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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邦

“五岳之外有天岳”。这个天岳，就是幕阜
山。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中国有“五岳”，到了
平江，才知道“五岳”之外，还有一个天岳。 据
传，它是雷神居住之所，伏羲诞生之地，因此
而享名。 孤陋寡闻，我为自己的浅薄而羞赧。

幕阜山，位于湘、鄂、赣交界处，峰顶海拔
1596米，山雄，崖险，谷幽，林秀，石奇，水美，
森林覆盖率97.3%，夏季平均气温26℃。

五月的天气，有点反常，出奇的热。 为了
一识“庐山真面目”，体验一回幕阜山的神奇
与奥秘， 再热的天， 也挡不住我们高昂的热
情。

在东道主的安排下， 我与来自全国各地
的作家们，下午乘车从县城出发，顶着酷热，
颠颠簸簸了两个小时， 好不容易赶到了幕阜
山。

山高坡陡，蜿蜒曲折，汽车在盘山公路上
艰难地爬行。越往上走，弯道越多，路面越陡，
树木也高大茂密起来，气候比山下凉爽多了。
云端下，一座座悬崖横亘其间，斧劈刀削，陡
峭险峻，蔚为壮观；山峰间，一块块巨石突兀
林立，千姿百态，奇形怪状，气势磅礴。我们得
意忘形，欢欣雀跃，纷纷将头手伸出车窗，恨
不得将这一山的巍峨与旖旎尽揽怀中。

夜幕降临，我们下榻幕阜宾馆。这里群峰
环抱，苍翠欲滴，清幽淡雅，凉风习习，是极好
的歇息之处。 长期蜗住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之
中，饱受喧嚣尘埃的肆扰，一下子换了如此清
静、优雅的环境，枕着青山绿水，静听鸟语蝉
鸣，还真有点受宠若惊、飘飘欲仙的感受！

在幕阜山看日出，应该是最惬意的事了。
一大早，我们乘车来到峰顶，登上观景台。 这
时候，老天爷却向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施
起了“魔法”，将天庭的云雾统统放了出来在
山顶上“耍泼”，横冲直撞，张牙舞爪。一时间，
大雾迷漫，遮天蔽日，任凭你如何瞪大眼睛，
除了那满天的浓雾之外， 隐约只可见咫尺之
远的矮树、刺蓬和小草在晨风雾水中摇曳、低
吟。

等啊，等啊！头发湿了，身体凉了，人也乏
了，那雾却有意跟我们作对，死皮赖脸始终不
肯消去。

看来，日出是看不成了，只好无功而返，
悻悻上车。 突然间，一大片乌云飘临而至，天
空中稀里哗啦地下起雨来，且越下越大，越来
越猛，敲得车顶“哐哐”作响。 一物降一物。 在
暴雨面前，刚刚还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雾
群，一下子惊慌失措起来，四处逃窜，了无踪

影。
日出没赏到，却雾里看花，与山雨来了个

不期而遇， 见识和欣赏了一回大自然瞬息万
变、物象轮回更替的奇景，也算是不虚此行，
小有收获了。

汽车穿过雨阵，绕来绕去，在一片茂林前
停下。 司机告诉我们： 这里是汨罗江最高源
头、天岳奇观“沸沙池”。相传，伏羲在此掘池，
养白龟，观天象，悟出阴阳，画成八卦。那白龟
通山体，引清泉，搅动白沙，泉沙交融，昼夜翻
涌，流淌不息，成为世上罕见的奇景。

在“沸沙池”边，我们俯身探望，只见池底
一股股山泉挟裹一团团晶莹洁白的细沙喷涌
而出，像一盆纯净圣洁、超凡脱俗的高山雪莲
傲然绽放，又似一群婀娜多姿、含情脉脉的白
衣仙子在翩翩起舞。“太美了！”我拾起池边的
竹筒，舀一瓢泉水入口，顿时间，清冽与甘甜
传遍全身，一路奔波的劳累和疲乏全部消散。

如果说，幕阜山是一颗“绿心”的话，那
么，老龙沟则是大“绿心”中的小“绿心”。这里
空气新鲜，是天然“氧吧”。小“绿心”区域森林
密布，树木参天，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一派原
生态物象与风情。

“绿心”中最具魅力、最吸引人的，是一条
沟。这沟，从山顶蜿蜒而下，兜兜转转，错错落
落，直抵山脚，宛如一条姿态优美、凌空腾飞
的巨龙。因此，当地人取名为“老龙沟”。老者，
尊也，善也；龙者，神也，祥也。人们对它的敬，
还有爱，可见一斑。

东道主老宋引领我们， 从最高处的龙头
开始，顺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下走。 一路上，只
见溪涧里怪石嶙峋，虬枝盘曲，静若处子，神
情各异，默默地、忠实地守护着、伺候着潺潺
流水穿行而过。那一溪山泉，却像一群调皮捣
蛋、不谙世事的孩子，嬉戏着，打闹着，拉拉扯
扯，推推搡搡，时而旋转，时而飞奔，一门心思
只想冲出山外，去看外面的世界。如遇悬崖断
壁，更添兴奋与刺激，一个个不顾生死地跳将
下去，水花四溅，声震如雷。由此，也在山体间
拉起了一幅幅或长或短、或高或矮，流动的、
弧线型的、银光闪烁的水幕，即天岳瀑布。

老龙沟，名不虚传，真是条飞龙、神龙！天
造地设，煞是好看！

我几度止步，凝神屏气，看得发呆。
下得山来，老宋饶有兴趣地告诉我们：为

了提升天岳幕阜山品质，打造5A级旅游景区
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县里成立了天岳幕阜
山旅游开发公司， 到目前为止已投资5个多
亿，修公路，架索道，建栈道，保护性开发建设
高档次旅游项目。 很快，这里将更优美，更舒
适，来此观光旅游的人会更多。

不问西江只问美
万岳斌

只因听说你夜晚太过妩媚， 尽管山尖上不时疾闪着惨
烈的蓝光， 接着便是头顶炸开暴戾的雷声， 我们仍然霸蛮
地塞在局促的车里， 在窄逼的山道上惊恐前行， 为的就是
不想错过与你在夜色中相会。

是谁？ 这么不小心， 偷偷剪下一段银河， 慌乱中却又
忘了收藏， 让它飘落在这山岭里。 帽沿相碰的两道山岭，
吊脚楼紧咬住陡峭的石崖， 你拉住我， 我扯紧你， 排着登
上山坡。 数不清、 也懒得去数的灯火星星般挂满层层窗
门， 柔和的光从窗格中探出来， 眨巴眨巴着小嘴， 贪婪地
吮着雨后甜丝丝的新鲜空气， 近身打量巷道里南腔北调的
人， 还想试着插几句话， 却不知春雨夜的乍暖还寒， 顿时
哆嗦成蜡黄， 在风中意乱情迷， 直到深夜， 山寨在梦幻中
还不想阖眼入睡。

这样的雨夜， 自无李白床头那种霜露的月光。 今夜，
明月即便有心， 恐怕云朵也会黑着脸拦住不让出来。 试
想， 在这心远地亦远的苗岭， 倘有天上一轮孤月， 清辉如
水， 地上先是断断续续， 接着此起彼伏的捣衣声响。 捣衣
声息， 一支羌笛或许一管芦笙， 突然在夜空里穿窗破户，
此时此刻， 你说是一种“僧敲月下门” 的心静还是“何人
不起故园情” 的乡愁呢？

清晨， 翠鸟早早喊亮山岭， 也将苗寨唤醒。 将欲离去
的岚雾， 意犹未尽， 一步一回头。 那倚着推窗， 正束着发
髻的苗家小女孩， 好看地半遮半掩在画面里。 花伞盛开在
淅沥沥的春雨里， 一朵， 二朵， 三朵， 一长串， 一里弄，
时而驻足相拥， 时而流动蛇行。

白水河， 清流弹着古筝穿寨而过， 五座风雨桥连接左
岸右岸， 桥面不再摇摇晃晃、 吱吱嘎嘎。 莫怪我读书少，
桥头的那几个字， 生生不认得， 是否它们久惯在泛着故纸
味的 《康熙字典》 里？

巷道里、 拐角处， 不时有苗歌等你在那。 嗓音虽然不
是高山雨茶般嫩亮， 饱含了生活的粗茶淡饭的韵味， 曲调
却依旧是那么羞涩、 缠绵、 你侬我侬， 哼唱的已然白发苍
苍， 腔调里少男少女却正在怀春。

苗家的灶台上， 没有几味特别的菜。 长宴席令人心旌
摇动， 可这不是天天摆开来， 只有重大喜庆才能神龙见首
又见尾， 设想的感觉也令唇齿生津。 游者十有八九喜欢

“高山流水” 的敬酒， 少不了要来一回， 不来一回也不会
放过你。 土米酒何曾醉人？ 歌声、 笑声、 哄闹声， 让人红
透了脖子。

西江咧？ 没有西江？ 九曲回肠的西江端的没有。
没有西江？ 真还有啊！ 按照这方语言， “江” 通

“讨”， “西氏” 从“赏氏” 部落讨得这块立命之地， 相互
依靠， 守望在这里， 便筑成了遐迩闻名的“西江” 千户苗
寨。 西江， 不曾见， 西江， 如此见。

我突然有所领悟， 或许这领悟有些狭隘。 来时， 这有
点吓人的雷雨阵式， 可能不是雷山大大咧咧的性格使然，
也非千户苗寨欢迎远方来宾的排场， 倒像是责怪我们过来
太迟。 很久很久以前， 我所生活的这块水美草肥之地， 曾
是西江苗人祖先的牧牛处。 只因他们身份被黥上一道

“蛮” 符， 历史的天空里， 隔不了几朝就来一次“狩猎”，
他们惹不起， 总得躲避， 一步步退却， 退守到崇山峻岭
上， 追的追不动了， 逃的不再逃了， 在西江放下锅碗瓢
盆， 埋灶做饭， 繁衍下来。 今个儿， 他们翻出这段公案，
借一场雷雨表达点小小脾气， 然后就此带过。

颤巍巍、 响叮当、 亮熠熠的苗银服饰， 在不同肤色、
不同身材的游人身上巧笑顾盼， 真正的苗家人倒成了左瞧
右看的好奇客。 是啊， 都在变， 改变是悄悄的， 改变是自
然的， 大可不必为某些改变而担忧， 亘古不变的永远是改
变。 西江， 你会越变越好！

偶遇柳宗元
杨别除

戊戌年三月，春回大地，柳子庙掩映在绿树
丛中。 我是永州人，爱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常游这八大景点，但从没去过柳子庙，说来真还
让人难以置信。

春光照在脸上，痒痒的，像小孩的嫩手在轻
轻地挠着，我抬腿跟着游人踏进了柳子庙。忽然
空中刮起了一阵东风，我双眼一闭一睁，周围的
游客消失了，恍惚中只见一位老者，峨冠博带，
长脸，下颚多胡须，笑着款款走来，双手抱拳冲
着我说：“蒋先生，你好！ ”

我顿生疑窦，问：“老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姓
蒋呢？ ”

“吾还知你的大名，叫蒋旺。 ”
我更加疑惑，心想莫非碰到了神仙，忙问：

“老先生，您是？ ”
“鄙人乃此庙的主人柳宗元。 ”
“哦，是柳老先生，久仰，久仰。 我是您的崇

拜者，常读您的诗文。您认识我先人，是《捕蛇者
说》一文里的‘捕蛇者’。 ”

“诺，汝乃蒋氏后人，蒋旺，如今还以捕蛇为
业吗？ ”

“早就不捕了，永州异蛇被政府列为保护动
物，国家严禁捕杀！ ”

“那汝以何谋生？ ”
“以种田为生。 ”
柳老先生一脸的不解， 用怀疑的目光望着

我。“种田怎能为生？你先人曾双眼含泪地说，田
赋繁重，不堪承受，才冒死捕异蛇，以抵田赋。种
田的‘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
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
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柳老先生引用我
先人的原话，疑惑地反问道。

“那是千百年前的事，过去的田赋，相当于
现在农业税， 早被取消了， 政府还倒过来给补
贴。 我是种粮大户，承包了几百亩稻田，靠规模
化种植，从插秧到收割全都机械化，连续丰收了
好多年，我靠卖稻谷，建了房，还买了车，全家过
上了小康生活。 ”我满面笑容自豪地回答。

“其他农民呢？ ”柳老先生关切地问。
“有外出打工的，有进城务工的，更多的在

家创业，搞农家乐。您在永州为官时，不辞辛劳，
用脚丈量大地， 用眼发现美景， 用笔书写美文
《永州八记》，让永州山水景点名扬天下，国内和
海外人士纷纷都来永州旅游， 带动了永州的第
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农村的剩余劳力。国家将
农民纳入医保，病有所医。自愿社保，老有所养。
个别特别贫困的，政府精准扶贫，限期脱贫。 ”

柳老先生听后， 嘴角上翘， 露出满意的微
笑，说：

“吾久住庙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千年皇
粮，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皆征于民，民有微词，
欠年照征。农业税赋，适闻停征，善莫大焉！种田
谋生，发家致富，此乃社会进步，吾真想为蒋氏
后人写篇《种田者说》。 医保社保，造福农民。 孔
子曰：‘苛政猛于虎也’，那是古代，现代是‘善政
甜于蜜也’！ ”

忽然，一阵东风刮过，我双眼一眨，睁眼一
看，柳老先生没了踪影。 身旁游人如织，春光依
然灿烂。

素素

生在南方的人基本都熟悉杨梅的美味。
杨梅属于南方引以为豪的特产佳果， 因其
形似水杨子味似梅而得名。 杨梅外形红亮
烁紫， 很是诱人， 令人心醉。 从平民百姓到
文人墨客都对杨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喜爱。
正如东坡所言： “闽言荔枝， 西凉葡萄， 未
如吴越杨梅。” 我也一样， 百样水果， 杨梅
最爱。

老家有个盛产杨梅的镇叫扶冲， 可惜
因为没有同学和亲戚在那， 我一直没机会
见识杨梅树的样儿。 每每到杨梅盛产的季
节， 看着市场上竹蒲团里待售的那些小小
软软， 水分充足的杨梅果儿， 我就想像杨
梅挂在树上的情形。 通过上网查询知道杨
梅树状如蘑菇， 开叉低,便于攀爬。 调皮的
心里便开始幻想坐在杨梅树上边摘边吃该
是多么惬意， 每念及此， 那被俗世琐事缠
绕的心便也开始酸酸甜甜起来。

喜欢杨梅是自小就开始的， 记得小时
候家里姊妹多， 处境尽管不至于拮据， 水
果对我们来说也还是稀罕物儿， 夏季来了
农村亲戚送些桃儿李儿啥的， 就是没哪个
亲戚送过杨梅。 第一次吃到的杨梅是爸爸
的一个朋友送的。 许是考虑到我家姊妹多，
带来了一大袋子， 颗颗汁水饱满， 看着就
让人喜爱。 妈妈把杨梅用井水洗了装在盆
子里让我们吃了个够。 后来才知道， 杨梅
是该用盐水洗的。 不过那时候吃东西是谈
不上讲究的， 也不会斯文到把杨梅轻轻地
咬上一口， 含在嘴里品味它的酸甜， 再把
余下的全部放在口腔里咀嚼， 直到只剩下
果核的时候仍然让人很是回味， 忍不住的
用力吮吸着， 直到牙齿都已泛着酸。 那个
时候我只会大口大口的一粒一粒的放进口
里， 唯恐落后少吃了几颗， 有时逢上小颗
的甚至连核也咽进肚里， 到最后都不知道
吃了多少， 反正后来连续几天牙都酸软到
饭难下咽。 尽管彼时还不知道用文字来描

写杨梅的味道， 可直到今天都还忘不了那
一枚枚紫红的小果子带来的喜悦。

就这样爱上杨梅， 从那时起每每一到
端午节前后便缠了母亲买杨梅回来吃， 买
回来的数量自然是不够尽兴的， 可也至少
能够解解馋。 分量不多便舍不得吃， 节省
着， 唯恐一下没有了， 拿一颗放嘴里含半
天也不舍得咽下去， 任那酸酸甜甜的汁水
盈满了整个口腔。 有时还偷偷藏下几颗放
在橱柜的角落里， 可杨梅下了水是不能过
夜的， 那时候又没有冰箱， 到第二天再来
吃时味道已经变了， 心痛又后悔。 到了上
学时开始有了零用钱， 便积攒了钱自己买
杨梅吃， 一天的中餐费可以买到一斤杨梅，
我常常是不吃中餐吃杨梅。 其实那时候家
里条件好了， 母亲时不时地还是买了杨梅
在家吃， 可总觉得老也吃不够， 吃不厌。

直至有了自己的小家， 杨梅仍然是我
最爱的时令鲜果， 常常季节一到， 就忙不
迭挎个小篮去买杨梅， 精心挑选了那体形
丰润， 颗粒饱满， 色泽鲜艳， 红中透紫的优
等杨梅， 回来用盐水浸泡洗净置于白色透
明的玻璃盘内， 但见叠簇玉盘， 相映成趣，
倘遇同道之朋友， 一起品尝， 共同感受那
舌受酸甜， 津盈咽喉的美妙滋味， 甚至再
酸上几句南宋诗人方岳的 《咏杨梅诗》：
“筠笼带雨摘初残， 粟粟生寒鹤顶殷。 众口
但便甜似蜜， 宁知奇处是微酸。” 如此生
活， 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趣也！

写到这， 就不由得要写杨梅的吃法，
大多数人怕了杨梅的酸， 喜欢把杨梅泡了
白砂糖吃， 其实好的杨梅还是原汁原味的
吃好， 既不破坏它的原味， 也不损却杨梅
的营养。 据药书记载， 新鲜杨梅消暑开胃，
有生津止渴之效； 利尿益肾， 有舒气爽神
之功。 逢上大热天气， 暑气难消， 啖食几
颗， 可去热除烦。

小小说

汉诗新韵

天岳幕阜山

杨梅酸，杨梅甜

七律二首
姚进军

汨罗水荡动神州
千帆百舸竞风流， 接踵人头雪浪愁。
一叶粽香传数代， 两盅酒酵系春秋。
楚台玉冢羞尘挂， 屈子离骚日月收。
诗父词歌天地唱， 汨罗水荡动神州。

注： “诗父” 指屈原。 屈原开创楚辞文体，
也开中国诗歌词赋先河。

说端午
艾叶菖蒲门上挂， 雄黄泡酒保吉祥。
香飘粽米千层意， 竞渡龙舟万里长。
屈子离骚悲故地， 汉云天问动潇湘。
忠魂代代彰天理， 诗赋朝朝写楚江。

遇见
如风

如我来了
请不要讶然
那是雪山花开
佛前求了五百年的遇见

在那个初夏的午后
紫薇含苞
百合芬芳
鸢尾 迎风含泪

请不要轻易地转身
留给斜阳一道风景
请看看柴扉轻启
听听云朵 炊烟
还有盛夏的果实

其实 我们从未相见
又一直遇见
在明丽的清晨
在氤氲的午后

那些从来不见的言语
在白纸黑字里发酵
同四月芳菲
共老窖绵香

遇见真是一种缘呀
不在两两相望
不在朝夕白发
她是万物丛生的精灵
是波澜壮阔的大海
是最深的秋空之蓝
是母亲手中
飞针走线的绣花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