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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商赋
左建国

天地玄黄， 日月无疆。 造化万物， 始有行商。
惠民以道， 数百里清嘉山水， 牵情寄梦； 德行天
下， 三千年郁盛人文， 溢彩流光!
� � � �伟哉洪江！ 七省通衢， 西接滇黔东达吴越， 拓
展丝绸之路， 帆樯车马忙。 壮哉洪商！ 九州行旅，
南连桂林北至洞庭， 再观清明上河， 明珠美名扬。
地灵人杰， 于右任挥翰题洪达； 水碧舰高， 沈从文
泼墨绘画廊。

赞我洪商， 不畏艰辛， 劈风斩浪； 坚毅拼搏，
造福四方。 白手起家， 吉昌号雄起， 能吃苦方为志
士； 鱼龙变化， 庆元丰乘势， 弄潮儿才是栋梁。 上
走云贵， 油木茶烟药酒蜜， 远涉江浙， 瓷铁纸盐丝
布糖； 商贾骈集， 货财辐辏； 不择细流， 汇成大
江！

赞我洪商， 诚信为本， 义利相彰； 生财有道，
物无尽藏。 吃亏是福， 荣信壁联醒世； 义方恪守，
义斋斧记精详。 五府十八帮， 龙蟠凤逸； 十大会
馆， 后裔蕃昌！

赞我洪商， 热心公益， 勇于担当； 感恩思报，
古道热肠。 修桥铺路， 工厂学堂。 民有难乐于施；
天大灾慨而慷。 济危扶困， 育婴堂普济众生； 仗义
疏财， 刘松修情系家邦。

赞我洪商， 和衷共济、 兼容开放； 有利共享，
有难同当。 里仁为美， 从来不乏智者； 外圆内方，
自然码头兴旺。 小重庆、 小南京， 陶朱事业， 端木
生涯； 漫漫兮岁月不老， 浩浩然黎民安康。

嗟乎！ 自古商埠， 都邑大港， 流金淌银， 边陲
有几？ 北有山西平遥， 南有湖南洪江！ 而今， 豪门
霸气犹存， 市井风情留芳。 问苍烟晚照， 盛事何随
波光去？ 看晓雾晴空， 游人尽伴岚色来。 沧海桑田
兮， 流水汤汤； 世纪盛会兮， 共谱华章。 天下湘商
同祭祖， 感恩楚天再启航。 四大古城结金兰， 悠悠
华夏春浩荡！

伟哉洪江， 中国第一古商城！ 壮哉洪商， 山高
水长!

雪山那边
是故乡
彭金辉

10月19日， 一早醒来， 照例打开手机， 显示有
3个未接来电， 都是妻子打来的； 微信上也有妻子
发来的2条信息“新疆那么冷， 多穿点衣服， 天气
干燥， 多喝点水，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 “今天给
你寄茶叶和衣服过来。” 瞬间， 喉咙像堵上了， 我
拉上被子， 蒙住了头……

我现在所处的北疆， 与内地有2个小时的时差，
妻子7点打的电话、 发的信息， 我看到时， 已是近1
个半小时后了。

9月底， 有着27年警龄的我， 告别家人， 加入
了远赴西北工作的警队。 到达目的地后， 我用手机
导航仪测了一下驻地与家所在小区的距离———是
4000多公里。 这是有生以来， 我离家乡最远的距
离， 也是结婚近23年来， 离开妻子和女儿最远的距
离； 而这一离开， 将是整整一年， 亦是离别时间最
长的一次。

我们的三口之家， 近几年聚少离多。 4年前，
孩子去千里之外的济南读大学， 只在寒暑假才回家
与我和她妈妈团聚；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难免三天
两头甚至10天半月的不着家， 妻子常常是一个人孤
单地守着我们的小窝。

所幸孩子在大学毕业前夕， 通过“国考” 考上
了岳阳税务系统公务员， 8月份开始在离家10多公
里的单位上班， 每天晚上都能回家， 我们又过上了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 妻子每天除了上班， 就
是忙着做饭洗衣做卫生， 累得连晚饭后出去散散步
的心思都没了。 “我是前世欠了你们父女俩的。”
妻子会偶尔对着看电视、 玩手机的我和女儿“抱
怨”。

可惜， “好景不长”， 在我来疆后不到10天的
时候， 女儿又去长沙参加为期2个月的新录公务员
培训， 而且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没有特殊情况回不
了家。 孩子她妈， 又过起了形单影只、 独守空房的
日子。

刚开始时， 每天早晚都能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
或发来的微信， 但我在这边工作一忙起来， 晚上执
勤、 清早出勤， 工作时又不能带手机， 常常不能及
时接收她的电话和信息。

好在19日我轮休， 在宿舍宅着， 能及时联系
上。

湖南与新疆远隔万重山， 阻不断的是绵绵思
念。

我还不敢屈指归期， 那样会度日如年。 我期待
归期， 11个月后， 我又能和女儿各坐客厅沙发一
端， 看电视、 玩手机， 任由妻子一个人在餐厅、 厨
房、 阳台忙碌， 虽然有点“不地道”， 却也乐在其
中。

前两天， 北疆下了深秋的第一场雪。 “天气预
报说你那边会下雪了， 要及时加衣。” 下雪的前一
天晚上， 妻子发来了信息。

“还好， 这边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冷， 能适应。”
推开宿舍玻璃窗， 凉风拂面； 不远处， 高高的

山峦， 早已是“原驰蜡像”， 薄雾笼罩中， 家的方
向却是那样清晰———

雪山的那边是故乡……

段启航

我的老师高海波， 同
学们多称“波哥”， 是个
神人。 说他神， 哟， 可有
得细说了。 中等身材的他
架副眼镜， 外表看上去秀
气 ， 其实业余爱健身的
他， 身挂八块腹肌。 当老
师快十年， 也为人之父，
精力比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还旺盛。 最让同学们感到
新鲜的是， 他还时常活跃
于抖音平台上， 账号自称
“麓山霆锋哥”。

我们学校大多数学生
对他的最初了解， 源于一
段他自拍的“学猫叫” 抖
音视频———在“我们一起
学猫叫” 的音乐中， 胸前
靠着呆萌儿子的他， 摇头

晃脑， 一会儿鼓腮， 一会儿比手势，
模仿猫唱笑的动作， 滑稽极了。 这样
的形象， 与同学们想象中的师道尊严
真是差得太“离谱” 了， 逗得我们哈
哈大笑。 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 的
分享， 逐渐流传在了学校各个学生群
里， 猛然间波哥“红” 遍了整个学校。

当其他班的同学还在交头接耳，
打探“网红” 老师情况时， 我已经以
中彩的运气， 成为他的学生一个学期
了。 不得不说， 波哥的地理课， 真的
是有史以来我所见过的最富有活力、
最具创新性的课堂。 整堂课节奏紧凑，
逻辑连贯， 浑然天成， 不含一丝杂质。
我和我的同桌经常感叹， 波哥的地理
课堪称一出艺术气息浓厚的精彩戏剧。

同学们上他的课， 笑声不断之余，
都喜欢记笔记。 到了期末， 那一本本
满满的笔记， 便是一张张喜欢上他课
的证明书。

他的微信公众号也“神”。 顺便帮
老师来个广告呵 ， 微信公众号名叫
“海波农场”。 一个老师怎么办起了农
场呢？ 在 《教育应有农业之美》 这篇
文章的开头， 波哥自己给出了答案。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 教育是农业不
是工业。 时刻提醒着我们无论社会发
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教育都应守住最
原始的根， 这个根应该是遵循自然法
则下的生长。”

《家长！ 除了学习， 你们最应该
关心什么》 《成绩纵然有高低， 自信
人生没输赢》 《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行
万里路》 ……基本每周一篇， 多是教
育笔记、 人生感受。 先别说里面的智
慧， 就冲高老师的勤奋， 跟农民伯伯
有得一比。

“《阳宅十书》 说道 ： 凡宅左有
流水， 谓之青龙； 右有长道， 谓之白
虎……” “位于新疆伊犁河上游的特
克斯城， 以中心城市公园为基心， 向
四周辐射， 成八卦状， 原为元朝道家
邱处机所建”。 一天偶然看到公众号
《波哥讲地理5： 城市如何“风生水
起”》 ……天啊， 原本应该很正经的老
师会闲来无事去研究风水学这常人眼
中的玄学， 太玄了吧！

且慢， 原来这只是拓展阅读内容，
“虚晃一枪” 后， 高老师又“言归正
传”： “风水” 就是追求人地和谐、 共
同发展的一种平衡， 自然风水可能完
美， 但是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过
程中， 还面临着诸多如环境问题、 社
会问题、 经济问题， 而这些问题更加
“致命”。 现代化的“风水”， 就是人类
追求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也就是我们
中国人世代延续的一种信仰。

高二新学期伊始， 惊喜于波哥成
为我的新班主任。 当其他不少同学为
迎来一位“网红” 老师欢天喜地时，
他站上讲台， 表情严肃地就手机问题
“约法三章”， 让我们如受当头一棒，
又精神一振。 “我们高中生一定要严
守学校纪律， 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
过没？ 只有当老师不在乎你的时候才
是最可怕的， 若是老师真的想毁了一
个学生， 给他一部手机就是了。” 逐渐
相熟之后 ， 好多同学对他不再感到
“害怕”， 而是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看
似严厉实则幽默的老师。

热气腾腾的锅里， 一份色香味诱
人、 配文称“强身健体” 的包菜黄焖
牛肉做成了。 伴随着悠扬的配乐， 有
一个人在津津有味地讲解做法。 这是
“十一” 长假我看到“麓山霆锋哥” 最
新的抖音作品 。 天， 没想到他还是
“大厨”。

我的“网红” 老师， 就是这样一
个热爱教学、 热爱生活， 平凡却绝不
平庸的“神” 老师。 你说呢？

吴良琴

今夜，
灯火一闪一闪，
延绵到巷子深处。
似你我走过的路。

月光很苦。
其实，
你比我更清楚。

全麦白啤

今夜，
没有木婉清、 虚竹和段誉，
也没有清朗的星星，
这座城市里，
早已不流行切熟牛肉两斤。
只有一阵接一阵，
不知从哪吹过来的风。

今夜，
江湖不再使我留恋，
人类也不用我操心。
我所在意的，
是摇晃的木桌上，
到底还有几罐，
竖着的全麦白啤。

彭英

1
重阳， 心有所念。 外婆的皮箩， 无疑是我长久的夙愿。

2
小时候， 屁颠屁颠的我跟着外婆的摘菜筐子， 留下一路

的呢喃。 外婆得空就会扯上几皮棕叶， 挑一个干净的地儿坐
下， 给我折皮箩。

棕树是四季常青的， 棕叶也不是稀缺资源， 没有人责
怪。

祖孙坐下。 微风轻拂。 林间的小鸟儿叽叽喳喳。 阳光透
过竹林的间隙， 洒下一串金点子。 偶尔， 会有几只母鸡窝在
叶堆里。 是下蛋还是孵小鸡呢？ 这是我小虎般的脑袋要思考
的。 竹木葱茏， 夏又到了。

而今年的夏天， 却再也不见外婆。

外婆去了哪儿呢？ 我推开门。 难道又去了菜园子里？

3
皮箩的制作不难。 首先要取来棕叶。 选棕叶有讲究。 若

要做出来的皮箩镂空小， 就要挑扇叶靠中间的部分， 粗细均
匀， 条又足够长。

取好了， 接下来就居中对折， 然后交错。 伸出的棕条继
续加对折后的棕叶。 如果做小的， 6个面， 24个格子， 10条
就够了。

做好了底盘， 就来侧面的围合。 要注意的是尽量拉紧，
这样做出来的皮箩棱角分明。

完成这一步， 就有五个面了。 单独的皮箩如果不配上铃
铛， 那是无趣的。

4
外婆喜欢把她珍藏的银铃铛放在皮箩里。 封顶。 这样一

个皮箩就做好了。

再用棕条做好挂带， 穿在我的脖子上。 屁颠屁颠的我，
就和隔壁叔奶奶家的大黄狗比起赛来。 外婆一路小跑， 追赶
着。 “小心！ 别摔着！ ……”

乡间小道上， 撒下一路的清脆。

5
如今， 我也折皮箩。
女儿的奶奶家， 门前有一大口水塘。 水塘的旁边， 有一

棵大樟树和三棵一人多高的棕树。 春风到来之时， 棕叶哗哗
作响。 折下一扇棕叶： “我来给你做个皮箩吧？”

女儿呢喃着： “好啊！”
我和女儿席地而坐。 大樟树的叶隙里， 撒下一地金光。

6
棕叶不经老。 不到半个月， 叶片泛黄， 然后就枯了。 又

要折新的。
外婆的身后， 屁颠屁颠的我， 又指着大黄狗说：“我们来

赛跑吧……”
一路的清脆， 那是爱的层层包裹。

7
生物讲台上， 我一直想着： 福尔马林是不是能让这棕皮

箩变得永恒呢？

清水塘啊
清水塘

刘文星

清水塘， 顾名思义， 应该是有一口塘的。
我出生的地方叫清水村， 在那里塘是随处

可见的， 大大小小， 星罗棋布， 给家乡增添了
许多灵动， 诸多神韵， 让远在他乡的游子时时
魂牵梦绕， 梦回故里。 30年前， 我来到株洲，
怀着一种特殊的情结， 想寻找这口塘， 但是我
没有看到这口塘， 我看到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
工业区， 空气中弥漫的是工人们欢腾的笑声和
臭鸡蛋硫磺味的气体。 这里的每一寸土都承载
着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诸多梦想。 清水
塘没有塘， 只有一个地名。

清水塘， 俨然成为了方圆十几平方公里工
业厂区的代名词。 清水塘的水哪里去了？

因为水， 我开始探究起清水塘的前世今生
来。 问过老人， 其实很多年以前， 清水塘是有
水的， 水面不是特别宽绰， 但水是很清冽的。
清水塘不仅有水， 还有很多小山， 南边的石峰
山高峰峻骨， 鼎足而立， 撑起青天， 巍峨的石
峰塔披霞挂彩， 云海翻滚， 东边的九郎山层峦
叠嶂， 云气氤氲， 清水塘被两山簇拥， 裹在其
中， 轻纱遮面， 层林隐隐。 彩霞映在清水塘的
水面， 泛起缕缕金光， 那是一个撩人的醉啊！
偶有垂钓老人， 坐在塘边， 钓起一抹夕阳。

上世纪50年代， 清水塘被列为国家“一
五” “二五” 期间试点工业区， 随着一列火车
的到来， 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 惊心动魄的开
掘中， 取而代之的是烟囱林立的工厂。 工业的
繁荣， 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享誉四方， 带
动了一座城市的兴起， 这座城市也从此被喻为
火车拖来的城市。

其实， 这里早就有工业的， 上世纪30年
代， 粤汉浙赣、 湘黔铁路在此交会。 人们揣着

“工业救国” 之梦， 在此兴建了铁道株洲机厂、
湖南陆军机械厂， 这里号称“中国的鲁尔区”，
只不过“工业救国” 之梦， 很快被日军的炮声
击碎， 消失在历史的叹息中。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当年的清水塘， 不仅
有山水， 更有湖湘特有的人文血性。 在大冲村
的槐庭， 1906年的暮光中， 就走出了一个叫秋
瑾的女人， 她不满封建几千年的帝制统治， 为
推翻帝制和解放女权抗争。 她东渡日本留学，
她剑胆琴心， 豪情冲天， 她甘为复兴中国当代
女子牺牲的第一人。 “金瓯已缺总须补， 为国
牺牲敢惜身！ 休言女子非英物， 夜夜龙泉壁上
鸣。” 在宋家桥， 我看到余琴山的一副挽联：
君六日流血， 我六日招魄， 时既去， 时又来，
天贶长留纪念日； 古十人兴周， 今十人复汉，
其男多， 其女少， 邑姜而后仅斯人！

这就是清水塘啊！ 大美的清水塘！ 悲壮的
清水塘！

我很庆幸终于和清水塘有了真正的交集，
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 在两型社会建设中， 一
声号令， 一百多家危化企业在2017年秋天全面
关停。 这些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 就这
样， 轰轰烈烈的崛起， 平平静静的退出。

在炸厂平地的最后时光里， 一群北京、 省
城的知名画家来了， 他们画烟囱， 画旧厂房，
他们在寻找什么？ 抑或想抓住点什么？ 一位领
头的老画家告诉我， 他们啊， 想给历史留下一
份珍贵的工业记忆， 给自己和后人存一份念
想。 他们更渴望， 等清水塘有了一口真正的

“清水塘”、 恢复到蓝天碧水的那一天， 再来画
清水塘的山水。

在画家期许的目光中， 我似乎看到了一片
湛蓝湛蓝的秀色。

我
的
﹃
网
红
﹄
老
师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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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