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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岩

生物钟的缘故，早上五点半，我习惯性地醒
来。 起身拉开窗帘，窗外晨光熹微，万物睡眼惺
忪。 两只小麻雀立在窗台，叽叽喳喳，相嬉甚欢。
我识趣地退后几步，尽量远离它们的视线，每个
生命体都有自己独有空间，不惊扰，不搭理，相互
尊重，彼此怜惜，其实是人与自然完美、和谐的相
处之道。

我走出下榻的宾馆。四周恬静，白昼的喧闹，
慵懒地潜在朦胧里呼之欲出。院内的花儿恣意地
宣泄，花香四溢，神清气爽。 我踽步而行，身心得
以松弛，人有时短暂地放空自己，是一种不可多
得的幸福。

天色微明，远山如黛。一切的混沌与寂静，伴
随我的行走渐次消弭。甬道边池塘里漂浮的睡莲
清晰可见，星星点点，这紫红色的花瓣，使得一隅
静谧的空间彰显生机。 睡莲是水中的尤物，属外
来物种，每每清晨花瓣开始绽放，午后舒缓地闭
合，如诗一般含蓄，大自然的交相辉映，任世间万
物都有一次最美的呈现。

走出宾馆大门，面前横亘两条双向行驶的环
湖路。 油路平整洁净，道旁花团锦簇，绿树成荫。
美的园林，赏心悦目，焕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
无限眷恋。 据说这里曾经举办过多次环湖大赛、
自行车赛、皮划艇赛、国际马拉松赛，人声鼎沸，
盛况空前。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内涵， 厚重，深
远，隽永，抑或灵动，需要时间来解读。

柳叶湖的清晨，我不是孤独的行者。 进入环
湖路，诸多市民捷足先登。晨跑，踢毽，练太极，骑
自行车，无论用什么方式参与，都是柳叶湖移动
的风景。一对老年夫妇相搀漫步，鹤发童颜，精神
矍铄，走过身旁时，我能聆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
幸福感溢于言表，从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我读
到那种阅尽沧桑的从容与淡定。一辆满载时令蔬
菜的汽车呼啸着擦身而过，残留的气息里，我闻
到来自乡村的鲜味。 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后勤，淳
厚而真实，直抵舌尖上的味蕾，滋生精气神，让我
们穿行在城市的大街，愈发沉稳，愈发自信。

走过双向行驶的环湖路，跃入眼帘，是一字
排开的柳树。 微风轻拂，柳叶窸窣作响。
如果西湖的柳树用丰腴来形容， 柳叶湖
的柳树， 一如西南女子， 灵透清
秀， 低眸流盼的样子叫人好生怜

爱。 遍布湖堤的格桑花，红的，黄的，紫的，橙的，
仿佛五彩缤纷的蝴蝶，时而摇摆，时而翻飞，表情
各异，俏皮地为我打着欢快的手语。我停下脚步，
随手拍摄几张照片。 朋友圈很久没有更新了，瓷
实的生活，需要一份意外的感动。

顺着湖堤阶梯而下，我与柳叶湖零距离。 湖
面碧波涟涟,纤薄的雾岚，袅袅娜娜地蒸腾，一股
酽浓的湿气弥漫湖堤；几只零星的游船，晃晃悠
悠，树叶一般浮在水面。 极目远眺，湖天一色处，
霞光满天。 间或，一行白鹤划过天空，若隐若现，
遁入柳叶湖如梦如幻的图景。唐代文人刘禹锡当
年送客柳叶湖，曾经激昂地吟诵：“晴空一鹤排云
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斯人已去，其高扬的气概，
犹如一道睿智的光芒，照进吾辈的心房。

一片偌大的沙滩静卧在湖边，高高隆起的沙
雕艺术雄俊而凝重，有一种突兀的静美。 晨风徐
徐，轻抚依稀点缀的椰树，发出沙沙的音律，宛如
少女的细语呢喃，轻柔悦耳，余音缭绕。 每年夏
季，这里成为游泳爱好者的天堂，也是婚纱摄影
的不二佳境。 我来到沙滩时，早有三三两两的游
人在此溜达。一位衣着光鲜的女孩立在一方巨石
上，摆一个飞翔的姿势，艳丽的裙裾顺风飞扬，另
一位男孩左右上下、殷勤地为她拍照。 我由衷地
感慨，青春是奔放的诗行，旺盛的生命力激活柳
叶湖清晨，激活这片盈满温馨的方圆地。

沿环湖小路渐行，不经意间，许多美的意蕴
与我撞个满怀。 我的耳畔传来阵阵缠绵、悱恻的
萨克斯曲，《小城故事》《映山红》《茉莉花》， 耳熟
能详，宛如天籁，贴于湖面一波一波漾过来，优美
的旋律声声拨动我的心弦。 我听见了，所有散步
的市民，整个湖岸的杨柳，花鸟草虫都听见了。

柳叶湖在湖南常德。 沈从文笔下的大码头，
河街承袭着这座现代城市的烟火味。 一座城，就
是一座大舞台，每个人的演绎，与这座城息息相
关，沐浴岁月之恩泽，安享天地之福运。 此刻，我
行走在柳叶湖边，内心波澜起伏。 就像柳叶湖的
一只过路鸟，我只是短暂地停留几天，会飞回属
于自己的时空。 湖边婀娜多姿的格桑花，迎风摇
曳的杨柳，蹁跹起舞的白鹤，还有湖岸飘逸而来
的萨克斯风，似一幅幅心仪的画，画里画外，都是
念想。

半江烟雨
张效雄

半江这个名字， 听起来怪怪的。 一条好美好美的河
流，怎么取了一个让人半懂半不懂的名字？

但细细一想，古人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说。 我看半
江，半是山水半是云，倒是诗情画意的。

又是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我们结伴再游半江。 从洞
口盆地西行，直往雪峰山行进，越过几座小山，到了雪峰
山余脉。 烟雨蒙蒙中，听到潺潺流水从山谷里传出，氤氲
中的山林里飘出淡淡云雾， 一丛一丛杜鹃花在对面的山
坡上，把峡谷中的江水染了几朵红色，在白色的雨雾中摇
摇晃晃。

烟雨之下的潺潺流水便是半江。
半江源头凤凰山，在古都梁牛栏山境内，是雪峰山脉

的腹地。 山间群峰耸峙，山峦陡峭入云，古人有“南岳归来
不看山，半江归来不看岳”之说。 每年春雨之时，一川江水
蜿蜒而出，峰回路转，水流湍急，总呈“半江清澈半江浊”
之奇景，因而得“半江”之名。 半江共有一龙、三潭、四瀑、
六洞、九冲、十三岭、十八峰、二十四石等大小近百处景
点。 古人描写半江江口的两座山峰像左狮右象， 隔江相
望。 半江流出雪峰山后，流经三个乡镇，在县城入平溪江，
再入资水，将雪峰山的神韵带去洞庭长江。

洞口县原属武冈县治。 清嘉庆《武冈州志》载：“凤凰
岭在州西北，山左名半江，名山也。 ”当地文献记载，半江
两侧，悬崖峭壁，石径逶迤，峡谷幽深，如井底观天，谷内
几处瀑布，挂流百丈，蔚为壮观。 山中有贺仙殿、狮子口、
五老峰、石公鸡、九子太婆峰等景观。 贺仙殿前有冷泉井，
泉水甘洌、寒气逼人。 悬崖下切百丈，峻极不可攀，斧削壁
立，怪石嶙峋，层叠累赘，杂草蒙茸，偶见微木；西岸则山
势平缓，草深林密。 春夏汛至，江水溢泻，悬瀑千尺，飞珠
溅玉，银练炫目，声闻若雷。

20世纪50年代，在大跃进的欢呼声中，洞口人在半江
川口拦河筑坝，建起半江水库。 当时由苏联专家提供技术
支持，选址、建设资金和人力投入全由本县承担。 密林深
处，山高路远，无机械作业，大坝全由人力建成，施工过程
不到一年，真所谓大跃进速度。 是年，巍峨大坝横江而起，
坝高四十多米，截水成库，昔日小河，变成泱泱湖泊，延绵
数十里。 雨后山间积水汇集库中，溢过大坝，形成蔚为壮
观的瀑布奇景。

人们筑坝以后，拦住一江山水，也揽出了一江名胜。
截断半江以后，雪峰山水源源不断聚拢来，似一块璞玉镶
嵌在奇峰叠峦之间，湖光共山水一色，山水共长天一色。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湖的深处，有几处“农家乐”，
红底白字的欢迎横幅在和风中招摇，透出一股春的气息。
满眼苍翠之中，时不时醒目地亮出一团火红的杜鹃花，给
人平添一份“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惊喜。

大坝之下，有一古刹，寺因江而名，伴江而建，叫半江
寺。 寺院花团锦簇，叠红耸绿。 寺前曲水浅滩，波光粼粼。
寺内雕像或坐莲，或执幡，神态昂然，栩栩如生。 结伴朝香
者络绎不绝，给沉寂的大坝平添了几分生气，当然也给浑
然天成的精美景色平添了几分俗气。

近十年来，我十数次前往半江，每次都是细雨蒙蒙时
节。 踏着烟雨登临大坝，饱览满江春色，拥抱山花翠影，沉
浸于树影江波，水色雾气腾起，莽莽苍苍，渺渺茫茫，飘荡
左右。 试想，偶尔一次春和日丽，山间杜鹃挂满，掩映半江
秀色，江水被染红一半，那必定是人间绝景。

游宇明

周围有两个熟人：一个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
三十七八岁还未结婚，后来经过打拼，成了某箱包厂
的老板，娶妻生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个父母都是
高级知识分子，从小读名校，成绩优异，研究生毕业后
顺风顺水地在外企做了白领， 年收入达四五十万元，
一段时间他颇满足于现状，工作漫不经心，下班后跟
一伙不三不四的人赌博， 将家财输了个一干二净，才
貌双全的妻子跟他离了婚，不久单位也将其辞退。 遭
受如此巨大的打击，这位年轻人幡然醒悟，毅然戒掉
赌瘾，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业余还做慈善，妻子也有心
鸳梦重温。 他说自己找回了学生时代的灵魂。

我的两个熟人做的都不是惊天动地的事，也没有
一夜成名，然而，他们都迈过了眼前的苟且，抵达了自
己的诗和远方。

认真想来，“诗和远方” 其实并没有固定的标准。
李白当年是很想做官的，否则他也不会去唐玄宗眼前
“奉诏写诗”，然而，过了一段被权力使来唤去的日子，
李白受不了，他决心离开这个不能使自己“开心颜”的
地方，重新享受“天子呼来不上船，自云臣是酒中仙”
的潇洒生活，李白的“诗与远方”是性情的狂放和诗歌
上的作为。湖南益阳人胡林翼是个文人，散文、诗歌都
写得挺好。不过，在清代，文学成就超过胡林翼的比比

皆是，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政治、军事上的作为，比如
受命抚鄂，为曾国藩筹集粮草，比如会同曾国藩攻克
安庆城、收复潜山。 这成就是胡林翼的“诗和远方”。

“诗和远方”看起来高大上，其核心内涵只是：不
在过去的状态里固步自封， 一步步走出既往的自我，
让后我比前我更高大，并使这种 “走出 ”符合公序良
俗，有益世道人心。

人对自己应该狠一点，如果总是只图眼前的舒适，
只凭着一时的性情做事， 那么， 你就永远只能沦陷在
“苟且”里；相反，假若你心怀梦想，喜欢明天的生活比
今天更绚丽，渴盼自己的身影成为这世界的一道风景，
你就会不怕吃苦，不怕受累，敢于沿着一个目标披荆斩
棘地前进，最后自然也就抵达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从根本上说，“诗和远方”不只是梦想来的。 我们
小时候的发奋学习、诚实为人，长大后的用心做事、善
良包容，都是在为它的到来做准备。有句话说得好：世
界上从来不缺机会，缺的是机会来临之时我们所做的
准备。 一个人具备了走向“诗和远方”的操守和技能，
在每一次沦陷里都自觉地站起，不抛弃，不放弃，“诗
和远方”白天不来晚上会来，春天不来秋天会来，前半
生不来后半生会来。

生活告诉我们：世界上永远没有遥不可及的“诗
和远方”， 每一次沦陷中的站起， 都是一次灵魂的远
行。

博览与熟读
王倩雪

读书学习是人生成长之梯、文明传承之途、国家
兴盛之要。博览与熟读，皆为读书学习之法，二者如车
之两轮、鸟之双翼，推动我们在求知的路上不断前行。

坚持以博览为基，在博览中增识。在农耕时代，一
个人念上几年书，够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念十
几年书，够一辈子用。 而当今是一个“知识裂变”的时
代，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更新速度极快，信息量极
大。 我们不能指望念十几年书、念某一类书够一辈子
用。这就要求我们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的好学之情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博学之志，
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 广泛地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为
我们成长成才夯实基础。

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古代尚且知
识无涯，现代信息社会更是如此，我们穷其一生也不
可能读所有的书，学所有的知识。因此既要博览，但博
亦有度。要重点围绕所学、所用、所长、所好进行博览。
同时，还需要提高对信息的辨别能力，进行选择和“过
滤”，避免被负面、消极的信息包围影响。

坚持以熟读为梯，在熟读中增智。 博览的特点在
于短时、高效，但博览的局限性在于获取的信息和知
识大多是浅层次的，缺乏高度和深度。 要提升知识的
高度和深度，将其转化成智慧，还需要一把梯子，这便
是熟读。

古人云：“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可见熟读非常重要。熟读是将
书读厚再读薄的过程，通过不断的阅读，不断将书中
的内容细化，把书读厚，再通过更深入的阅读，将所需
要的知识压缩精简， 真正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从而把书读薄。 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留下许多千古
名篇， 我们每一位青年学子都应该熟读背诵一些经
典，不断增强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让那些千年华章
植根我们的大脑，融入我们的血脉，让古人“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怀、民
本情怀涤荡我们的心胸、提升我们的境界。

从博览到熟读，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
渐进的过程。 博览犹如我们在摄取丰富多彩的食物，
而熟读则是将食物反复消化吸收、 转化成营养成分，
使之能滋养我们的心灵。博览是基础，熟读是梯子，二
者不可偏废。 这样我们才能在增识、益智、广才、修德
的路上行稳致远。

罗并乡

春风吹拂大地， 田野蛙声四起。
青蛙这位原汁原味的乡村歌手， 又开始了一年

一度的歌唱。
蛙们不会像蝉一样手舞足蹈， 声嘶力竭地在高

枝上炫耀， 用煽情的吼叫撩起夏日的炎热， 它们有
如纯朴自然的乡村的农夫， 想唱的时候就放下手中
的犂耙， 兴之所至地唱上一段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山
歌。 无需路人喝彩， 也不需要讲究歌唱时的技巧，
声音好也罢， 声音不好听也行， 全凭自己的情绪，
最要紧的是无拘无束的境界， 才能真实地表达出对
乡土的热爱。

蛙们的舞台很小很小， 一眼浅浅的山泉， 一株
正抽穗的水稻， 它们都可以当作表演的场所， 即使
是在荒无人烟的山塘， 依托一片碧绿的荷叶， 它们
照样可以演出。 电闪雷鸣的午后， 当滴答的雨珠还
在树上闪耀着阳光时， 蛙们圆瞪着天真无邪的眼
睛， 吸一口暴风雨洗涤后的清新空气， 就开始了白
天的音乐会。 先是一只青蛙呱呱领唱， 然后是遍野
青蛙的回应之声， 有时这边的歌声刚刚停歇， 那边
的歌声又应声而起， 仿佛只有这种此起彼伏的歌

唱， 才能抒发出它们对自然界的感激之情。 我常常
爱在这时独自行走于郊外， 在芬芳的野草丛中寻找
梦境， 无忧无虑的蛙声随风飘荡， 欢快的涟漪一圈
圈扩大， 使我曾无数次深深陶醉。

蛙鸣最动听的时分是子夜， 星星在深蓝色的夜
幕闪烁， 萤火虫提着灯笼满天飞舞， 泥鳅和鳝鱼正
在塘边游动， 不时溅起水中的光影。 到处弥散神秘
色彩的氛围里， 蛙们正肆无忌惮地纵情欢歌， 那样
真实自然， 那样畅快淋漓， 仔细聆听， 似乎有形形
色色的唱法， 有的蛙用美声唱法， 激越而高亢； 有
的蛙则用民俗唱腔， 响亮而粗犷， 高高低低， 错综
复杂的蛙鸣组成自然界宏大的交响乐， 让人听也听
不够！ 我们某根敏感的神经在这时刻被触动， 母亲
遥远的呼唤仿佛在耳畔回响， 还有碧绿的田野， 潺
潺流动的溪水， 冒着炊烟的乡村老屋……我们的心
情也变得格外轻松舒畅。

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的城市里， 蛙声也成为了
一种稀缺之音。 如果城市里响起蛙声， 那一定是在
小巷的某一个角落， 从叫卖的小贩们的袋中传出的
蛙声。 这种蛙鸣呱呱之音如旧， 可在我的耳中却全
是凄楚的哀鸣， 再也听不出蛙们自由自在的欢快之
调。

行吟柳叶湖

汉诗新韵

一条隧道
穿过我身体

（外一首）
何启明

有时候
时间的刀口很锋利
瞬间便可以将生命杀死

而更多时候
时间只是一把钝刀
砍你几十年
你还不会倒

我抚摸时间的刀口
一遍， 一遍， 又一遍
刀刃上写满我所有信息
那些浸染量子思维的过往
经常打动我的味蕾
经得起咀嚼的岁月
才不怕刀子切割

一条隧道穿过我的身体
那是时间的另一种模式

写诗的人
写诗的人在户外
在湘江边行走
三十年前可以横渡湘江
而今只能行走江湖
以另外的方式穿越湘江

写诗的人在户外
在湘江边钓鱼
一群鱼打量着他
不肯上钩
他钓到了自己

管见集

世上没有遥不可及的“诗和远方”

倾听蛙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