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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展翅

我们又出发了， 为了心心念念的湘江。
这次我们的队伍壮大了， 湘江流域6个市的
35名中小学生与我们一起，走读湘江。

为母亲河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是我的
初心。

故事，要从2015年说起。
我是地道的长沙伢子， 喝湘江水长大。

刚上小学时，老师在课堂上讲，湘江是我们
的母亲河，它的源头在广西。 2013年，国家
水利部通过勘测，发现湘江的源头其实在湖
南省永州市蓝山县。

原来湘江源头就在爸爸的家乡，这一发
现让我欣喜，抑制不住好奇与向往，我很想
去源头看看。 机会来了，2015年9月，湖南环
保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湘江
探源的活动，我知道后立即报名参加，第一
次来到了湘江源头。

湘江发源于蓝山县紫良乡野狗岭，说这
个名字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但如果说它就在
九嶷山的南侧，大家就清楚了。 我们在那里
徒步、露营、探源，穿越原始森林。

那个地方自然环境非常美，基本上是未开
发的原始状态，尤其那里的水质，可以直接饮
用而且甘甜可口，所有的这些让我们产生了保
护它的念头。 这次旅程结束后，湘江源的青山
绿水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我很想再去仔细探求
湘江源头的奥妙。 但由于忙于学业没有成行。

直到我们初中毕业，9个当时参加探源
并且对湘江源念兹在兹的同学决定再次探
源，全面了解我们的母亲河。

2017年6月，我们结伴而行，从长沙出
发奔赴湘江源，再从湘江源一路向北，一路
探究， 来到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岳阳城陵矶，
行程2000多公里， 发放了3500多份调查问

卷，撰写了3万余字的湘江及沿岸环境报告。
青春浸润着河流的力量。 这一行，参观

污水处理厂，下河测水样，了解电打鱼，和多
位当地政府环保人士交流经验……我真的
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湘江源头。我们采
集水样后都很兴奋，一个个传递， 一个个仔
细观察，感觉这里的水和环境相比上次没有
太大的变化，这令我们感到欣慰。 我们为源
头有如此干净的水而自豪。

悲喜总是交织。在水口山一个企业的排
放口，记忆就比较惨痛。 面对大量工业垃圾
漂浮物造成的水质污染， 我们个个神情严
肃。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污染排放的废水或
污水会进入湘江，可能导致下游的人们身患
重疾。 我记得当时随行的摄影师流下了眼
泪。这一刻，我暗下决心，要用我们青少年的
力量保护好湘江，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第二次探源回来，我们没有停止青春的
脚步。 我们9个人在当年9月成立了“走读湘
江环保公益社”。在团省委、省河长办的支持
下，通过开展河小青体验营活动，带动我省
中小学生开展环境保护和巡河等活动。我们
创建了自己的网站和公众号，在网上传播中
学生生态环保力量，希望让更多的中小学生
了解生态环保意识的重要，让他们在实践中
体验到生态环保的乐趣和魅力。

因为一份初心，我们始终在行动；因为
坚持行动，未来逐渐清晰。

我们的“走读湘江”公益活动现在规模
不大，也很年轻，但正因为有这股年轻的劲
头、坚定的信念和毅力，我们才能克服种种
困难。 爱默生说：一个朝着自己目标永远前
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我们的努力，也在影响着更多人。 走进
长沙各中小学进行宣讲、开展“河小青”活动

等，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伙伴积极加入、参
与到活动当中。 我们的故事， 也被新华社、
《湖南日报》、新湖南、《潇湘晨报》等各大主
流媒体相继报道。

一年来我们持续推动保护湘江的各项
活动，先后获评中国第八届“母亲河奖”绿色
团队奖、 亚太低碳峰会高峰论坛特别贡献
奖，“走读湘江环保公益社”还被写入了中学
地理教材。袁隆平爷爷亲切接见了我们几个
社团发起人并题写了社团名。

今年6月3日至6月5日，我作为全国最小
的和唯一的中学生代表，在习近平总书记首
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浙
江安吉余村，参加了由团中央、全国“保护母
亲河行动”领导小组主办的全国青少年生态
环保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培
训交流活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听取了
我代表社团作的汇报，对“走读湘江公益社”
的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和我的伙伴们， 没有因为荣誉而骄
傲，我们的脚步没有停下，我们的梦想在诗
和远方！

今年7月23日是我们第三次探源， 从湘
江入湖的岳阳出发，直抵湘江源头，沿途对
湘江进行非常仔细、严谨的生态考察。同时，
我们还会在湘江流域6个市建立起自己的站
点，进一步扩大我们中学生的生态环保影响
力，呼吁更多的人参与保护母亲河行动。

可能会有人觉得，你们是中学生，力量够
么？我说，这不是问题。只要你行动起来，你就
会发现，你能做的，比你所想的，要多很多。

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指环王》
里有一句话：即使是再渺小的人，也能改变
未来。

要永远相信自己，不要放弃！ 一如我们
没有放弃这段与湘江结缘的青春之旅。

何宇红

对于纪红建获得鲁迅文学奖， 我并
不感到意外。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觉得这句
诗就是写给纪红建的。

第一次见到红建， 是他刚刚从部队
回归家乡参加长沙市作家协会的年会，
他因为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被推上主席
台， 台上的他黝黑中透着几分红润， 朴
实得就像田野里的一棵稻子， 他一开口
却是那么低调可亲， 原来还是垂着果实
的谦逊的稻子。

这样可爱的红建， 一下子就赢得了
大家的喜欢， 大家都愿意亲近他。

红建这棵稻子的根基在望城， 他的
家在望城区大众垸新康乡， 一打开门就
是茫茫的大地， 大地上田野横铺， 河道
迂回。 他的父母就在这片土地上谋食。
他们在田野上种植水稻， 在河道上放鸭
养鸭， 年复一年换得红建兄弟姐妹的学
费和生活费。 从小跟着搞“双抢” 的他
深知土地劳作的水深火热， 懂得只有劳
作才有收获， 更深深懂得要做一个硕果
累累的稻子只管埋头苦干， 使劲在大地
里汲取营养。

红建感恩大地， 他是大地的儿子。
他把他的文学梦种植在坚实的土壤里，
不断生长。 他写作就像他父亲在大地上
种植庄稼， 勤奋、 扎实、 真诚， 处处充
满太阳的温度。

红建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作息
时间常常是晚上8点睡觉，凌晨3点开始起
床写作。他是报告文学作家中最多产的作
家之一，《哑巴红军》《忠诚》《诗歌生长的

地方》《中国
御林军》《不
育不孕 者 调
查》《母爱最

真》《决战中亚》《国家血管》《有一个地方
叫望城》《马桑树儿搭灯台》《见证》……40
岁的他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名副其实，而且
这些著作一部一个台阶，一步步走向大地
深处。

红建写报告文学不止是用手中的笔
在创作， 他还用脚在大地踏出扎实的诗
行。 写 《见证》， 他的脚扎进了大别山革
命老区； 写 《马桑树儿搭灯台》， 他的足
迹遍布桑植； 写这次获鲁迅文学奖的
《乡村国是》， 他走了中国的202个村庄。
每一次行走， 吃苦耐劳的他在公交车、
三轮车、 拖拉机上辗转， 在各种方言中
操着一口长沙普通话和老百姓交心， 而
且每次都是自费采访。 白天他走村串户，
晚上就苦苦思索， 国计民生，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他不止是实录， 还有探求，
还有追问， 这样扎实的行走和采访， 必
定会让他的作品越来越深刻， 也越来越
有力量。

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 红建都有一
颗真诚的赤子之心。 采访的路上， 他总
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最底层的农民， 最
基层的干部， 无数次走进和他父辈一样
的乡亲， 倾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 当看
到贫困家庭穷得一家人共穿一条裤子，
他的心揪得流血； 当看到贫困孩子渴望
读书的眼神， 他泪光闪闪拉开自己并不
厚实的钱包； 当他看到“为了生存， 永
不放弃” 的吴天来做出的一系列抗贫事
迹， 震撼得晚上失眠……他的行文， 并
没有什么华美的语句， 却自有一腔真情
在其中涌动， 有一股忧国忧民的情怀在
其中奔流， 那是大地之子的赤子之情。
记得我在湖南首届报告文学班中朗诵
《乡村国是》 的片段， 学员们被感动得流
下泪来。

红建为人有一种根植泥土的善良。
与人为善， 给人相帮， 红建走到哪里帮
到哪里。 只要你是真心热爱文学， 就可
以在他这里找到温暖， 得到写作的专业
指导。 作为望城人，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
己最初出发的地方， 这些年他为望城的
文学事业助力， 鼎力相助望城的各种文
化活动， 全力把望城作家引进毛泽东文
学院学习， 为他们打开更大的天地。 作
为湖南人， 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热爱报
告文学的湘军， 他帮助他们选题材搞创
意出作品， 但是每次开作品研讨会时，
他总是默默地忙前忙后。

大地母亲总是给她热爱的孩子以回
报， 给坚实有力的行走以回声， 给勤奋
耕耘的人以果实。 各种大奖接踵落到红
建头上： 鄂尔多斯文学奖、 湖南青年文
学奖、 茅盾文学奖新人奖、 鲁迅文学奖。
每一次获奖， 红建只淡淡一笑， 然后真
诚而谦逊地说谁谁谁比他更强更应该获
奖。 有人说红建的谦逊是学不来的， 因
为他从来不装， 他的谦逊是骨子里的，
因为他总是把自己当作大地上一个行走
的孩子， 当成大地上的一棵小草、 田野
里的一棵禾苗。

现在的红建， 早就不是当初的那棵
庄稼， 而是一棵大树了。 当我们用仰望
的姿势看他， 他却总是和我们并肩站在
一起。 因为大地的儿子总是俯着身子把
他的枝叶垂向大地， 他的心深深扎进了
人民， 他的根深深扎进了大地深处。

谢乐勇

他的世界很大
一个人站在地球的上方
孤独地与世界对话
用自己的语言
思考距离
演绎算题
诠释光与网的交媾

他的世界很小
目光如磁
绽放 击穿某种电流
捕捉游荡的萤火
那闪烁的 万万次的微光
如漫步太空的生命太息
远去 湮没在星系长河

他的世界很静
修炼如佛 青灯舞影
一场超越时空的马拉松
一场孤独陪伴的竞跑
黑暗随行
他亦把黑暗撕裂

他的世界很闹
一个人的语言 一个人的对话
一个人喋喋不休
驾驭不羁的光
在玄妙之地 斩获未知的不可能

他的世界很纯
深山清泉 高天云霞
传达萌生万物的能量
以火的姿态
昭示光芒
沉默如山 喷发如山

他的世界很美
高山与云天的相峙相恋
以风的轨迹
宣示发现的柔美野心
捕捉不可见的真实
徒步在维
以仁爱的诗人之眼
发现美 寻找光

读8月8日《人民日报》
“宣言”有感

王孝忠

任它穿林打叶声，
虎啸狼嚎且徐行。
艰难险阻何所惧，
妖魔鬼怪一锅烹。
驱寒破冰梅松竹，
开天辟地精气神。
大国风范看华夏，
从容镇定驾乾坤！

李梁宁

几十年来， 我的身体时常与医
院“磕磕碰碰”， 吃过的药可以用
卡车装， 输过的血可以用水桶盛，
身上动过的手术也有五六处， 有人
曾戏言我可以写一本 《身体历险
记》 了。 说实话， 很长一段时间
里， 我诚惶诚恐， 生活在“担心”
“担忧” 和“害怕” 之中。 然而，
世上的事情或许就是这样， 病多
了， 病久了， 对生老病死也就看淡
了。

前年秋季， 一纸体检报告又把
我推到了生命的边缘。 按说这次病
情更重、 手术部位更重要、 创伤更
大， 也更揪心。 但是， 从家人到主
刀医生， 都对我当时的表现感到十
分诧异， 别的不说， 光听那病的名
字， 就会让人吓晕， 何况还要手术
切除， 这后面是什么结果都还未
定， 有谁能如此镇定？ 其实， 我并
非圣贤豪杰， 也就是26年前那场大
病， 让我死里逃生， 于是， 我用
倒计时法计算着自己的人生， 心
底里只有感恩和幸福， 没有遗憾
和害怕。 手术似乎变得“索然无
味” ……或许， 这就叫心静如水。

心态是最好的医生， 快乐是最
好的良药。 这“索然无味” 的一
刀， 既切除了我对疾病的恐惧， 又
开辟了我对新生活的向往。 于是，

我开始注重对生活的享受， 对快乐
的追求， 带着快乐去习字， 带着快
乐去摄影， 带着快乐去旅游……

通过习字， 我在快乐中领悟了
做人的“稳重” ， 学会了遇事的
“淡然”， 增添了生活的“潇洒”。

把玩相机， 我发现， 光的变化
是那么美不可测， 它是大自然活的
灵魂， 在这五光十色的美景中， 我
们享受生活的快乐。 而在日常生活
中， 镜头可以让我们随时捕捉人间
的美善和丑恶。

旅游是一种全身心的放松， 它
把美景、 知识、 快乐、 锻炼、 疗养
融为一体。 当我在大西北沙漠里穿
行时， 我为那些默默无闻、 埋头苦
干的骆驼“精神” 而感动； 炎热的
夏天， 漫步在塔尔寺的长廊中， 看
到老僧人为环卫工人送去水果的画
面， 慈善像一股清凉的甘泉滋润了
我的心田； 寒冷的茶卡盐湖上， 看
见姑娘、 小伙子们打着赤脚“疯
狂” 展示着各种美妙的舞姿， 那一
刻， 再老的年龄也会燃起青春的火
焰……

其实， 生活并没有那么复杂，
它需要我们自己放下心中所有的包
袱； 疾病也没有什么可怕， 它需要
我们静下来， 好好地用“心” 治
疗。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 我
们可以用有限的生命去拥抱那无穷
的快乐！

王月冰

天热， 我在庭院深深的小区里散步，到
处是绿树草坪，水系环绕，夏花绚烂，但就是
闷热，迎不到一丝风。

身边的人说，偌大的小区，地势这么高，
总有风口吧。

可是，我们从楼盘的一期追寻到楼盘的
三期，穿越了不知多少栋房子，始终没捕捉
到风。

有些失望了，决定还是往回走。 突然，一
丝凉风从我脸上滑过。 我愣了一下，退回几
步，又一缕风迎面吹来，凉爽，舒畅。 看看远
一点的树，几乎没动，可我周围的树，慢慢悠
悠地摇着。

身边的人惊呼：“找到风口了。 ”我看看
周围，这里处于两栋高楼的夹缝之间，居高
临下可以看到一片墨绿的果园，开阔的空气
到此处突然被房子挡住，往楼缝里挤，就形
成了风口。

从此，黄昏时，我总喜欢坐在这风口读
书，听音乐，看远处的风景。 风口，果真是美
好的境地。

吹着凉风，不由得想起，“风口”一词近
几年似乎特别流行。 谁成功了，谁成名了，就
说他站到风口了，是“风”自然而然把它吹成
功了，套用网上的话就是“站到风口，连猪也
会飞起来”。 于是，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平庸与
失败归咎于没找到风口，运气不佳。 可是，那
些站到风口的人，真的是突然就与“风”相遇
了吗？ 在此之前，他们在干什么呢？ 其实，在
此之前，他们都在辛苦地赶路，有的甚至赶

了很远很远的路。
去年，我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阅读

量始终上不去，粉丝没几个，大家纷纷说自
媒体的风口已经过了。 我好遗憾自己没赶上
那个风口，特别羡慕那些莫名其妙就在“风
口”上飞起来的人。

有一天，我偶然邂逅到一位站到了“风
口”的男士，他制作的原创视频总是有六七
十万到数百万的阅读点击。 我说他运气真
好，找到了“风口”，这两年网络视频这么火，
你这不红都不行啊。 他把他之前的经历一一
列给我看，我几乎目瞪口呆。

在此之前，他注册过七八个自媒体个人
号，推送过成百上千个视频，几乎每天工作
18个小时以上，但都没有“红”，后来他研究
原创视频，一条条一点点修补完善，力求优
质、完美，折腾了七八个月，有一天终于似乎
是突然就“火”了。 他说，风始终都在那儿，很
多生命力强的领域都有风，但并不是有风就
有风口，风口是个人的气场借了风力而形成
的。 气场是怎么来的？ 一点点积起来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风口”封闭
了，而是我还没有摸索到它，一如我在小区
里那样急躁地晃悠，始终找不到凉风，以为
全世界的夏天都屏蔽掉了凉风， 殊不知，只
要你耐心寻觅，总能找到习习清风。

路，一步步地走，所经历的风景便会一
幅幅地积攒，融进一个人的气质里，气场慢
慢形成，风被吸引而来，个人的风口就此形
成，强劲，有力，蓬勃。

所谓风口，都是走了很远的路，脚下带
风而成。

根深深
扎进大地深处

———纪红建印象

纪红建，湖南望城人，湖南省
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
南作家网主编，毛泽东文学院培训
部主任，长沙市作协副主席，文学
创作一级。 已出版《马桑树儿搭灯
台》等长篇报告文学十余部。 多篇
作品入选各种年度选本。 曾获第二
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十一届全
军优秀文艺作品奖、第二十八届湖
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五个一
工程”奖等，今年8月获第七届鲁迅
文学奖。

站到风口

与湘江结缘的
青春之旅

汉诗新韵

———致“微信之父”张小龙

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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