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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杜公墓祠
刘克邦

1200多年前，“诗圣”杜甫，满怀忧国忧民的抱负和壮
志未酬的失意，乘船漂泊至此，突遇大雨倾盆，江河暴涨，
重疾染身，心力交瘁，溘然倒下……
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小田村，阡陌纵横，田园次
第，炊烟袅袅，鸡鸣狗吠，因了一座千年古祠，增添了几分
传奇色彩。 这座古祠，就是杜甫墓祠。
杜甫墓祠坐北朝南，占地10亩，总建筑面积3865平方
米，始建于唐代，经无数次修葺，历经风雨，饱受战乱，在一
片修竹与松柏的簇拥下，像一位看破红尘、独善其身的老
人，在蓝天白云之下、农家田园之间修炼打坐，闭目养神。
抬头仰望，古祠青砖黛瓦，粉檐翘角，肃穆庄重，古香
古色，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氤氲其间。 坚实的外墙上，斑驳
陆离，色彩杂乱，依稀可见悠远岁月侵蚀的痕迹，彰显了这
栋古建筑独有的历史记忆和不凡经历。
奇怪的是，古祠的大门不在中间，分设东西两头，西大

难求平常
如愿绝好
肖尔练

“官厅”两厢各设展厅，分别展示着杜甫生平和墓祠简
介；“官厅”正中，上挂清嘉庆学者张瓒昭题写的“学海流
长”额匾，下贴清朝著名大臣李元度所著千字文《杜墓考》
木刻，分别对杜甫功绩和杜甫墓祠的考证作了详尽介绍与
公正评价。 可惜的是两侧墙上的壁画和诗文因年岁已久残
缺不全，模糊不清。 我想，这些图文肯定与杜甫或杜甫墓祠
有关，只能留待后人去考证了。
最吸引人的，要算“官厅”中两根廊柱下刻有莲花瓣纹
饰覆盆式麻石基座， 虽经千百年来天灾人祸的蹂躏与摧
戕，已损边去角，伤痕累累，但据众多古建筑遗迹例证，为
唐代柱础的形制，仍不失它的文物价值和远古风度。 我凝
视半刻，弯下身来，轻轻地抚摸它，仿佛跻身于那个战火不
断、民不聊生的远古年代，不由得吟诵起圣贤的那首《春
望》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
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穿过“官厅”，就是杜文贞公祠。 公祠前院后祠，清寂，
幽深，倒是一处安闲之地。
庭院中央，有一棵古老的罗汉松，据说已有500多年树
龄了，古朴、风雅而苍劲。 这树，似乎如大诗人生前一样，虽
然在四面庇护遮风挡雨的院子里生长，但仍然不甘心于长
年累月小天地里的滋润与安然，执著地、倔强地向上攀爬，
探出庭院，环顾与关切外面的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
公祠廊柱上挂一副对联：上联“千秋痛感茅屋叹”，下
联“百代犹闻酷吏呼”，既形象地反映出杜甫的悲怆命运与
坎坷一生，又精辟地概括了他不仅喟叹自身的怀才不遇和
命运不公，更对当时的朝政腐败战乱不止动荡不安民不聊
生充满无尽的忧愁、伤悲与愤懑。
公祠中央，“诗中圣哲”的牌匾下，竖一尊杜甫端坐的
铜像。 铜像左手抚膝，右手握书，神态凝重，遥望远方。 似在
潜心攻读，又如毕卷沉思，抑或心事重重，怀念远在他方终
不能归的故乡， 忧虑百姓的困苦与国家的存亡。 其貎、其
态、其情，令人动容！
从杜公祠后门出来，几步之遥，便是杜甫墓。 这里树木
葱茏，寂静安宁，四处飘散着泥土与松柏的清香，身怀仁爱
之心、漂泊辛劳了大半辈子的杜甫，虽不能实现自己施展
才华报国佑民的抱负，但也总算是随了心愿，找到了一处
远离功禄与繁芜的安身之地。
整个墓地建在一小山包上， 用大块红石垒砌墓壁，成
扇形围护着墓穴；墓顶为一块块麻石拼接，像一顶结实帽
子覆盖其上；墓前竖一青石墓碑，上刻“唐左拾遗工部员外
郎杜文贞之墓”；碑前小坪青砖铺地，呈现一圆一方图案，
寓传统“天圆地方”之意。
在杜甫墓前，我默默无语，深深三鞠躬，由衷祈祷：伟
大的诗人，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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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林
把月亮藏在山凹
把太阳轻轻托起
脉脉看着在浓雾中渐渐苏醒的你啊
亲爱的， 十八洞

100 多个日日夜夜
我们朝夕蜷缩在你温暖的怀抱
在竹子寨
为你拂去岁月的尘埃
在莲台山
用脚步丈量你绿色的未来
梨子寨的纪念碑
耸立的是你精准扶贫的灵魂
蜿蜒的游步道
是你向游人婀娜起舞的飘带
怎能忘啊
高名山上蝴蝶妈妈的嘱托
怎能忘啊
夯街峡谷还流淌着你乳汁般的情爱

100 多个日日夜夜
星星为我们点亮征程
汗水为我们洗去倦怠
忘不了啊
多少次为你苦心竭虑
多少次为你宵衣旰食
忘不了啊
多少人为你别妻离子
多少人为你风雨兼程
怎能忘啊
苗族阿爸酒碗里盛满的幸福
怎能忘啊
苗族阿妹绣房里织就的颂歌
亲爱的十八洞啊
阳光不老
青山永固
绿水长流
物阜民丰
是我们虔诚的期许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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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赋
仲伯
雪 峰 巍 峨 叠 屏 障 ，武 陵 逶 迤 盘 锦 江 。
蚩尤血脉流千年，大山深处是苗乡。 盘瓠
歌里听古风，苞茅酒中岁月长。 月城古巷
说伏波，天瑞阁上赏麻阳。 卅载巨变客不
识，只 道 麻 阳 似 汴 梁 。 西 晃 山 下 富 硒 米 ，
吕家坪里好文章。 橘柚管饱不值钱，那是
长河旧时光。 社戏已无凄惨调，曲高酒酣
方收场。 高山盆地景致异，上下麻阳语别
样。 楠木桥村往西行，一路耀金黄。 九乡
联创兴果业，连横攻坚奔小康。 黄茶越岭
竹子坳，果蔬满坡隔山望。 十里画廊十里
秀，一 滴 汗 水 一 滳 香 。 葱 茏 扑 面 游 人 醉 ，
精准帮扶干群忙。 子充犹念民无如，公仆
岂让贫益猖。 眼前华年白了头，远处荒山
披绿装。 无数欲眠难成眠，几多危房换新
房。 乡 村 月 夜 衣 凝 霜 ，农 舍 灯 下 话 家 常 。
勤耕善管辅农技，提质增收有电商。 请问
谭家寨里人，省府小伙可咋样？ 未等支书
开口言，憨厚乡亲已帮腔。 队员上门狗摇
尾，酱 色 皮 肤 村 民 样 。 小 黄 天 猫 开 网 店 ，
哑巴能算脱贫账。 产业成链富有方，驻村
干部好儿郎。 每入村寨已感怀，又闻此语
泪盈眶。 民情民心民为上，尔福尔康尔吉
祥。 如 若 颐 养 辞 喧 闹 ，愿 到 福 地 享 寿 康 。
抱膝豪吟百岁歌，吟罢日月吟沧桑。

此花
不在你心外
莲心
知为谁苦

，

不知不觉间， 来北京念书已一年多了。 那
天， 突然接到同在首都上学的高中同学韵的电
话， 她说星期天想跟我碰碰。 我忙不迭回答，
没问题啦。 她来了， 头绪混乱地说个不停。 听
了老半天， 我总算明白了， 原来是她对本院一
个偶有接触的学长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与此同
时， 对在家乡省城读书的男友也是我们共同的
同学， 越来越有了嫌隙。 要知道， 她那位男友
可是我们全班女生公认的“白马王子” 哦。 因
此， 她深陷矛盾与痛苦之中。 我委婉地劝慰她，
没事呢！ 这只是中了魔而已， 就是著名学者朱
光潜所描述的“凡所难求皆绝好， 及能如愿便
平常” 那样一种心理魔咒。
常言道， 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
感悟， 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境遇亦有
着不同的感悟。 不错， 在书里书外的感情生活
中， 人们常常以为得不到的便是最好的， 而得
到之后却又向往着另外一个。 殊不知， 往往是
自己已经得到最好的一个了， 那得不到的还不
如自己当下所拥有的。 也许， 你只是因为被对
方一时耀眼的光芒所吸引而看不到其内里的瑕
疵。 但绝对是， 基于你丰富的想象， 对方才走
向完美。
作家薛冰家门口有一家包子铺， 她常去那
儿买包子吃。 她如此描述： “他家的包子让我
很享受， 吃在胃里舒服， 心里也舒服。” 在跟先
生吵架时， 薛冰渐渐地就喜欢上了一句： “离
婚， 我宁肯嫁给门口卖包子的。” 这不仅仅是气
话， 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 她竟向往着和包子
哥一起生活了。 于是， 就带着一腔怨气去那里
买包子， 一看到包子哥满脸灿烂的微笑， 心里
头那股怨气就消散开了， 竟觉得自己很幸福。
此后， 只要先生不在家， 她的饭就全是包子了。
可是， 有一天去包子铺时， 她仔细观察包子哥，
突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包子哥对她确
实不错， 整天都是满脸灿烂的笑容， 可对他家
夫人却总是皱着眉头在嘟囔。 原来， 包子哥的
笑容是只给顾客的， 并非给所有的人。 正是那
天， 薛冰顿然开悟： “不要奢望一个根本不存
在的人， 不是和他在一起就能够一切如意。 这
个世界和别人无关， 别人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助
缘， 是我们发现并阅读自己的镜子。 当你真正
放下了心中的索求， 才会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
的。”
是啊， 感情生活如此， 其余日子何尝不是
如此。 当我们放下奢望， 接受不完美， 便会获
得轻快和坦然； 若不放下奢望， 或将永远生活
在失落和怨怼之中。 既然都是为了可以有更加
美好的生活， 又何不怀以清代名臣曾国藩“既
往不恋， 当下不杂， 未来不迎” 的澄碧心态面
对这一切。 站的高度不同， 则人生态度不同。
看待现实生活当努力摆脱“凡所难求皆绝好，
及能如愿便平常” 的桎梏， 代之以“凡所难求
皆平常， 及能如愿是绝好” 的平常心态， 珍惜
已然拥有的， 并用心去体味个中之美。 倘能如
此， 我们必定拓出自己美好的诗和远方来。

门紧闭，只能从东头僧舍进出，也不知是设计者嘲讽那个
时代朝风不正需走“偏门”的有意之作，还是建造时因地理
所制结构布局需要的无奈之举。
僧舍门前，上方镶嵌在墙体上的青石板，端端正正刻
写着“阐幽菴”三个大字。“阐幽”，应为“显露幽深”之意。 但
“菴”字却难以理解了。 通常间，“菴”者，女性修行人居住寺
庙也。 没有资料说明这是何因。 难道此处还有不为人知的
隐秘？
进得门来，庭、井、阁、房，浑然一体，全然一派江南庭
院风格。 庭院正中，一扇窗格屏风，将前后两厢分隔开来，
既显开放，又护宅室，内外有别，两全其美。 左右两方天井，
上通天，下接地，既能采光，又可疏浚，且具通风透气之效。
除此之外，还不忘在天井中置一水缸，盛满清水，以作防火
之用，安全意识可见一斑。 整个建筑格局科学合理，充分体
现了“天人合一”与“阴阳兼顾”的理念。 赞叹之下，我不得
不佩服起古人建筑与设计的敏锐与智慧来。
从左边天井，越过拱门，来到“官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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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荷池，绝对有我当年种下的一朵荷花！ ”
老师这样说着，脸上写满了骄傲。
迎着冬日的暖阳， 上个周日的上午我和我们
的竞赛教练再次来到湖南师大。 路过桃子湖的那
片荷塘时，我们再次驻足畅谈。
荷池里头，荷叶东一块西一块地贴着，有些泛
着枯黄，大多还是老绿色的。 周敦颐说：“莲，花之
君子者也”，诚然，眼前荷池中的那一株株莲梗仍
然不屈地挺着，荷盖用力地撑着。 莲花又叫荷花，
是一种水生植物。 根系生于污泥之中，绿叶浮于水
面。 夏日，莲就摇曳于清水、绿叶之间，似九天仙
姝，或玉洁冰清，或高贵艳丽。“接天莲叶无穷碧”
碧的是青春的无穷勇气和少年的无限可能。 尽管
看不见夏日荷花的倩影，听不到水里的蛙鸣，但我
还是被眼前的莲心的力量震撼了， 因为在这不屈
的莲心里， 正在苦苦酝酿着来年夏天那流光溢彩
的希望。
第一次被它们惊艳， 还是在我刚上小学的时
候了。 那年夏天，我完整目睹过北京圆明园的夏季
之魂，那就是水上荷花争奇斗艳，景色唯美，令人
心旷神怡!
小时候我很喜欢吃莲子， 自从跟着表哥买了
一束莲蓬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相比莲肉，
—藏在白珍珠里的嫩芽， 似乎
我更喜欢吃莲心——
更漂亮，更珍贵。 陆玑在《诗琉》中写道莲心“味甚
苦”，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它的喜爱，因为在我看
来，它确实有种清甜。 当然，实际上它是苦的。 不
过，人生百味，苦与甜在于你当时的心境而已。
曾看过一个故事，说宋朝曾有个太守，为官清
廉。 他家后院有一处荷塘，塘内莲心不同别处，不
仅味道甘甜，还有强心健肾之效。 用以制酒，酒味
清冽，樽溢荷香，皇帝得知后更是钦定用他家的莲
心制贡酒。 加上他政绩显赫，很快他就坐上了参知
政事的位置。 可没多久，他就被权势迷了眼
睛，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于是他家荷塘里的
莲心变得奇苦，甚至有些微毒。 皇帝喝了这
样的贡酒以后大病一场， 龙颜震怒
之下以欺君谋逆之罪处死了他。 从
此，荷塘枯萎，再无生机。 可见一花
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水中之莲心，
早已嵌入盛夏荷花之生命。
世人爱莲之美，敬莲之风雅
与气质，又称它为出水芙蓉。 人
们常把莲心比廉心。 荷池之中，
莲者有莲心， 方能出污泥而不
染；尘世之间，廉者因廉心，源洁
而流清。 荷池之中，莲者有莲心，
故亭亭玉立；尘世之间，廉者因
廉心，形端而影直。

田瑛

朋友喜欢拍照， 总在朋友圈内分享抓拍
的细节之美：一滴晨露，一只蝴蝶，一只蝉，一
只小蚂蚁，一朵小花等，图片总是活灵活现，
丝丝入扣，让人不得不感叹，风景无处不在，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的眼睛。
新小区没有熟人， 自己才有了独自散步
的习惯。 时间总不充裕， 自己才有了没有预
约，即刻启程上路的行为。 这对于秋荷来说，
不是寻求一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之浪漫，恰
巧是自己释放心情的需求。
谈及旅行，有伴自然好。 如果不允许，一
个人，行走青山碧水间，其实也不错。 正因为
一个人，才有了细细寻找的心思，才有了用心
欣赏每一处风景的举动。
人随景走，心随景至。 大家一定注意到，
我们爬山时，常常能看到松鼠。 一个人行走，
你如果静静地观察， 就会发现松鼠们动作十
分敏捷， 你也会发现它们由于害怕人而躲藏
的机警模样。 还有每一次风声，流水声，鸟鸣
声，总能清脆入耳。
秋荷觉得，只有你走进大自然，即使是没
有活像的物体，一旦入你的眼，你就会发现它
的灵性，它便会在你的心中活跃起来。
写到这，我想起王阳明先生那句“你未看
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
心外。 ”何尝不是如此呢？
秋荷以为，生命中许多事情真是如此。 比
喻，当我们想起母亲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
寸寸节节，那个地方，总是让我们眺望；那个
地方，总是让我们回想；那个地方，有我们无
法抽出的根。 那个地方，总有一根思念的绳索
在牵扯着我们。
我写诗歌，总是喜欢写开出美丽的花，像
一朵花绽放等， 是因为我在用心写自己的感
受，写自己对大自然，亲情、友情、爱情 的 感
悟，美丽的心情像花儿一样。
对文字，我一直怀着敬畏的心理。 当我遇
到自己有感觉文字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投入
神思，才会做第二次或者更多次细读。 因为文
字的喜欢，即使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人，读久
了，文字也就如人，自然熟悉亲切起来。
我总觉得， 是心的滋养， 才有花开的娇
艳，是心，才让花有了魂，让事物有了灵性。
许多东西都是有灵性的。 上个月，朋友
帮忙买了108粒星月菩提， 我将她们穿成串，
每天抚摸。 久而久之，我把她们身上的黑点当
成星星，圆孔当成月亮，光泽当成希望。 渐渐
的，她在我手里，也在我心中，我感觉她就像
我体内的血液，一直温柔的流动。
它们，都不在我们的心外。
行走山水，我们能在山水中领悟、超脱，
完全是眼睛所见，内心所悟，心情所得。 我们
行走留下的文字，就是心的轨迹。
既然如此，请你每一次出行，好好带上你
的心，好好感受美好的风景。
此花不在你心外，风景在外，省在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