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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看创新开放新邵阳

水运宪

最近有机会去邵阳走了一圈， 感受颇为
深刻。

我过去很少去邵阳。 在我肤浅的印象中，
邵阳的方言很不好懂。 以前我曾在新化山区
生活过一段时间， 闻听过梅山武功的各种厉
害。 据说邵阳便是梅山功夫的道中正脉，于是
顿生敬畏， 莫名其妙地以为那地方的人生性
彪悍、争强好胜；肯作肯为、敢闯敢拼。

我还知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
邵阳出过十分了不得的人物。“睁眼看世界”
的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民国的开国元勋、讨
袁护国的传奇将军蔡锷， 还有当代著名音乐
家、教育家贺绿汀，都诞生于这块土地。 可想
而知， 这个旧称宝庆的地区文化底蕴极其厚
重，且源远流长。 各种各样有关邵阳的零星片
断在我心中奇妙交织，结构成种种的神秘，倒
十分地令人神往。

我这个人对方言颇感兴趣， 从抵达邵阳
的那一刻起，就特别留意当地友人的口音。 然
而很失望，我所接触到的男女老少，都是一色
的普通话。 虽然不是十分标准，却根本辨不出
当地的方言特色， 于是忍不住请教邵阳市文
联主席， 他一听便哈哈大笑。 邵阳人志向远
大、不甘封闭，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闯荡世界、
开辟新天的传统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无数本
地的精英奔赴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 打下了
丰厚的基础，然后返回家乡，重新创建辉煌的
业绩。 随着一个崭新邵阳的兴起，一代又一代
本地人在邵阳与世界各地穿流往返， 他们的
语言早就发生了改变。 即便是在本地人之间，
大家相互交流的口音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毕
竟方言太有局限， 难以表达现代化社会的新
词汇。

语言是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一个地区的方言演化，特
别能够映衬出当地经济、 文化等等社会形态
产生的巨大变化。 比如深圳，从一座渔村发展
到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 逐渐形成了国内
唯一没有自己方言的城市。 进入邵阳而又很
难听见地道的邵阳方言， 便说明这座城市已
经逐步融合于现代社会。 这是我本次到达邵
阳的第一体会，很令人兴奋。

我的所见所闻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这一
点。 邵阳与外界飞速相连的一个最重要的标
志，便是武冈机场的成功开通。 远远望去，机
场的塔楼、设施、跑道全部建在一片高山台地
之上，气势之宏伟，景象之壮观，无不令人叹
为观止。 我内心里头分明感觉到了一种倔强。

实在腾不出足够大一块平原了， 哪怕就是把
山挖平，也要让邵阳腾地而起、一飞冲天。

经济开发区、体育新城、市区的五馆
一中心，还有邵东工业园，都以自己
蓬勃发展的全新面貌， 向世人
证明了这一点。 特别引起我浓
烈兴趣的是一个名叫“邵东智
能制造”的研究院，尤其是他们
那支清一色高学历、 低年龄段的
科研团队。他们在那里进行着最先
进的所谓“智能制造”，开发出各种
类型的高端机器人， 利用3D打印一
类的科学技术， 将传统的制造模式、
工艺流程来了个彻底颠覆。

晚上的参观考察，是去剧场观摩地
方戏曲， 舞台上的男女角色全部用邵阳
方言表演，腔圆字正，口味地道，让我足足
品尝了一顿当地的民间文化大餐。 一般观
赏地方戏曲， 基本上都是具有传统特色的古
装剧目。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那天很意
外，我们观摩的竟然是一部现代戏曲《儿大女
大》。 还没开演的时候，我很难设想地方剧种
能够把现代生活反映到什么程度。 比如
唱、做、念、打等等表演程式出自于
传统，内容却属于当代，怎样才
能够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整和
统一？ 于是心里便有了一种期
待。

没料想大幕拉开，锣鼓家什一
响， 我的这些貌似内行的担心很快
就消失了。 非常平凡的百姓生活，极
其简单的道德伦理， 自始至终紧紧扣
住了观众的心。 剧场不很大，男女老少
各类观众很早就坐得满满的。 我时不时
回头观察一眼， 整个演出过程中观众们
始终看得如醉如痴。 这出自编自演的剧目
于上世纪的1988年搬上舞台， 至今已近30
年，演出达到3000多场次。 这个数字简直令
人震惊。

《儿大女大》这么一曲人伦教化的清风，
时时刻刻萦绕于城乡， 荡涤着千百万民众的
心灵。 道德文章在这里薪火相递，弦歌不
绝， 这便是一种扎扎实实的文化根
基。

没有文化的地域， 最多
只能变得十分富裕；唯有文化
伴随着经济同步发展， 这个地
域才会变得无比富强。 笃信传
承，守“旧”如新。那就是我们中华
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基因。

游和平

从南山牧场回来，染了一身青草的香。 这是让
人舒心的。 的确，一直向往那意韵悠长、云淡风轻的
生活姿态，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 在绿
草如茵的草滩，坐忘于天地，返璞归真。

夜宿南山镇，享受一个宁静的夜晚。 第二天一
早，奔赴南山景区。 车在山中穿行，道路崎岖险峻，
左右盘桓，南山上云雾弥漫，宛如仙境。 薄雾中，一
群奶牛正悠闲地在山上吃着草。 到达山顶平地，下
车步行，随着人潮穿行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阡陌
纵横的草海，不知不觉中，便走到草海的深处。 我恍
惚于眼前的风景，不知身在何处。 远山绵延，草舞风
动，这里既有北国草原的雄浑苍茫，又有江南山水
的神奇灵秀。

群峰之中，清澈透明的茅坪湖，宛如一面明镜，
镶在南山的怀抱之中，日夜守护，不动声色，映照着
南山的清丽佳容。

登上南山紫阳峰，极目远眺，八十里南山牧场，
碧绿的草山头， 随风转动的白色风机， 与草山、蓝
天、白云，浑然一体，苍茫中有着壮观，壮观中透着
秀美。 牛羊黑白分明，点缀在广阔的草丛中，构成了
一幅草原牧场风景图。

南山之美， 美在一个辽阔，美
在一个纯粹。没有到过南山之前，不
敢想象南山会有如此宽广而集中的
草坡。 南方多山，山多林木，而南山上不见树木，连
山草皮，干净纯粹，让人称奇。 只有亲眼所见我才信
了。眼前绿海绵延，壮观得让人流连忘返。我甚至有
些羡慕居住南山的人们， 羡慕那些低头吃草的牛
羊，能汲取这牧场上云山翠林的灵气，青草蓬勃的
生机，享有这大自然的赠予，性格中也多了几分洒
脱。

坐在草坪上，漫无边际地想象。 一只鹰在天空
之中飞翔着，伸展着翅膀，回旋，倾侧，划出一个优
美的弧度。 我的目光追随很久，渐渐的，它便淡出了
视线之外。 天空没了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审视风景的同时，审视自己的内心，让身心平
衡地走着，于自然，于人生，懂得陶醉，懂得忘怀，也
懂得放下。 原来，我们真的可以不分彼此，忘记形
式， 在原本单一的模式里注入一些鲜活的能量，不
只为眼前而活着，也可以恣意而洒脱，在自然里寻
找本真，收获丰美与惬意。 把生活的黯淡隐下去，让
日子亮起来，活透自己。 亦学会做减法，学会舍取，
轻装前行，这种心灵内与外的一致，才是真正的懂
得与放松。

夫夷江拾景
姜贻斌

夫夷江像一匹长长的蓝色绸缎，平整而透明地
缓缓流过。

友人们欢呼着涌向江边拍照，摆出各种
得意的姿势， 似乎要与这里的山水融为一

体。 我的第一个念头却不是拍照，而是
从沙滩上捡起一块薄薄的片石，侧
着身子， 费力地朝水面上打去，心
想，这肯定能够打出一个漂亮的水漂
来，让我回到快乐无邪的童年，回到
那小小的赤脚在沙滩上印进串串笑语
的过去。 谁料片石竟然对我十分陌生，
根本不听我的指挥， 它像一匹脱缰的野
马， 或者说像一坨生铁陡地没入水中，连
一个小小的水漂也没有出现。 我心里不免
有些沮丧。

呆呆地望着这波浪不惊的江水， 难道我
打不起水漂了吗？ 难道不能重现往日的愉悦
了吗?说实话，我很不甘心，接连又打出两块片
石，它们仍然像断桅的船只快速地栽入水中，只

是短暂地出现一朵丧气的浪花。我不由暗暗叹息。我
明白，这是岁月夺走了我娴熟的动作，以及稚嫩的嘎
嘎笑语。

我极其无奈地站在江边。
这时，旁人用几分嘲笑的眼神看

我一下，他似乎有意要让我回到过去
的日子，便连续捡起两块片石，向
水中砰砰打去，居然打出两个漂亮
的水漂来。 两块石片简直像两尾快
乐的飞鱼， 在水面上连续不断地跳
跃着，跳跃着，似乎要冲向远远的对
岸，融入那片葱郁的树林中去，化为两
尾永远让人欣赏的石鱼。 望着他那副有
味的样子，我明白，他还保持着儿时的快
乐。

而我呢，却一点也没有了。
将军石那位耸立的武士，目光沉静，千

百年来， 就是那样俯瞰着平静的夫夷江。 那
么，他是否回忆起自己铁马金戈的日子?那些
震撼天地的厮杀声，是否还在他的耳边屡屡响

起?其实，他对那些战火纷飞的往事回忆，跟这条平
和而安静的江水反差极大。 要么是， 这条闲适的江
水，已经把他那战旗猎猎的辉煌所掩盖。 要么是，这

位将军的记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再也回
忆不起当年壮怀激烈的情景了吧?�所以，他

开始了罕见的沉思。
偶有一页游船， 无声地从水面

上滑过。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漂流，并

不像其它景点的漂流那样， 它居然没
有激烈而惊慌的叫喊，也没有冒险而兴
奋的碰撞， 游船像在一匹无边的绸缎上
缓缓滑行，似乎没有终点。 游客能够舒适
地坐在竹椅上聊天，或静观两岸风光，像是
在茶馆欣赏墙壁上那些静态的图画。更多的
游人则是拿起手机或相机拍照， 努力把一件
件自然风光保留下来。

哦，还有脚下的这片沙滩。
一大片沙滩展开在我们眼前， 白白的耀

眼。若仔细看，还有杂色卵石混掺其中。这片沙滩
极其柔软地守在江边，简直像夫夷江忠实的陪衬，许
多年来居然不离不弃。

江对面的丛丛树林， 绿得让人心里生痛。 它们
耸着毛茸茸的头颅，像戴着一顶顶头盔，似是那位将
军的忠诚兵士， 正在整装待命， 静静地等着一声号
令。 我却看得出来，他们虽然满腔热血，即刻奔赴沙
场，其实，内心里是否也有着一丝犹豫跟彷徨呢?你
看，这么美丽的山水，容忍我们去肆意破坏吗?你再
看，那样多活生生的生命，容得我们相互杀戮以至血
流成河吗? 他们是否也像那位将军一样， 陷入了深
思，似乎在检讨，在反思，试图在改写一部充满悲苦
的历史呢?改写成一部安乐祥和的历史。

陶少鸿

初来崀山八角寨， 是2006年的仲
春。 雨后，峡谷云雾缭绕，仰头望去，山
峰偶露峥嵘，而空中呢，则有泥土与野
花的清香隐隐流动。 拾级而上，小路两
侧各类植物出浴般闪出， 叶片水灵鲜
亮，菖蒲、鱼腥草、木芙蓉还有野麻，用
它们洒落的露滴向我打招呼。 更有一
些似曾相识的灌木， 像失散多年的朋
友，虽叫不出名字，却伸来一只只绿色
巴掌，相扶相迎。 于是，便一鼓作气，将
千余石阶用脚数过， 将数座奇峰用眼
抚过，汗气氤氲地登上了八角寨。

来到一高耸的危崖之上， 但见云
流雾涌， 远近山峦跃然云上， 时隐时
现，正是崀山的招牌景观“鲸鱼闹海”。
云台山为崀山风景区最高峰， 放眼望
去，群峰沉浮，虚无缥缈。 有风飒然而
至，云雾散去，万丈深渊突现脚底，竟
让人无端生出纵身一跳的欲望。

再来八角寨， 已经是11年之后的
2017年深秋。仍然是雨湿山川，雾迷八

角。最大的变化，是有了长达1160米的
索道，乘缆车而上，犹如腾云驾雾，飘
然若仙，免了攀登之累，腿脚之苦。 登
上山梁，穿过残存的石砌古寨门，所见
事物陈旧而亲切， 只是十数步之外便
是白茫茫一片，像是一个巨大的谜，无
人得见谜底。 雾霭增加了八角寨的神
秘与肃穆，令人不觉间生出敬与畏。

云台寺后的游道旁， 我从指示牌
上读到了龙头香三个字。 我的记忆里，
上次来并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景点。 遵
照指示牌的指示前行数十步， 便到了
陡峭的悬崖之上。 雾气沾衣， 冷风过
耳。 游客们聚集崖顶，有的依栏拍照，

有的对着崖右侧指指点点， 啧啧称
奇———那里有一道与悬崖相连的狭窄
山脊， 缓缓地往深谷下垂延伸百余米
后， 再猛然昂首于壁立千仞的悬崖之
上，宛若游龙临空，傲然不可一世。 这
就是所谓的龙头了。 龙头之上竖一丈
余高的旗杆， 彩色旗幡在凛冽的山风
之中猎猎招展。 蜿蜒的龙脊有如刀背，
最窄之处不过尺余。 而烧龙头香，就是
冒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 沿着龙
脊爬到龙头上去，烧香磕头，祈求神明
保佑，降福于人。

俯身凝视，不由心颤腿酸。 由于距
离很近， 龙脊上犬牙交错的岩石清晰

可见。 龙头岩上香火的残迹隐约可见。
据说，心诚之人才可以爬过龙脊。 又据
说，心诚与否并不与胆量大小挂钩，你
可以让专门烧龙头香的人代劳， 只要
你肯出钱。 烧香人就立在一旁，绳子束
在腰间，解放鞋套在脚上，渴望闪烁在
眼里。 我问他多少钱代烧一回香，他憨
厚地一笑，比个手势说一百八，不贵。
与他所要经历的危险相较，确实不贵。
我又问他怕不怕，他还是笑笑，说习惯
了就不怕了。 他劝我烧炷龙头香，我婉
拒了。 我不想让别人替我冒险。

转身离去， 感觉自己步步走在龙
脊之上。

涛声
李春龙

一阵清风来
大云山竹海的涛声
邵东、衡阳、祁东三个县都听得见

数不清的竹子带着涛声
分散隐于三个县
数不清的新竹子带着新涛声
从三个县又聚到大云山来

聚散之间
你来我往
唯有涛声不断

宁静夫夷江
邓宏顺

崀山实在有些“浪”的性格。 我们在一个低温天
气，加衣戴帽坐索道去看她时，她却用大雾蒙头，给
我们留下神秘和遗憾。

不过我们在她脚下的夫夷江得到了补偿， 看到
了少有的宁静和秀美。

夫夷江从广西来，是资江的主要支流，连通新宁
与邵阳。 我们在新宁河段走下一个矮矮的码头，一大
片边际遥远的沙滩令我眼前豁然开朗。 内陆河流，尤
其山区河流的源头段，乱石和卵石滩常见不鲜，而像
夫夷江这样广大而美丽的沙滩实在难得。

忍不住抓一把沙子在手心里摊开， 没有想到几
乎全是透明闪亮的晶体沙粒， 像是花岗岩或者方解
石粉碎的颗粒，整齐而干净，无一丝泥污的沾染。

似乎是我们来得突然，空灵的河谷没有鸟叫，没
有风吹，也没有蝶飞，流动的水面静如绿脂。 有人捡
起石片打起水漂， 河面像是受痛一般闪动一圈圈大
大小小的涟漪。 但也在那极度宁静中很快消去复归
平静。 直到有人介绍远处那座惟妙惟肖的将军石时，
大家才从宁静的心情中萌生激动。

那块高耸入云的巨石太像一位戴甲佩剑的将
军！

难道这里的宁静和这位巨石将军有什么关联？
难道是他的存在镇住了这里的一切喧嚣？ 难道这条
河是因为流淌着他的浩然正气而那样宁静？ 难道是
将军石和这条河带给宝庆人“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
子精神？

汉诗新韵 创新开放与
文化传承

南山大草原

长安营
陈惠芳

� 1
� � � �晚清的军营崩坍了， 留下了关姓的满族和
京片子。

乡音糅合了南山的奶粉。
龙底河这根腰带，夏天太宽，冬天太窄。
我维系一下，寒中取暖。

� 2
� � � � 28米高的杉树，占山为王。 胸围两米，也不
要减肥。

我靠一靠，就是干瘦的臣子。
天呐！ 我钻进树洞，看见了东晋。
一孔之见！
东晋的天空那么小。 像一个图章。

� 3
� � � �大寨的门敞开着。

拦门酒端在侗女的手里。
我必须喝下这一碗浓烈的形容词。
六杆芦笙吹响。 不远处，山民在剥生姜。
暮秋很火，很辣。

� 4
� � � �云层也有阶梯。 我在下方拾级。

乌黑的石块，垒砌庭院。
我拨弄着金黄的谷粒，想起饥馑的童年。
乾隆年间的那些官兵，最终也成了草民。

� 5
� � � �古树， 为了照见自己的影子， 便长在了河
边。

把河道当成了青石板。
我抓住了粗重的手臂，摆了一个体操。
青年跳跃，中年腾空。
老了的时候，剩下一个动作：化解。

� 6
� � � �城墙呢？ 所有的脸皮加起来 ，不一定比城
墙厚。

心比天高，命如纸薄。

� 7
� � � �步伐轻盈，从容。

不知名的鸟，唱了一首山歌。
铺张的草木，也学会了简约。

� 8
� � � �有没有一柄短剑，打着哑语？

有没有一杆长矛，斜插过来？
如果要我投降 ， 我必定投降闪闪发光的

银饰。
如果要我屈 服 ， 我 必 定 屈服坚硬如铁的

山川。

� 9
� � � �连绵不断的是山脉，是血脉。 营垒不见。

我捡拾了一枚鹅卵石，端详着失去的锋芒。
水流平缓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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