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宇明

很喜欢一句话：“总有一片云
会下雨。 ”喜欢它，是因为它显示
出了一往无前的豁达与确信。

在清末，左宗棠是个牛人，能
说会道，文章好，字写得漂亮，知识特别渊
博，天文、地理、军事、经济都懂一些，湖南巡
抚骆秉章非常信任他，请他做师爷，许多时
候都是听他的。 某年，零陵总兵樊燮来巡抚
衙门，没向左宗棠行礼请安，使得拥他人之
权而自重的左宗棠非常不满。 樊燮觉得自
己没错，一个正二品的武官，向一个无品无
级的师爷行礼，毫无道理。 左宗棠对他骂了
一句：“王八蛋，滚出去。”自然为日后的纷争
留下了隐患，最危险的时候，左宗棠甚至有
性命之虞。 好在左宗棠跟曾国藩相厚，老曾
办团练还没离开湖南时， 左宗棠给第一次
带兵打仗的曾国藩出过许多高明的点子，
引得曾国藩刮目相看。 左宗棠决定投奔曾
国藩，实践也证明了他远大的眼光，短短一
年， 他就由四五品的小官员升为从二品的
浙江巡抚，与樊燮的纠纷无人再提了。

现代著名作家凌叔华出身官宦之家，
其父凌福彭曾经做过直隶布政使， 凌叔华
长得漂亮，性格温文尔雅，从小拜名画家为
师，极有绘画之才，文章也写得特别出色，
当时喜欢她的男生很多。然而，凌叔华一生
最钟情的却是徐志摩， 她爱徐志摩的英俊
潇洒，爱他的激情如火，爱他的浪漫温情。
想不到的是，徐志摩最后选择的却是陆小曼。 因为与徐志摩共度一生
已经无望，凌叔华嫁给了痴心待他的文学评论家陈西滢，两人白头偕
老，同样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爱情佳话。

人心是容易沙漠化的，挫折、讥讽、疾患、地震、车祸等等都可
能使人一时灰心丧气。 痛到极处，往往渴盼命运的甘霖，然而，这
甘霖似乎有点调皮，有的人不久得到了，有的人守望一生依然只
是梦想。

其实，于生命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外界的变化，外界的变化再
大，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总会扳回一些东西，真正可怕的是自我固
守。所谓自我固守，就是明知情境变化了还不愿意面对，还不能焕发走
出废墟的勇气。固守的人不知道：生活中很多东西失去了就不会再来，
继续等待，就像等待一朵委地的春花由打皱到枯萎到化为尘泥，事情
只会更糟，而绝不可能更好，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将不愉快的过去洗
掉，带着微笑开始新的路程。 不难设想，如果左宗棠不懂得“总有一片
云会下雨”的道理，像个傻瓜似的一直呆在两湖地区，后果会如何；也
不难想象，假若凌叔华死死吊在一棵树上，而不知变通，她的感情会是
个怎样的结局。

当然，相信“总有一片云会下雨”，并不意味着只要改变了环
境就可以消极等待。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天空有时虽然出现了可
能下雨的云，但它总是犹犹豫豫，要下不下，在此种情境中，你不
妨拿出人工造雨的高射炮来轰它几下，助它下雨的决心。 天自动
下的雨固然省事， 但通过你的努力而下的雨不是更有成就感，更
能体现出一个人生命的活力、精神的伟岸吗？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渴望获得的任何东西都必须
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 选择义无反顾的远行吧，只要远行，
总有一片云会下雨。

彭湘

有一个少年，他在睡眼惺忪的午后从
藤椅上醒来。 突然， 他看到清澈的天空上
飘浮有无眠的雨滴， 在褐色的屋檐上垂
落， 滴答成一条条雨线。 在少年的梦中还
是醒来时刻，他依稀都见过这样的场景。

幼年的记忆那是在高高的山坡上，从
山脊一路狂奔下来， 手里还握着一根藤
条，甩在地上，在红色的泥巴路上蜿蜒成
一条线。 终于，老屋后的那座山，也有了一
条深深浅浅的路， 在草茎雾深的傍晚时
分，延伸到了远处。

冬夜漫长，宁静的村落只有后山依稀
传来的鸟鸣声作伴。 神秘莫测的林木，灌
木丛，长短相依，成了一个无尽头的暗处。
小木屋木板砌成的墙壁灰白而冷峻，如青
色的鱼脊， 它们立在冬日的白雪天地里，

渺远，遗世独立如一位寂寞的老人。“吱呀”一声，是推动木门的声
音，少年在埋头烧着柴火。

这间小小的木屋，只悬挂着一盏昏暗的灯，在木板缝隙中吹进
来的风中晃动。 孤单的少年，旁边是一个灰色的碗橱，倚靠在墙角，
冷寂无声地陪伴着他。 柴火似乎旺起来了，挂在柴火上的是一个黑
乎乎的铁壶，一根长长的铁丝从屋顶横梁上垂下来，铁壶已被熏得
如黑炭，可它依然承载着每日烧热水的使命。 柴火的微光弥漫在屋
内，每日陪伴着少年，在这幽暗的山间一隅，给他带来片刻温热。

少年的夜晚是孤独的。 父母已长眠在村头和村尾的两座山上，
两座山遥遥相望， 那是再也无法企及的距离。 父亲的山在村头，从
路口进来便可以看到。 母亲的山在村子那一头， 在山那边的山里，
那座山树木特别繁茂，藤条灌木丛生。 他常想，那更适合劳苦一生
的母亲栖息，母亲一辈子生儿育女六个，实在太累了。 她躺在澄蓝
的天空下，有茂密的树林作伴，一层又一层树木环绕着她，那是一
个蜿蜒着记忆的地方，母亲可以好好休息。

母亲是一个织布女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她纺纱织布，手中
的木梭已被磨得光滑黝黑。 脚踏声， 大篦子和梭子来回传动的声
音，零零落落，“哒噜哒噜”，一直在少年耳边穿梭、传响。母亲的心估
计像那丝线一样漫长，连缀在织布机上，成千上万的丝线排成一排，
一根都不能混乱。 母亲把线都绕到轴上，然后穿过流苏，她踩住踏
板，让梭子穿过流苏的每一个缝隙，再把经过流苏的丝线穿过篦子
的孔缝，这样才可织成一排线。 而到了这个时刻，天边常常可以看
到晨曦了。

睡在木床上的少年，伴随这声音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朦朦胧
胧度过那些清冷的晚上。 少年一早起来， 便看到母亲那微红的眼
睛，还有蹒跚的身影，长长的丝线在屋内飘散着，闪烁着幽光，飘荡
在老屋和少年的视线之间。

很久后，听说会通电灯了，母亲兴奋得好几晚睡不着，她还兴
冲冲地去林场看通了电的模样。 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母亲在
一个寒冷的早晨却溘然长逝，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村口古老的河流依然流淌着， 河边昏暗的窗口似乎在张望着
什么，到了夜晚，河流悄无声息，已经被暮色涂抹成一条暗黑的河
流。 少年在河边奔跑着，他把雪攒起来，做成一个大雪人，那个雪人
像他自己，又像父亲，又像母亲。 他把母亲织布留下来的丝线束在
一起，围在雪人的脖子上。 他坐在雪人旁边，依偎着，似乎感到一些
快乐。

陈黎明

雪峰山老鹰坡山势陡峭， 风光绮丽，
气势壮观， 山中茶马古道多先贤足迹。 游
此坡心潮起伏， 触景生情， 口占成诗。

残垣断壁见沧桑，
善因亭前衰草黄。
空谷足音依稀在，
奇石茂林立苍茫。
古栈时闻杜鹃啼，
青山犹有兰蕙香。
坡上鹰飞惊林梢，
茶亭余韵弥山梁。

老鹰坡怀古 （步韵）

夏亦中

圣贤一去几沧桑，
又见新枝凝乳黄。
起舞青山藏胜迹，
放歌古栈送苍茫。
残垣滴露苔痕滑，
断壁留题瀚墨香
尽道风流东逝水，
千古犹立老鹰梁。

老鹰坡怀古 （步韵）

伍玉球

三千劫尽说沧桑，
传典焚书空黑黄。
梦碎河山留胜迹，
尘蒙史册有微茫。
当年国弱风雷激，
今日风和花草香。
我到坡前堪仰止，
先贤曾此立如梁。

� � � �牵牛花 （外一首）

刘永涛

在天台上
女儿习惯越过
那些用花盆种植的蔬菜瓜果
奔向一株鲜亮的牵牛花

花儿怒放
一朵两朵三朵
三岁的女儿数来数去
想找一个满意答案

为什么叫牵牛花呢
女儿问

她们会牵牛吗
女儿追问

三朵花会牵三只牛吗
女儿继续问

刹那之间

许多寻常的日子
我牵着女儿的手
从小区最大的那棵香樟树旁
匆匆或缓慢地走过

悄无声息的改变
从一个周末的傍晚开始
我想抱抱将满五岁的女儿
在香樟树下

女儿脱口而出———
爸爸， 我可以自己走了
她源自本能的骄傲
如同闪电， 猝不及防

我确切记得
一周， 一月， 一年之前
女儿不曾如此拒绝
爸爸的请求

而这一天
刹那之间， 来了
这一刻， 我只想牵着女儿的小手
紧点， 再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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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鹰坡怀古

少
年
记

汉诗新韵

刘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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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雪原，一直铺向远方的
天际，是岁月的诗笺，是心灵的沉
思，也是春来的预兆……

当它消融成流水，沿小溪启程
快步远方， 春的灵性便复苏了，在
土里冒芽，在花枝吐蕾。 这时，山那
边响起春雷，沉稳地深重地滚滚而
来，在心灵的原野响起回声:� 远村,�
我们来了!
� � � �也许你会稍有迟钝，但立刻你
便会醒悟。 呵！ 这便是大地酝酿已
久的第一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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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接下来便是细雨如织，就像细数
回忆的时间，似乎很短暂，细想却又
很长。 刚开始的雨丝仿佛未曾断线，
就像春天少女的梦床， 无休无止，呓
语绵绵。晨曦时，年轻的画家醒了，他
做了一冬的长梦，在春天之始，他必
须走向原野走向远村,手捧新绿，去点
染他心中最美的画图……

此时视野里的青山水色，还有
吊脚古楼，红墙黑瓦，都生动起来，
妖娆成画中的角色，意蕴成心中的
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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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满脸春光的村姑，撩开窗帘望
了望， 急匆匆躲过屋檐的雨滴，穿
过风雨的长廊， 越过历史的闺门，
站在莺飞草长的季节里，幻化成一
位乡村诗人。 她用姹紫嫣红的美
丽，修饰动人的诗句，用少女绵绵
春梦的场景，替换成她诗的意境。

然而，她的诗，妈妈不懂 ，奶
奶更不懂，只有一个梦中人，却在
世界的另一端读懂了。

他偷偷地乐， 也编织了一个
梦，让这一端的她，就像喝多了咖
啡总不能入睡……心灵与心灵间 ,�
描画着一个共同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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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阅尽人间春色的老摄影家，也
开始寻找风光。 门前的树挂满花
苞，远方的原野更写满春色。

他开始远行，用镜头捕捉大地
的色彩， 用心灵装满春天的诗意。
他满载而归之时，院中的绿树红花
早已点燃了家中春色，池中的鱼儿
噙香而醉。

比邻的老农耐不住了，村头反
复出现他眺望的身影……一年之
计在于春。 于是，田里土里，便依次
出现使牛的吆喝声， 勤快的婶娘，
以扬锄播种的舞姿， 来到了田地
里，一种希望便躺在了田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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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纷杂而至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夏
天多雨的日子，及空气中迷漫着潮湿
的味道。多了些雨，多了些躁动，上街
的路上，乡村的田埂上，形形色色的
雨伞，便撑出朵朵莲花的样子。

一日日闷热的田野， 四面已响
起蛙声，仔细听，好多的声音，似乎
是先年的回声。

这时节，原野里多了些眺望的
身影， 道路上多了些追寻的眼睛，
那都是心灵的探寻与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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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扬花、抽穗、果子成长的过程，
那是一个经历风雨、日晒烤炙的过

程。 经历过了，稻穗才沉重，果实才
壮硕、甘甜！

天气逐渐进入酷暑，小孩熬不
住了大人也熬不住了， 都寻找小
溪、山塘的凉爽。 我曾在山塘里扎
了无数个猛子，捉到了小鱼也找回
了昨天的记忆，天气热了原野也多
了几许灵动。 油画的小桥上有乡村
动人的故事，水墨的荷塘里也有听
雨的诗意，荷花张开手掌，鱼儿穿
梭其中；蜻蜓忙着捉迷藏 ，蝉儿忙
着歌唱……

我们的生活也在忙碌着，偶尔
的迷茫中不知是谁丢下的石子，人
生的长河中， 溅起耐人寻味的水
花。

小路上， 风干了淋漓的小雨，
也风干了潮湿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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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雷阵雨一波接一波，热浪却一
浪高一浪。 花柳饱受折磨，成了残
花败柳，红薯却躲在土里唱一首励
志的歌。 命运不只是春风得意，有
时也需要炽情似火；岁月少不得春
夏秋冬，人生免不了有起有落！

蛙声， 忘生死忧愁于度外，日
日唱，夜夜歌。 只等冬眠的时刻，只
等丰收的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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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无数场雷阵雨，磨砺了小伙子
的毅力，也锻炼了姑娘们沉静或敏
捷的个性。 雨中的故事多姿多彩，
都藏进了小伙子姑娘们私密的日
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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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第一场台风的消息， 反复播
出，在东南沿海留下些“鬼子进村”
似的灾难；在大陆腹地三湘大地上
生活的人们，却只是经历了一场降
温的雨天而已。 此后，台风的消息
一个接一个，敲打着人们酷暑难耐
的心情， 在最后一场台风掠过时，
西边的天际架起了彩虹，怀孕的秋
天便顺着彩虹的阶梯来到大地上
诗意地栖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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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太阳， 整整燃烧了一个夏季，
入秋了还在施展最后的余威，“秋
老虎”一个甚似一个，让人们酷热
难当。 但是，秋分过后，燃烧的天气
一个不比一个，火焰好似浇了水似
的一步步消失了。 秋风起处，青钱
柳在山风中摇曳，铜钱儿似的果壳
在山坡上滚得飞快，轮子上旋转的
阳光，就像永不回返的年华，消逝
在太阳西下的黑暗里。

在一片丰收的景象里,�人们除
了喜悦也有忧伤，这日子过得真快,�
一年的丰收又将结束。 村里大妈却
警醒地说：“秋风的尾巴后面，跟着
而来的是漫长的冬天，赶紧学会在
苦寒中过日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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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江湖日渐消瘦， 鱼虾开始肥
壮，玉米的丰收接近尾声。 空气里
气息交织：有水草的气息、有鱼虾
的气息、有玉米鲜嫩的气息、也有
汗水的气息……大地上，弥漫着成
熟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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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地的儿女们，摆开了丰收的鼓
舞，唱响了收获的歌谣。 劳动之余，站
在临水山头上的姑娘和小伙在细读
心思，在爱情的领地里书写着与爱有
关的格言；而老人们则伫立于仓储之
所，补写着苦难与丰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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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田野里， 两只蝴蝶随风而去，
重述着陈年的故事。 蜜蜂像阳光下
的机群，总是不停地出发。 土豆和
南瓜、玉米和高粱，都一齐讲述着
岁月风雨的经历 ,� 含浆孕育的过
程。 母亲总忘不了田野的细节，在
田野和集镇间来往穿梭。 只有散漫
的父亲闲坐老槽门门口，掏出心爱
的旱烟，一个劲儿抽着，回味着一
年岁月的艰辛与甜蜜，想着来年也
细细想着一些自然浮涌的心事。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 � � 秋天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季节：
它意味着成熟， 蕴含着丰收与收
获。 秋天的天气也让人喜欢，不冷
也不热，真是天凉好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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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场雨后的下午，树叶开始思
念故乡， 等待着诗意飘飞的来临；
温热在一夜间消退，寒冷在一夜间
来临， 浮生与幻灭已成季节的病
灶， 淡泊的圆寂与轮回便是再生，
走出寂寞的空虚叫今生，走进土地
的深处叫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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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冬天的序曲有些漫长，好不容易
等来了冬天的第一场大雪， 大雪封
门，刚好把一年的好日子堵在年关的
边边上， 大娘把攒了快一年的幸福，
全都端到火塘边的餐桌上，香喷喷的
民间烟火在屋里打着旋儿，就是不肯
出门，几只跑出锅的爪蹄，被犬吠声
叼到院中，一顿年关的美味，被狗儿
们争抢着先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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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这个冬天不是太冷，离年关三
十应该还有一段寒冷的路程，会过
日子的新媳妇要自己缝一件过冬
的棉衣， 还差一排合体的纽扣没
钉。 忙着和父亲准备炖年夜肉的干
柴， 好好堆码在吊脚楼的屋檐下，
白日里还穿着单薄衣裙的新媳妇，
没有一点怕冷的样子……寒号鸟
嫉妒似的躲在屋檐下歌唱: 让寒潮
一个接一个地来吧，村里的新媳妇
实在太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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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场雪降下来了,�给人们带来
一阵喜悦,�漫山遍野没有边际， 孩子
们读着是诗,�老农读着是丰收……

在家闲着的男人们，望着一望无
际的雪野高兴了，好呀！ 这正是赶山
的好时辰。 擦亮长眠的猎枪，唤醒猫
冬的猎狗，呵呵嚎唤着，从这山赶过
那山，年长的老猎手焕发青春，领头
跑到卡子上， 仿佛指挥着千军万马。
一天下来，凯旋而归，野猪、麂子、野
兔应有尽有，挂满了猎枪、抬杆，一个
年头的野味猎味又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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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地走过了花开、蛙鸣、蝶舞、
蝉吟、雪飞的季节，原野便沉静下
来， 唯有林中小屋的看山老人，在
雪的原野中伫立成一尊思考的哲
人———他想了一生，终于明白：

小孩子盼过年,�一年岁月太长；
大人们盼种田,�一年日子太短。
森林和原野是寓言与童话的

故乡，
自己为什么总拉不直心中的

问号？
再锋利的刀子也怕最柔软的

心地，
日月是一把刀，挂在大地的上空，
悬在你我的床头……
岁月好岁月好,�岁月催人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