅居自闭时
光，更能为心灵挖掘出另一条生路，在反省自持
中寻求净化皈依，即行走之路顿生光芒。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袁姣素

红尘陌上， 那些曾经的往事， 让我们心怀
柔情。 为一棵树， 或者一片云， 甚或一粒尘
埃； 在如水的波纹里看见， 在车马喧嚣中安
静， 在不经意时感动……

记得那次， 我送三岁的女儿去幼儿园， 我
们穿戴整齐， 全副武装出发。

我骑着一辆轻便的女式凤凰牌自行车在厚
厚的冰层上颠簸着。 由于骑车的技术本来就不
咋地， 加上冰块的阻力， 还有鹅毛般的雪花不
断阻隔着我的视线， 我驮着女儿像个喝醉的酒
鬼。 前面迎面而来一辆自行车， 本来是想躲开
它， 不知怎地， 我却握不稳方向， 生生地向那
人冲过去。 我心里一慌， 手也松了， 从车上掉
了下来， 女儿也从后座甩到地上， 愣愣地发
呆， 好一会儿， 才哇哇大哭。 我当时就吓蒙
了， 那人为了躲开我的猛撞， 也从车上摔了下
来， 在冰上滑行了几十米远。

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不知道那人摔得怎
样。 我想起许多地方的碰瓷之说， 而他绝不是
故意来碰瓷的， 是我自己撞向他的。 我慌得不
知道如何是好， 揭开口罩喘着粗气， 坐在冰上
眼睁睁地看着那人爬起来向我走来。 我做好了
挨骂甚至挨揍的准备， 就是他要敲诈我一番，
我亦是无可奈何的。

他也取下了厚厚的棉布白口罩， 我看到一
张典型的北方汉子的轮廓， 方形， 皮肤粗黑，
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子。 他看了我一眼， 转
身朝几米远的女儿走过去， 轻轻地抱起女儿。
我心里一惊， “莫不是要拿女儿来要挟我？”
我搞不懂他的意图， 想过去把女儿抱过来， 却
全身酸痛， 加上厚重的棉衣我动弹不得。

他替女儿取下口罩， 擦拭着她脸上的泪
水， 检查着她的胳膊和腿是否灵活。 “还好，
没有受伤。” 他自言自语。 然后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伸向我， 要拉我起来。 问道： “你怎样？
还行吗？” 我疑惑地望着他， 听着他柔和与关
切的语气， 我心里的石头也下了地。

怕他看出我的尴尬， 我重新戴上口罩， 将
那片红云藏在洁白的口罩里。 他帮我扶起自行
车， 把女儿放到后座上坐好。 他把女儿的手套
摘掉， 用手刮了一下她的小鼻梁， 笑着说，

“勇敢点， 小家伙！” 然后把女儿的小手放在他
宽大的手掌中哈了一口热气， 用手搓热， 再给
她戴上手套和口罩。

在我跨上车的瞬间， 他说， “当心点儿，
冰上容易打滑！” 我用力地点点头， 在他的目
光中远去。 眼前的雪花不断地迎面而来， 在我
的睫毛上舞蹈与融化， 我能感觉那是一个个快
乐的精灵， 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

我是来自南方的军嫂。 后来， 也有一个同
乡的嫂子随军来到这个城市。 她的儿子只比我
女儿大三个月， 也在同一个指定学校读幼儿
园， 于是， 我们有时候结伴而行。

一天， 我和嫂子一起去接孩子。 到了学
校， 我看到女儿委屈地撅起嘴巴， 看到我们过
来， 她的眼泪便簌簌而下。 我们便问她怎么
了？ 她用手一指老乡的儿子， 说， 哥哥把我的
书本撕坏了， 还用手抓我的脸。 我一看， 她左
耳的腮边果然有几道红色的痕迹。 我忙说， 不
要紧， 哥哥不是故意的。 那嫂子的脾气却是泼
辣火爆得很， 她看到女儿被撕得七零八落的书
本， 怒火中烧， 一把将她儿子从座位上提起
来， 呵斥着他，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我
刚要说， “算了呢， 小孩子都是一样调皮的，
下次不撕书就行。” 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她
就扬起手来， “啪” 的一声脆响， 一个巴掌落
在她儿子的脸上。 所有的目光都向我们这边聚
焦， 我当时就蒙了， 没有反应过来， 更没有想
到她会打自己的儿子。

这时候， 从人群中挤出一个高大的红脸汉
子， 他瞅瞅那红了半边的小脸蛋， 五个手指印
清晰可见。 他回头就给了嫂子一个轻轻的巴
掌， 并且不无责怪地说， 你怎么能动手打孩
子！ 这么小的孩子， 下手也太重了吧。 我和嫂
子惊愕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 嫂子挨了
打， 恼羞成怒， 不甘示弱地撕扯着他。 那红脸
汉子却一动不动， 任她怎样打他， 都是不还手
了。 等她打累了， 他不动声色地从兜里掏出一
块白色的手巾递给她， 说， “对不起！ 刚才打
了你， 是心疼孩子。 擦擦吧， 瞧你都打出汗
了， 以后可不能这样管教孩子。 一有错， 就动
手， 你看我一打你， 你也受不了吧。 你是大
人， 他还是小不点呢。”

这情形， 如果发生南方， 大家肯定以为是
两口子打闹， 绝不会相信我们与他素昧平生。
嫂子见自己失态， 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那红脸
汉子也不恼， 他不顾自己脸上被抓的血痕， 哄
着吓哭的孩子， 说， 不哭， 不哭， 好孩子都是
好朋友， 叔叔带你们去买糖果吃。 说着， 他就
左手抱起我女儿， 右手抱起嫂子的儿子向门外
走去， 我们两个只好乖乖地跟在他的身后。 一
回头， 我看到嫂子的眼睛湿润了， 我能理解她
此刻心里的歉疚， 就好像那次在雪地骑车我误
解那个方脸的汉子一样。 那一刻， 我感觉北方
汉子的胸怀就是那广袤的草原， 他们的心像天
上飘舞的雪花一样纯洁和朴实。

时过境迁， 每当南方下一场罕见的大雪，
我便心怀柔软， 就想托一片雪花捎去远方———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胡小平

龙池河，一个美丽的名字。
可是， 就这样一个听上去十分美丽的地方，

却因为山高路险、偏僻闭塞，成了一个有名的贫
困村。

2015年的春天，中国银行的精准扶贫工作队进
驻石门县龙池河村。 通过近3年的驻村帮扶，龙池河
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路通了，水来了，房子一栋接
一栋建起来了，现代化的茶厂建成投产了……贫困
村的帽子从龙池河村的头上摘下来了。

晚秋时节， 我陪同媒体记者前往龙池河村，
探访村上的今昔，倾听村民的心声……

一到村上，记者们不顾一大早出发，连续乘
车7个小时的颠簸劳顿，一下车就翻山越岭，走进
茶园，走进林地，与村民们聊了起来。 天黑了许
久，记者才陆续聚到一起。 他们感慨万端，有的
说，从村民的眼神和笑意上看得出来，他们说感
谢党和政府，感谢中行和扶贫队员，那都是真诚
的，是发自内心的；有的说这驻村帮扶，既授鱼，
也授渔，着眼当前，立足长远，实实在在让村民得
到了实惠，改变了这一方水土，也改变了这一方
水土上的人。

夜幕下，山岭朦朦胧胧，灯光星星点点，山村
一片祥和，一片宁静。 我坐在驻村扶贫工作队驻
地前坪的小木椅上， 问坐在旁边的一名队员，在

这里久了，是不是也有孤独和寂寞。 他说白天是
不会有的，因为没有工夫去孤独和寂寞，晚上一
般也不会有，因为白天累了，往往一倒在床上就
睡着了。 停了一下，他又有些羞涩地说，不过，晚
上偶尔还是有的，特别是想孩子。 他望一眼对面
的山梁，说一旦有了，如果天气好，那就赶紧顺着
路往前走，走进老乡家，跟老乡聊聊天，扯扯谈，
那孤独和寂寞也就随之散了。 正说着，一辆摩托在
路边停了下来， 车上的老乡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
又说在房子旁边弄了一个水池，还少了水泥，去镇
上买了一包。 他站了起来，说天黑，慢点骑，到家给
他打个电话或是发个信息。 老乡一声好嘞，骑着摩
托往山上去了。 摩托的光柱在大山的夜色里书写
着，与山间星星点点的灯光交相辉映。

七拐八弯地到了山顶，下了车，眼前是一片
平整的有机茶园。 队员领着我们边走边介绍茶园
和茶树， 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雀跃着追上来，一
把握住队员的手，欢笑着说，你可是我们的大恩
人啊！ 她后面跟着的几个人快步拥了过来，围着
队员热情地问这问那。 一个村民激动地对我们
说，搭帮有了政府的扶贫，有了这些队员，水泥路
才修到了这山顶，有机茶才种到了这地里，那现
代化的茶厂才建起来了！

站在村口，回望山村，只见河水清澈如镜，层
林尽染如画，公路蜿蜒如带，茶园翠绿如海……
有人不禁脱口而出，这秋色真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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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梦想
尹宇阳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属于
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什么？ 梦想就像春天里明媚的阳光，撒播着春
天的希望，放射着青春的光芒。

读幼儿园时，沐浴着童年的幸福，我梦想着当一名画
家。心想画家特神气，飞机、大炮、奥特曼、熊猫、孔雀，要啥
画啥，吵着爸爸妈妈买了许多画册和水彩笔，到处留下自
己的杰作。

读小学了，我慢慢长大。 梦想慢慢更新。 爸爸爱好音
乐，每当看到他欣赏音乐时那深情陶醉的样子，我就想当
一名演奏家。 于是我选择了单簧管，爸妈为我请来专门的
老师，我不断地努力，不停地练，有过辛苦和泪水，更有笑
声和收获。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获得了第八届星星火炬湖
南省小学组单簧管演奏比赛金奖，全国小学组银奖，去年
还随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呢！

如今，我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大
家，我的梦想就是好好学习，掌握知识，贡献社会，用自己
的梦想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有了梦，就有了
追求；有了梦，就要努力奋斗。不然，梦想终究是梦想，绝无
实现的可能。 大家都知道蜀鄙二僧朝南海的故事。 穷和尚
和富和尚都立志去南海， 结果穷和尚一瓶一钵去成了南
海，而富和尚“数年来欲买舟而下，尤未能也”。 原因何在？
就在于穷和尚勇于立志，更勇于践行，而富和尚则只敢想，
却不敢做。 现在，我们有着优越的学习条件，学校环境优
美，老师认真负责，要更加珍惜读书、寻梦的幸福，不断努
力，不断进步。

流水年华，青春无价。 让我们点燃激情，放飞梦想，向
蔚蓝天空承诺一个青春无悔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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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美丽了龙池河的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