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泽丰

一场雨卸下人间的寒
树枝在空中比划
大雁南飞的苦旅
墙角处
梅花斜逸

雪顺着雨造访大地
乡村头枕山丘
生愣愣地数落孤寂
一年还剩多少日子
抵达儿女的归期

留守的母亲 独自
跨过七十四岁生日门槛
在这个冬天， 她把
一粒取暖的炭火
当作远方儿女的祝福

邹莹

细雨如密密针脚般
裹着黑夜的衣裳
冬日的窗花
与孤独的目光凝视
我的思念
无停歇地涨潮

那座小城里的灯火下
我的老父母是不是
在窄小的厨房
忙碌地将肉馅与韭菜
编织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故事
有烟火气的家才是完整的
馥郁的乡愁早已镶嵌在
舌尖的记忆密码

有时候会问自己
为什么
要执意选择
长亭又短亭的远方
去追寻雾里看花的路程
即便现实给了一记记
响亮的耳光

莫问归期
有一天山会拉着我回家
陪着我看满天绚烂的红霞
让我不再害怕天涯
莫问前程
请相信
浸透奋斗的泪泉
穿越荆棘的跋涉成长
会迎来天地之间四季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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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建华

时令虽已过了秋季， 但是山色依然青翠如
黛。这是立冬后的第一天，湘南山中阳光明媚，仍
是秋高气爽、秋波明澈的景象。

我陪着湖南一批画家，去衡阳南乡名镇茅洞
桥写生， 自湘江支流栗江溯溪而上，“一面见溪
水，三边皆翠微”，沿途风光颇有层次感，远近高
低各有不同， 非常适合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形式。
画家们纷纷感叹，原来好风景就在身边。

这个时候，北方许多地方枫叶似火，群山披
上了最后的盛装。 我们一路上没有见到几株枫
树，倒是乌桕不时从青枝翠叶中探出身姿，使寂
静的山坳显得灵动鲜活。以前只知道它的俗名木
梓树，向一位钻研植物者咨询，获悉了它的确切
学名。

乌桕仲夏开细黄白花，深秋时结果，因为乌
鸦喜食其白色的籽粒而得名。唐代中药学家陈藏
器《本草拾遗》云：“叶可染皁，子压为油，涂头令
白变黑，为灯极明。 ”这种落叶乔木到了十月下
旬，叶子由绿变紫变红，将山脉深谷装扮得分外
妖娆，让人心里生出一阵阵画意，所以古人多有
歌咏。因喜此木，曾经披阅历代诗词佳句，每每吟
来口齿留香。 譬如，唐代张祜“落日啼乌桕，空林
露寄生”；宋代辛弃疾“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
尺苍苍”；陆游“寒鸦先雁到，乌桕后枫丹”；明代
刘伯温“霞标青枫林，雪绽乌桕实”；张掞“乌桕树
红霜落早，白蘋花老雁来多”，等等，不一而足。乌
桕喜光，不耐阴，也不择土壤的贫瘠肥沃，田埂、
地头、屋边、路旁，山山岗岗到处可见它的身影。

前一向的湖湘大地，风景以栾树为主，蒴果
像灯笼一样闪烁，叶片变幻以绯红为主，但它主
要种植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山中倘有长得好的栾
树，便会被有心人惦记，最终还是成了城里的风
景。乌桕则不同，城里大街上难得见到，偶尔在某
处园林中可窥一二。它树冠整齐，叶形秀丽，秋叶
经霜时如火如荼，美观而又大方，便有“乌桕赤于
枫，园林二月中”之赞名。

茅洞桥这个地方的人，历来喜欢栽种柚子树，
分为早熟的蜜柚和晚熟的香柚，两种柚子的味道
都比别处甜美。沿途只见房前屋后、道旁山腰，柚
树上果实累累，个大均匀，色泽淡黄，却并没有人
采摘，就像风景长在那儿一般。 唐朝宰相崔湜素
有文名，开元元年（713年）被玄宗流放岭南，途经
湖南，想来应是秋日，故有“金子悬湘柚，珠房折
海榴”名句。

画家们说， 这个样子的果树比较容易入画，
同时感叹这儿生活的富足，歆羡桃花源中的民风
淳朴。 倘有起意想吃柚子的，只需同主人打个招
呼，主人一律满面笑容，十分慷慨，说摘吧摘吧不
要钱，并且提供编织袋盛放。 问主人为何不拿到
市场兜售，说是一只柚子顶多也就块把钱，难得
辛苦搬运，且待孩子们春节回家自己摘着吃。

我们走过的这条几十里长垅，千余年前一个
姓曲的山人曾经走过，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司空
曙，有《送曲山人之衡州》一诗以纪其事，内有“茅
洞玉声流暗水，衡山碧色映朝阳”的佳句。北宋杨
家将杨七郎走过，南宋抗金元帅岳飞走过，史载
他们都曾率兵途经此地， 并对当地特产烧饼、拎
豆腐、黄皮草鱼赞不绝口。清朝康熙十五年（1676
年）夏天，衡阳大儒王夫之来到斗岭白木江，寻访
隐居在此的文臣儒将蒙圣功，有《雨中过蒙圣功
斗岭》五古六首为证。籍属湖北崇阳的蒙圣功，所
撰《三湘从事录》一书，在南明诸多史籍中独树一
帜，也是这方水土的文脉之一。茅洞桥人会读书，
会做官，会经商，一代代本土英杰，从大山中走出
去，走到更广阔的天地。

此行终点是斗山桥水库，离城区只有五六十
公里，有着偏远山区的原生态风光。蓝天白云，水
质清澈，没有污染，可以直接饮用。猩红色的湖岸
线上，闲坐着三五个垂钓者。 画家们各自观赏风
景，寻找写生的最佳视角，我则陪坐在钓翁的身
边，钓翁不说话，我也不做声，就这样凝望着对面
的青黛山水，俯瞰着身边的碧波细纹，任凭时光
从眼皮底下悄悄地溜过。

一个转身，夏天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秋天
便成了风景。 想起友人传媒学者丁俊杰《秋如
何改变中国》 中的一句话：“在文学家眼中，
‘秋’是一个伤时感怀的季节。 在地理学家看
来，它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能量总动员，能
量驱动着风云流散、草木变色，驱动着田地间硕
果累累，同样驱动着动物们疯吃猛长，候鸟们振
翅高飞。 ”

如同一场巨变席卷大地， 秋与冬交替前后，
此时的湘南山区，农作物已经收获入库，田野中
剩下的稻穗和零星黄豆，也被鸟畜们盯上，陆续
拖进洞窟中储备过冬。 半黄半青的五倍子树叶，
虽有一片两片地凋谢翻飞，却没有给人萧瑟秋风
的感觉。站在水库雄伟壮观的大坝上，“却顾所来
径，苍苍横翠微”。 怔怔发呆间，太阳一点点地沉
落，余晖将远山近岭辉映得泼了油彩一般，这是
怎样一个美好的初冬啊！

寂寞的锄头
刘贤安

大舅一生，扛锄头，叼烟斗，进晨雾，又在夕光中归来。
这是一把寂寞的锄头， 如今它静静地倚靠在斑驳的墙壁
上。 摸摸它，仿佛能感受到大舅手掌的温度。

小舅和我娘先后都离开大山，进了城。大舅，从出生那
天起就一直没离开过大山。大山里的大舅，像山一样威武，
高大。 大舅是家里的长子，父母走得早，当年大舅十岁，我
娘才五岁。 大舅曾考取津市有名的高中，可是既要当爹又
要当妈，还要用那把锄头开荒种地，供弟妹读书，大舅没念
完高中就辍学了。

大舅夜晚捧读科普书籍， 白天手握锄头改造荒山，眼
看瓜果就要满山岗，大舅戴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果树被
毁了，连那把锄头也给造反派收走了。说来也奇，当地一个
颇有名望、书香家庭出身的大家闺秀，偏偏力排众议，义无
反顾地要当我的大舅娘。她花高价从造反派手里赎回了大
舅的锄头。 重新回到主人手里的锄头，木柄上布满腐朽的
暗灰色，金属头已长满黄色的锈迹。 大舅和大舅娘成婚那
天，没有花轿，没有唢呐，大舅娘不声不响地迈进了大舅家
那道土门槛内。那把锄头，静静地守候在茅棚外，为新婚之
夜的大舅站岗放哨。

“要是有法子，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鸡叫三遍，兄妹三
人抱头痛哭，难舍难分。天蒙蒙亮，深秋的薄雾把通往城市
的路包裹得严严实实。大舅从内衣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一
沓钱来，硬塞给了小舅。大舅和我娘走十几里地山路，为小
舅送行，在毛里湖岸边的一座船码头，小舅搭乘机帆船离
开了大山。后来，我娘也依依不舍地离开大山进了城。大舅
经常肩挑一担山货，翻山越岭，趟河渡水来到城里，接济小
舅和我娘。娘生前每忆及大舅，眼泪总是滴落到鞋面上，娘
说︰“当年如果没你大舅帮衬，日子不知该咋过”。

娘走后，按照娘生前遗愿，大舅把娘接回了娘家。大舅
用锄头给我娘挖了一个大坑︰“有大山做伴，你娘心里踏
实。 ”

我长大成人后，时常进山看望大舅。 听到小汽车的喇
叭声，大舅会肩扛一把锄头，在村口等我。 远远望去，高高
的村岗上，大舅像大山一样巍然挺立在村口。 每次去祭奠
母亲，大舅就用那把锄头为我娘的墓地除草，随后大舅扶
着那把锄头在我娘坟前跪下，嘴里喃喃地说：“妹啊，我们
都来看你来了!”

我慢慢发现，站在村口的大舅，后背一年比一年弯曲，
而手里的那把锄头，依然被扛在肩上，牢牢地握在布满老
茧的手里。 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大舅的儿子也外出务
工了。 锄头寂寞了，村庄也开始变得荒芜。

一年春耕，大舅吃完早饭，肩扛那把被岁月磨得发亮
的锄头，赤着脚，步履蹒跚地走到山坡上的一片田地———
大舅用锄头精雕细刻的责任田。 中午时分，大舅高血压突
发，倒在了田里，再也没爬起来。 被一个过路的人发现时，
大舅的手依旧紧紧握着那把锄头，死死不肯松开。 大舅的
头紧挨着大山，双腿僵硬地指向村口，眼睛死死地看着远
方，那是他的亲人常来的方向，整个身躯笔笔直直躺在平
整的水田里。

锄头陪伴了大舅一辈子。 或许在大舅心里，始终有一
把锄头挽就的心结，从未解开。 我坚信，倘若有来世，大舅
会重新握起那独自倚靠在斑驳墙面，寂寞的锄头。 看着那
把沾满泥土的锄头，思考令我忍住了即将一泄而出的是泪
水。锄头，大舅一辈子用来劳作的工具，是大舅向贫穷宣战
的武器，同时也是贫苦的象征，它耕耘播种的地方或许应
该叫做“爱”———土地一样深广、厚重、无私的爱。

大舅去世后的第二年， 我千里迢迢再次走进大山，祭
奠大舅。站在大舅的坟前，我的眼泪慢慢地流淌下来。大舅
高大魁梧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眼前，还有他那把随身携带的
锄头。在深切的怀念中，我这样安慰自己︰“他们兄妹俩最
终盼到了重逢的这一天，总算又回到了大山的怀抱”。

寂寞的锄头，是村庄斑驳老墙上，未完成的问号。

苍苍横翠微

湖湘教育赋

天气冷了
汉诗新韵

刘秋泉 龚鹏飞

湖湘教育， 奉 “崇文厚德， 敬教育才” 为
圭臬， 因赋之曰：

崇文之道， 要在奠基。 大江东去， 吾道南
来， 何泱泱也， 何浩浩兮。 嗟乎， 涛从八百里
洞庭下， 月与三千丈云麓齐。 壮其巍巍， 必曰
有材惟楚； 慕其郁郁， 则叹为盛于斯。 湖湘形
胜， 具衡岳之雄， 潇湘之美， 凤凰之雅， 异蛇
之幻， 桃源洞避秦之奇； 湖湘人文， 兼神农之
圣， 屈贾之神， 工部之阁， 敦颐之莲， 岳阳楼
忧乐之思。 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湘精神， 敢为人先， 实事求是。 今草木滋荣，
欣逢盛世； 桃李展其缤纷， 鲲鹏振其翼翅。 湖
湘教育， 必弹五弦之妙音， 举文化之旗帜。 陶
铸底蕴， 涵养人文， 让品格挺拔如峰， 使境界
浩渺若海 ， 此崇之所系 。 此崇焉 ， 站位高迈 ，
立意高远， 须终身追求， 为民族计， 为后代计。

厚德之旨， 要在品格。 教育长河， 春秋一
页。 文明发源， 俱出其里； 星汉灿烂， 概在其
界。 自人类有史， 王侯将相， 富贵闲人， 皆清
风过鸦， 流星划夜。 唯承文明， 传道统， 穿越
时空， 恰如江水不歇。 新时代新特色， 育新人
首重德。 立德而树人， 先必立己德。 春泥护桃
李， 重在师品洁。 几多艰难几多刀风剑雪， 终
割不断心底忠诚业。 乐道安贫， 鞠躬尽瘁， 其
中多少豪杰。 问天涯路远， 谁给我剑胆， 谁借
我琴心 ？ 怀瑾握玉 ， 振衣弹冠 ， 不坠青云志 ，
不移白首节！ 厚德之厚， 持馨香而不改， 为理

想洒热血。 此厚焉， 源远流长， 根深叶茂。 当
身体力行 ， 历久弥新 、 历久弥深 、 历久弥坚 、
历久弥高、 历久弥远， 光华万丈烨。

敬教之理， 要在风尚。 束脩之盛， 不唯一
徒一师， 广被士林； 重教兴学， 连接湘水余波，
浩浩汤汤 。 于是 ， 万千广厦 ， 崛起乡野村陌 ；
均衡发展， 城乡共沐朝阳。 普职成幼， 一代规
模； 教育强省， 弦歌嘹亮。 公费定向， 全面改
薄， 可谓披荆斩棘； 校企合作， 信息教学， 定
是溢彩流芳。 高校内涵发展， 催红吐蕊护芳华；
学生素质评价， 别开生面立新场。 扶贫如大道
青天， 资助似滚滚大江。 营养餐， 绽开万千笑
靥； 辍学童， 告别旧怨新伤。 免费教科书， 墨
香千里； 寄宿贫困生， 咀嚼阳光。 此敬矣， 是
至诚心， 是笃实心 ， 是执政为民之心之回环 ，
是负重奋进之心之交响。

育才之奥， 要在担当。 兼得天下英才及平
凡子弟， 谆谆告之， 刮垢磨光。 激水之跃， 激
人之奋， 点石拔玉， 雕栋画梁。 一视同仁， 笃
近举远。 破应试怪圈， 写素质华章。 此责任所
在， 当不辱使命， 践行铿锵。 以张南轩之高远，
启人心智； 以胡元倓之忠勇， 磨血引航； 以杨
昌济之眼界， 唯器是识； 以徐特立之大爱， 校
短量长 。 如是焉 ， 必有俊才出矣 ！ 风云际会 ，
千里马安在哉？ 楚地多才， 九方皋满潇湘。 于
是乎， 政经文商， 一代巨子应运而生； 工农技
术， 无数工匠展翅翱翔。 此育焉， 当溯源汇通，
囊括八方， 计利天下， 意气轩昂。 此乃湖湘之
福， 当与盛世共襄。

鸣沙山窝的
植物们

姜满珍

近期假日， 前往“山以灵而故鸣， 水以神而益
秀”、“鸣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的敦煌“孪生”美景
休闲。

第一次来到沙漠景区，导游说可以骑骆驼穿行，
也可以坐电瓶车，还可以步行。我和几个朋友选择散
步，消耗脂肪，最主要是可以细细观赏沙漠窝中少有
的植物。一路前行，三方沙漠堆积如山，跌宕起伏，气
势雄伟。只见一棵伞形大树矗立在金沙山脚下，学名
叫旱柳，树皮暗灰黑色，主干有很多的裂纹，枝条柔
软，树冠丰满。它是一种喜欢阳光，能耐寒冷、干旱的
树种，抗风能力极强，常常用作庭荫树、行道树、公路
树、防护树及沙荒造林。 它的枝叶无论干湿都被牛、
羊、骆驼当作“美味”呢?因为晚清重臣左宗棠，在他
西进收复新彊时带领湘军一路栽种柳树，留下了“新
栽柳树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的佳话，旱柳又叫
左公柳。

蹒跚十余米，能见到沙漠路两边种有些许植物，
左边有人工种植的万寿菊，橙黄、金黄、淡黄，颇有

“待到秋风泛来时，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盛况。游人纷
纷站在菊花地旁边拍照，花和内地花没两样，但背景
是四野茫茫的沙漠， 它们要经过多少次狂风的肆虐
和烈日的炙烤，还能有今日的“风骚”，不能不令人

“刮目相看”呵。万寿菊既可药用还可食用呢。和万寿
菊齐排的地里还种了佛甲草, 佛甲草可以忍受高温
寒冷的恶劣气候,连续二十天不下雨也不会“命归黄
泉”, 天寒地冻之日休眠一下, 春暖花开之日生机勃
勃。 万寿菊的田埂边种了好几棵绿玉树， 又名光棍
树。 它没有叶子，可以减少体内水分的蒸发，避免被
干死的危险，枝条里含有大量的叶绿素，代替叶子进
行光合作用，进行生长，虽然外表不美，但是非常顽
强。

继续前行十多米，能见到很大一片芦苇地，让我
想起余亚飞的诗：“浅水之中潮湿地， 婀娜芦苇一丛
丛。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在鸣沙山的
山窝下之所以有这么一片野趣横生的芦苇地， 全缘
于月牙泉的水源呵， 同时芦苇地又为月牙泉涵养水
源，为鸟类提供栖息地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站在开
满芦花的芦苇旁，让我联想翩翩，春天芳草遍地，夏
日绿波万顷，秋季芦花满天，隆冬百鸟酣栖。 无论何
时拍下一张张美景美人图，都不知有多惬意!
� � � �当我小心翼翼沿着景区工作人员制作的人工梯
子，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 蓦然回首，月牙泉就在
山的左边脚下。 四周水草丰茂，泉水清澈见底。 喜欢
植物的我，“五步并作三步”很快下山，近距离地靠近
月牙泉。 快到月牙泉景区， 右边人工种植的植物群
中，只见两株结满了红红青青果子的沙枣树，舒展在
丛林中煞是美丽。沙枣树具有抗旱、抗风沙、耐盐碱、
耐贫瘠的特点，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还能为人类奉
献甜美的食物，让我很是心动。看那月牙泉旁亭台楼
榭的瓦楞上全被黄黄的“沙粒子”蒙上了一层，可以
想象平时刮了多少次大风才会披上这么温柔的“棉
纱”外套。 四合院中长了两株桃树，树上也结了数颗
桃子，“瘦瘦”的弱不禁风，果子身上还有伤痕累累的
印迹，想必是大风肆虐的痕迹。

出得门来就到了月牙泉边， 两株参天大树立马
进入了你的视线，它们是生长了一百多年的胡杨。很
多人对胡杨的“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
倒而不朽一千年”的精神大为赞叹，胡杨主要是生长
在沙漠，可与“植物活化石”之称的银杏树相媲美。今
天终于有幸目睹了它的芳容，心情难免兴奋。大家赞
美它们为“沙漠英雄树”“沙漠守护神”“沙漠的脊
梁”，它们对于防风固沙、调节绿洲、肥沃土壤、农牧
业迅速发展都起到了天然屏障的作用， 犹如一条绿
色长城，紧紧锁住流动性沙丘的扩张。月牙泉边还有
一种重要的植物，传说铁背鱼和七星草(又叫罗布红
麻)一起吃可以长生不老。 铁背鱼畅游在月牙泉里，
七星草生长在月牙泉南岸， 是独特而唯一的保健中
草药。

在鸣沙山窝欣赏了这么多美好的植物， 感觉月
牙泉就是鸣沙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她的“光芒”滋
润了植物们的丰盈体态， 让她们在严寒酷暑的沙漠
中展示了姣好的容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