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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我属骡
余平

前些天，父亲因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幸亏医院抢救及时，总
算是保住了性命。 他全身插满了管子躺在病床上，我心如刀绞。 父亲
说话有些失语， 我听了半天才听明白， 是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属骡
了。 这是我老家的规矩，男人到了40岁，过了农历新年就要换属相，要
属骡，一属就要属三年，之后再变回原先的属相。 骡这个属相十二生
肖里没有，我不知道老家人何时订的这个规矩。

父亲出院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
我定时为他擦澡、按摩、翻身，以避免褥疮。 父亲高大魁梧，每一次看
似简单的翻身护理都把我累得满头大汗。

正当我为父亲的病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儿子的老师打来电话，
反映儿子最近迷上了网络游戏，竟然旷课去网吧玩游戏，学校成绩直
线下降。 听了这话我头都大了。 我本来想狠狠教训一下儿子，妻子却
说还是以说服教育为好，免得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 我只能点点头。
再看看妻子。 妻子工作的公司前不久垮了，她也因此失业，这一阵鱼
尾纹明显多了起来，脸色也不好。 我现在完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心
里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儿子下了课一直没回家，打他的手机也关机了，莫不是
又去网吧玩游戏了？我心里很忐忑。父亲此时睡了，嘴角流着口水，那
表情像个熟睡中的婴儿。 我点上一支烟在阳台上抽，外面很静，冷风
阵阵，蓦然明白老家人为何要40岁的男人属骡了。

40岁的男人不像20岁的小伙子朝气蓬勃， 不像30岁的男人精力
充沛，40人的男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体弱多病，孩子尚未成年，这样
一个家需要男人当顶梁柱，去费力支撑。 为了事业和家庭，40岁的男
人不得不像头骡子那样不停地劳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家乡人让40岁
的男人属三年骡，是对男人的警醒：从今以后，生活的重担上了身，再
苦再累也要自己扛。

何伟

一
生活中，没有完美的人和完美的事，每

个人都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过客。 人生
本是客，何必千千结。 别人既然选择了这个
世界，就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学会欣
赏别人， 是一剂良药， 既可以看到别人优
点，折射出自己的缺点，不低估别人，也不
高估自己。 这是做人的一种智慧和才学。

人生最美妙之处，就在于与人相处，携
手同行，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人生一辈子，
过的是心情，每天开心靠的是心态。 你心里
想着什么， 往往就会遇到什么， 你相信什
么，就会看到什么。 生活中，当你学会不挑
剔别人，欣赏别人时，你就会看到别样的风
景，你的生活才会百花盛开，香溢四起。 这
个世界每个人生出来就不完美， 世间也没
有完美的人，那些能与你相处甚欢的人，并
不是完美无缺的人， 而是他们懂得用善意
搭建一座心灵桥梁通向对方， 用欣赏的目
光点亮别人的内心，温暖别人的心灵。

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怎样对它，它就
会怎样回报你。 如果你总是用挑剔的目光
看待别人，放大别人的缺点，那么别人会用
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如果你总是看到别人
的优点，与别人的优点相处，那么你浑身绽
放出的也就是优点。 一个永远不懂得欣赏
别人的人， 也会必定成为不被别人欣赏的
人。

你温柔相待世界与岁月， 那这个世界
和岁月就会温柔待你。

二
你既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那就

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哪怕前行的路再怎
么艰难和坎坷，你都要迈开双脚坚持走完。
因为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你
只有比别人走得远，比别人走得时间久，你
才能走出别人没有达到的路程， 才能最终
看到别人无法欣赏的风景。

面对人生中的挫折与困境， 不要一味
地埋怨，或发泄自己情绪和脾气，那都是低
智与缺乏能量的人。 赌气也只是让懂你的
人为你让出一些空间，而不懂你的人，就会
维持僵局， 最后失望的人还是你自己。 其
实， 生活中， 宁可忍耐也不必一味地去将
就，是你的，别人永远抢不走，不是你的，没

必要委曲求全。
对待感情， 单纯的凭着喜欢而一厢情

愿的付出，换来的只是一副冷漠的面孔，你
的真心付出， 被不爱你的人当作是理所当
然，最终你被伤害的遍体鳞伤。 所以，生活
中，要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的人，需要满足两
种需求，一是安全感，二是归属感。 安全感
和归属感也就是能确定彼此都不会离开，
能做到灵魂相依和身体紧贴。

三
努力进取的人就只有旺季， 而放弃奔

跑的人却只有淡季；人生的路有很多条，但
归根结底就只有两条， 那就是上坡路和下
坡路。

人生中，容易走的路往往都是下坡路，
而走上坡路，不仅会费时费力，还会遭遇沿
途荆棘阻拦，你会口喘粗气，流汗缺水，腿
脚刺破， 身体疲惫。 然而随着上坡路的迈
进，你的视野会越来越宽广，就会站得高，
看得远，每前进一步，你就会看到更美的景
色。 在人生路上的迈进，如果你感到自己越
走越辛苦了，那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所以
你就要学会坚持。

生活就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
没有预告和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你
只有把握好每场的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
人生的上坡和下坡路都要学会走好。 走下
坡路时感觉舒服，省力轻松，可会让你视界
逐渐狭窄，观赏的风景越来越少，你的天地
也就会越来越小。

走上坡路需要昂首阔步， 走下坡路需
要谨小慎微。 所以，低头，走人生的上坡路，
昂首，走人生的下坡路。 生活中，低头走路
的人，只看到大地的厚重，而忽视了天空的
高远，抬头走路的人，只看到天空的高远，
却忽视大地的厚实。

如果说， 走上坡路的路标是坚强，那
么，走下坡路的路标是软弱。 如果说上坡路
的路基是崛起，那么下坡路的路基是沉沦。
所以， 上坡路和下坡路的区别并不是坡度
的高低，而是你的意志是否坚定，脚步是否
沉稳。

走上坡路的人不要低看走下坡路的
人， 走下坡路的人不要嫉妒走上坡路的
人。 既然有上坡，就会有下坡，有高升就
会有退让，有上山就会有下山。 所以，爬坡
时要有下坡时的心情， 下坡时要有上坡时
的心愿。

侯严峰

去年初秋
时节赶赴首届
凤 凰 艺 术 年
展， 下午从长
沙出发， 一路
高速， 傍晚时
分就到了流光
溢彩的凤凰。

自助餐后，我们由一位袅
袅娜娜的苗族姑娘引导，迆逦
着走向天下凤凰大酒店的后
山，那里有一座搭建在天然森
林中的剧场。剧场里悠扬着柔
软的歌声：“哥哎……等一城
烟雨，都是你!”

和这位苗族姑娘一样,所
有参与会议接待的苗族土家
族姑娘， 都身穿民族服装、头
戴银色凤凰发髻，都那么娇俏

精致，也都共有着一个柔软的名字———翠翠。
为宾客献演的，是一台以沈从文名著《边城》故

事演绎的大型森林实景歌舞。 这台歌舞，娓娓讲述
了翠翠与天宝、傩送凄美的爱情故事，还把久违了
的湘西民俗、拉拉渡、傩戏、西兰卡普，甚至蜡染、油
纸伞和吊脚楼等重新搬上这独特的舞台；就连卧在
爷爷身旁那条知情达意的黄狗，竟也是个活物。

这台属于神秘湘西的歌舞，满是风情婉约的山
水、音律和女人、汉子，水一般柔软、山一般坚韧地
尽情挥洒着民族文化的魅力。 歌舞的结尾在翠翠冰
清的梦境中吟咽：当身穿红嫁衣的翠翠缓步走向舞
台中央时，一座花轿从空中轻盈滑过，伴着一轮皎
洁的明月，翠翠守候在青山绿水间……据称，在中
国所有旅游演艺中，《边城》实景歌舞是唯一借用本
土作家文学名著改编的旅游演艺节目。

柔软的凤凰偏偏遇见了一位性情硬朗执着的
旅游营销“掌门人”。 叶文智，早在20年前就是名噪
一方的张家界黄龙洞“洞主”，也是凤凰古城旅游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这个人称“疯子”的旅游文化创
意人，虽然年过半百，却依然笃信创意无限，从来不
甘寂寞。 首届凤凰艺术年展在国内属首例，他当仁
不让地走上前台，当上了“总设计师”。

应当说，叶文智独具慧眼。
深藏于峻岭大山里的凤凰古城， 是那么的柔

软。 这里的绿水是柔软的，青山是柔软的，人文是柔
软的———柔软中溢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怆怏之美。

驰往凤凰的高速公路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赫
然入目：“这里的山水美得让人心痛！ ”简洁的话语
直戳肺腑。

过了桃花源，渐进大山，连绵不断的隧道长长
短短，竟有30多个。 再看那隧隘的名称：夯齐冲、鸡
公垴、溪树坳……就像一不留神闯进了缤纷缭乱的
童话世界，柔软着来访者旧时的记忆。

进得城中，满眼尽绿：绿山包裹古城，古城匿于
绿山，一时间竟不知哪里是山，何处是城。 再看那条
掠城而过的沱江，不瀑不泻，不浪不涌，携着软软的
绿波一路流泻，像是于清歌曼语中，不经意地给古
城镶嵌了一圈碧玉水钻。

有人说，沈从文的书，黄永玉的画，宋祖英的
歌， 为他们的家乡描绘出一个五彩斑斓的迷人世
界。 其实，那书、那画、那歌，无不浸满了创作者对故
土乡情柔软的思恋。

“凤凰是一个独特的、 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
品！ ”前来参加凤凰艺术年展并获奖的一位外国宾
客说。 凤凰的柔软不仅在于风光无限，更在于人文
的别具风情。 凤凰艺术年展之凤凰之夜颁奖晚会
上，当获得首届凤凰艺术终身成就奖的油画大师靳
尚谊先生登台领奖时，为他颁奖的不是官员、企业
家，而是一对来自西北贫困地区、怀有美术梦想的
天真孩童。 这一刻，现场的人们心里仿佛被软软地
柔化了。

虹桥、吊脚楼作背景，沱江作舞台，拉拉渡作道
具；汇集了湘西经典民族艺术、现代建筑投影和裸
眼3D技术的晚会现场，令人陶醉，令人激奋，令人啧

啧赞叹中国民族艺术之美的无与伦比。 这个与众不
同的场景，分明又触碰到人们深埋于心底的那一丝
丝的柔软。

凤凰是柔软的。 柔软的外表下，却又是沉淀了
厚重民族文化的凛凛风骨。 江边的老街，古朴的民
居，无声地讲述着这里的俗情雅韵；从横卧沱江的
虹桥到涉江而过的跳岩，氤氲着风雨，迎送着寒暑，
分明就是人文与自然的血脉相融；歌声中，笔墨下，
镜头里， 唯美凤凰因袭千年的文化基因愈发强大，
走出山寨，走过江河，走向更为壮阔的世界。

叶文智的理念是“文化自信，艺术凤凰”。 最近，
这个“疯子”又在口出“狂言”：“我们的目标是，把凤
凰打造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化艺术高地，建设成
为像威尼斯那样的、在国际享有盛誉的中国艺术小
镇。 ”

其实，叶文智的“疯”，不过是湖南人敢为人先
的性格写照罢了。 这位声名远播的旅游营销策划大
师比谁都明白：只有观赏和考古意义，而没有市场
价值的旅游资源，是无论如何也“玩”不下去的。 16
年了，叶文智和他的团队把凤凰一路带来，看重并
精心培育的，不外乎清新柔软的凤凰文化。 如今，延
续着千年文脉的古城凤凰，开启了“最古典”与“最
当代”“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现场对话，在中西文
化的交融中加速超越和重塑。

在叶文智眼里，柔软的凤凰，必将继续为柔美
的民族文化艺术与现代或“超现代”的世界文化融
合效力：“就像诺贝尔、奥斯卡一样，我们一定要在
凤凰培育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的艺
术类奖项———凤凰艺术奖。 ”首届凤凰艺术年展，就
是一次指向明确的“试水”：把美术展览、评奖、论
坛、学术、创作、交易、鉴定、收藏等融合在一起，形
成一条完整的旅游文化产业链。

叶文智到底是个纯粹的文人，他那颗不羁的心
必定不乏文人的柔软。 新年刚过，凤凰艺术年展的
余音还在缭绕， 他主导的另一场旅游文化重头戏
“自塑： 笔道与心迹”2018中国当代油画学术邀请
展，又在凤凰揭开帷幕。

柔软的凤凰，有诗情，有画意，更有迷人的远
方。

王亚

总觉得这一天该至寒至暖。 冬到了尽头，一味苦寒，可你总得守
着一炉火吧？ 总能有几个人陪你围炉烹茶把酒夜话吧？ 即便独自，倚
着炉火也有些灼热的盼头，如白居易一样，撰一张小笺，问一声：“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

因之，冬至是温暖的。
“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如此

解“冬至”，阴至极而阳复始，果然至寒至暖呢。
这一日，夜至长而昼至短，便守着寒夜罢。自古冬至大如年。母亲

给孩子们新制了冬衣，花花的袄子里厚厚地絮着雪白棉，精巧的小盘
扣儿弯弯绕绕结着纽。 把脸伏在新衣上，新布新棉里夹着太阳味，暄
乎乎的，如母亲笑容里的粲然。 寒夜里最暖是团圆。 这夜该杀鸡宰羊
祭祖祈福，一大家子团团围坐，炖萝卜吃饺子，闲话一年喜乐。 可别落
了酒啊，今冬新酿才好，小锡壶热热地烫了，喝下肚，胃也暖了，脸也
烫了，笑里都是酒韵，便一个劲笑吧！ 父母眼里藏着慈爱，孩儿嘴边露
着俏皮，新妇含情妩媚，青年英气十足。 冬至就该这样和合完满。

若有雪更好呀，莹莹映着夜，中天里都映出青碧的澄莹。 老村镇
青砖老屋的檐角飞上了半空，一半顶着白纱，一半映着雪色，层次分
明，比天空深湛，比树影轻薄。 檐下一两尺长的冰凌与雪呼应着，如结
伴走的姊妹花，她晶莹，她雪白，她一回首，她便微笑。 老屋旁还得有
几树梅花，红梅腊梅都可，红与黄都含着雪，虬曲的枝干一半白一半
黑，竟有了些水墨气。

在这么长这么长的夜里，何不踏雪寻梅？ 你该笑了，雅事做到如
今，怕也俗套了。 古人自是雅了，但设若这样的夜不踏雪不寻梅，不饮
酒不烹茶，还能做甚？

“喀嚓———喀嚓———”听听声也好啊。 脚踏上去，厚厚的雪地上立
时凹陷出一个鞋印，依旧是原先的白，只由平面成了立体。 惟她是那
无瑕仙子，你下脚时竟有些犹疑，生怕亵渎了。

折梅须素手，折罢胆瓶里插了，仍有暗香盈袖。
用以插瓶清供的梅花必得讲究，须“疏影横斜”枝形优美，或拂云

直上或欹斜凤舞。 古人插梅挑剔之极，言“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
两三枝”。

赏梅时有人伴着最好，可吟诗可联句可弹琴可弈棋，茶炉上水正
翻出蟹目，茶香衬着梅香，眼底浅笑嫣然。若独自，便折梅远寄吧。《荆
州记》 里写陆凯范晔寄梅之谊：“陆凯与范晔相善， 自江南寄梅花一
枝，诣长安，予晔。 ”随花附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
所有，聊赠一枝春。 ”冬日寄春情，惟古人，将日子过进诗里。

我们并未得见范晔回书， 却读过秦观得寄赠梅花后凄婉悱恻词
句———“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彼时，少游羁旅郴
州。

写下“郴州”二字，心里平白汩出一些疼痛。 前面这千字的冬至文
都是寒夜里拥被做的一个梦，梦境所在就是古郴州。

“郴”为林中邑。 我可以为你描述她的模样———青山作伴，一水绕
城，南塔钟声朝暮浑沉，苏仙岭上道观仙渺，青墙黛瓦巷陌纵横，炊烟
依稀，鸡犬相闻。 由郴江溯游可上至云梦之泽，从骡马古道能下到岭
南两广。 裕后街的古码头有韩愈、苏轼、秦观落拓的身影，也有冬夜奏
响的哀怨的寒砧。 韩老夫子称她“有清淑之气”，秦少游凄厉问一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

春来稻田汪着绿水，夏夜厅屋里穿堂风是祖父摇的蒲扇，秋天呀
山上地里想什么得什么，冬至更有余味。 祖父告诉我：“冬至萝卜赛人
参。 ”“冬至滗的红薯酒都雄些。 ”冬至了，他还会写些红彤彤的对联，
什么“置酒待嘉客，饕餮过冬节”之类，招了子侄乡邻饮酒高谈。

我们吃饱喝足了便穿了新衣新鞋满屋子蹿，累了倒头就睡，在彩
描金漆的大床上做一个黑甜的梦。 城里昆剧团还在咿咿呀呀唱《游园
惊梦》呢！

梦尚未完结，半醉半醒间浮生已半。 这夜翻微博，得到一句：冬至
可长歌，可醉饮，惟不可离去。 而我清醒地做着一个梦，在远离的冬
天。

便翻书吧，《浮生六记》《小窗幽记》《琅嬛文集》， 竟也是梦一般，
梦里纷纷扬扬落着雪。

冬至深处，总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看雪赏梅负暄读书烹茶清谈
围炉饮酒，浮生过半，足够了。 他出门了，你便折一枝梅，附上一张小
笺问一句：“今冬未尝初酒绿，何时对酌灯花红？ ”

嘿，这后一句是诗人车前子的，我借了来，也必得交代一声，不掠
人美。

柔软的
冬
至
深
处

汉诗新韵

白沙泉 （外一首）

彭路嘉

回龙山侧，天心阁下
白沙井的泉水静静流着
市民们自觉排队取水
有如朝圣般虔诚与执着
鹿鸣、志高、聂泓、充原诸诗友合议
我们当各取一瓢饮之
沾一沾长沙城的文脉

这长沙第一泉啊
不舍昼夜地流，生生不息地流
从春秋战国涌流至今
穿过大半部中国文明史
多少人饮过、吟过、颂过、叹过
凛冽的泉水自成一脉
凝聚成湖湘儿女的热血、热泪和汗水

五位诗人依次饮水
诸位神情各异，感慨万端
独不闻万古泉声与韵流
整整一年过去了
那一瓢流经体内的清泉
至今萦绕于心

再见红枫
岳麓山上的红枫叶
疑是覆盖在心口的重重创痕
是掩藏一段故事的叠叠封印
重登岳麓，恰是揭自己旧伤
为未竟的前尘往事续笔

从山门到山麓不远
仅仅二十五年距离
从山脚到山顶不高
刚好一个季节的海拔
一开腿，从深秋的午后
迈入初冬的薄暮

爱晚亭偏处山径一隅
蛰伏着我二十岁的诗情和韶华
重逢迷失多年的自己
恰是一束火苗点燃满腔激荡的血液
举头之时，满目红枫
尽是熊熊燃烧的焰火

生命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