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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欣来

我一直认为世上的山，哪怕再不知名的山，都
是一部写在民间的史书。悠长的时间里，它们抒写
着各自的生命简史。 比如眼前的幕阜山一千年一
万年立在这里，它把自己拔得那么高，显示出卓然
独立的个性，似乎在用手掌抚摸着天空。

天者， 苍穹也。 岳者， 大山也， 换句话说，
即顶天立地的意思， 似有舍我其谁的气概。 自
然， 这是一种气度， 也是一种胸怀。 因而， 便有
了另一个名字： 天岳山。 据说江湖名城岳阳的来
由也与它有关， 不知是不是真的。 不过， 山脚的
路将我引向山顶时， 才发现它真的一点也不矮，
就算用目光的长度也不能一测到底。 同样， 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 它的卷首语上完全可以写上高
峻、 静雅、 幽秘、 浩阔之类的形容词。 甚至， 用
绘画的眼光来看， 还能加上色彩和谐、 层次分明
的术语， 近处的树木、 石头、 房子可以使用工
笔， 稍远一点的山峦、 瀑布能运用皴法， 最远处
的云雾当然采用泼墨写意了， 淡淡的虚虚的那
种。 横着的竖着的斜着的崖壁呢， 用朱红， 光泽
不错的朱红。 如此涂抹一番， 一幅六尺整宣的山
水便出来了。 如果只写一角也行， 那就取一棵松
树、 一架庙宇、 一片石壁， 另加一条弯着的石板
路吧， 也是不错的表达。

无论早晚， 只要你愿意， 随便往哪个方位一

站，闻到的是阳光的气息，云雾的气息，湿漉漉的
水分子气息，还有花草树木生长的气息，鸟儿的气
息以及浓烈的庙宇气息。 一路上，不少人说我们的
始祖之一伏羲氏死后便葬在这里， 假若他把骨殖
留在这大山里，还真是一座山的幸运。而我关心的
不是这些，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葛洪，一个是李
元度。 葛洪是谁？ 我曾百度了一下他的词条，才晓
得原来他是晋代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抱朴子，入
道前，曾立下赫赫战功被拜为伏波将军，并赐爵关
内侯。 哦，抱朴，大概是抱朴藏真吧，这样的“朴”与
“真”，正合了道家去伪存真的深义。 但我弄不明白
这么个功勋卓著、 位极人臣的大人物为何一下子
抛掉荣华富贵而痴迷于道教呢？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
话实在太深奥了，深奥得像天书，又像天边飘动着
的云朵。 也许正因太过奥妙，又充满太多诱惑，让
许多人趋之若鹜。 佛学上有“顿悟”和“渐悟”之说，
便想， 那个忙活了半辈子在红尘中泡得太久的葛
洪， 肯定是刹那间得了顿悟———与其浑浑噩噩活
着，还不如在山川中寻求天理大道。 于是，他道袍
一穿，拂尘一扬，踏进了这幕阜山。 青山藏大道，白
云生禅心。 也许，他一口气跑到我现在的位置，随
便一望，就一眼，便看上了这拥有飞瀑清泉，白云
绿树的地方。 道家讲究的是修心、明道、得道与化
道，是个由外向内的漫长修炼过程，将里内的尘埃
浊气一点一点地排放干净， 化为一个通体透明的

自我，像大山一样的自在，一派悠然。 听说他的传
世经典《抱朴子》就是在这天岳山里写成的，山间
风物、天地万象都成为他笔下的语言，也成为国中
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

顺着暮色找到他曾下榻的那间石屋， 我看见
的只有旧时的气息在悄悄流动， 却没看清他一笔
一画书写的样子。 要说，不止我没看见，就连迷恋
道教的天才诗人李白也没看见，他来到这里，盘桓
了一阵后，仅留下这样一首诗：“闻说神仙晋葛洪，
炼丹曾此占山峰，庭前废井今犹在，不见长松见短
松。 ”而后，怅然离去。 我也寻了好一阵，终于没发
现李白说的那口废井，多少有点怅然。 只是，深深
感到，一代道家人物葛洪的到来，给一座民间的大
山蒙上了浓厚的道的气息。 于是，一来二往，便有
了道教中第二十五福地洞天之说。

那么， 后来的晚清奇才李元度又如何来到这
里的？ 这个同样有着战功的读书人，尽管骨子里有
着强烈的儒家道统意识，然而科场的失利，官场的
失意，又让他洞穿了世事浮云，一颗心渐渐归入平
静。“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大约是他此刻心
境的写照吧。 他往庭前的松树下一站，便觉得自己
成了一朵悠闲的云，那云影映入他的心里，整个身
心轻松下来。 因而，他在这深静的大山里以云朵为
友，以日月为伴，吟哦着一串串诗句，或握紧那支
羊毫在一页页老纸上写着什么。 羊毫是极柔软的
那种毛，却又隐含着极大的韧劲，一笔一画间，似
乎把他那腔忧国忧民的心思注入了笔端，而后，沿
着山川流向尘世，流向天地广宇。 不经意间，又给
这大山平添了一脉儒家文化。

据说，他最初把“天岳书院”建在这山里。 一个
人，一幢书院，无数琅琅的书声，与天地、山色应
和，自是一种文化的渗入，渗入山，渗入树，渗入一
个个日子和人的心魂，便人山一体。 时至今日，我
竖着耳朵， 似乎还能听清一种书声还在岁月里回
响。 毋庸置疑，那是岁月的回声，山的回声，但我觉
得更是一个人的回声，从骨头缝里发出的声音。

山为人之魂，人为山之骨。 或许，葛洪、李白、
李元度等人的到来，并没改变一座山的造型，却在
改变山的走向———道儒共存的走向。 儒讲入世，道
尚自然。 对我来说，既不想入世太深，更不想归隐
山林，只想像一棵松树那样立于人间，活出自我的
味道。

王宏

雨，裹着寒意，重重叠叠，绵绵不绝。 春天，仿若与我们爽约了，正在
和太阳进行一场浪漫之旅，去了很久，走得很远。 在雨中，充溢着怨气和
愁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绵绵春雨冷飕飕。

蓦然回首，曾经是那样如痴如醉、迫不及待地追赶春天的脚步，捕捉
春天的气息。 多情应笑我，某一个早春，把梅花认成桃花，把紫叶李误作
早樱花，把本是一物的黄鹂和黄莺想成两鸟。 对绿柳更是着迷，柳是春的
使者，“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初春乍暖还寒，柳枝吐露嫩芽，“春江
水暖鸭先知”———鸭子除了最先发现江水变暖， 恐怕也最先看到岸边柳
树发芽。 由芽到叶，由嫩到熟，由细到长，由浅绿到翠绿到深绿到泛黄到
枯黄直至飘零。

喜欢到湖边散步的我，倾注目光最多，看得最入神的就是排列并不
整齐、长得弯腰驼背的垂柳，以至淡漠了周遭绚丽芬芳的各色花木。 我几
乎是用一种凝神品读的姿势在注视一棵棵垂柳，丝丝线线，根根串串，低
垂着，平行地垂着，垂得舒展柔曼，垂得齐整斯文，只有当一丝微风拂过
才慢慢扭动腰肢，婀娜之中带着羞怯。 难怪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七绝·闺
怨》中写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本来悠闲自得的闺阁少
妇，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偶然登楼，远看野外杨柳青青，不禁暗自伤怀，
后悔让夫君常年征战为封侯。

我迷恋绿柳，爱她的碧绿，爱她的纤柔，爱她的秀颀，可我更钟情于
柳树低垂的枝、低垂的叶，像玉兰、银杏、香樟、桂花树……公园里、道路
旁，几乎所有的树种都是昂着头、挺着腰、翘着枝，或大或小的叶子也都
是片片向上。 芸芸众生，百媚千红，我倍加喜欢一种姿势，一种像柳树一
样的姿势，低垂之间，静默之中，翠绿之时，哪怕是秋霜冬雪之际，她的存
在都是安静平和的，并不惹眼。 倘若没有这一树树下垂的绿，水的灵动，
花的妩媚，风的轻柔，恐怕要大打折扣，季节的更迭交替，只怕也多了一
份生硬和干涩。 不管旁人怎么看，反正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于和煦的阳光
下，我又被湖边的绿柳陶醉了，以致驻足，情难自已，随口吟出“千枝嫩叶
水中笑，不负春江守望情”，虽是涂鸦之句，却发自肺腑。

想着想着，只觉得水声盈耳，山色娱目，馨香扑鼻，清风入怀，仿佛置
身宏阔清朗之境。 原来，只是在无边无际的雨雾之中，于一间陋室之中，
煮一盏茶，温一壶酒，捧一卷书，心旷神怡，犹如光风霁月。 雨，原是神魔
一体。 本有些感性甚至伤春悲秋的我，在这场旷日持久、人人诅咒的冷雨
之中，竟然如此淡定从容，淡定得近乎麻木，从容得像是宽容。 雨的神性，
让我沉醉于对春天的美好回忆，柳之忆、柳之爱，更是刻骨铭心，垂柳百
般青碧、千般纤柔、万般谦卑。 此姿此势，此般格局，纵使淫雨霏霏，连月
不开，冷风刺骨，只要想起时令已过冬季，尽管春寒料峭，一份期待，一种
钟爱，足以无视眼前恼人的雨滴。 雨的魔性，也许就是雨幕如墙、雨滴如
冰，太阳照不到心中，炉火融不了坚冰，逼仄潮湿晦暗，以致让人窒息，明
明是春雨，却生出浓厚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又仿佛分明是春天刚到，却
又像暮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最怕是，雨的魔性，幻化成日子的魔性。怀难释，忧难解，怨难了，
恨难平。痴痴捧着手机，各种APP、淘宝、抖音、公众号、心灵鸡汤、养生
窍门……目不暇接，却载不动许多愁。 若是，尝试着换一种姿势，端详水
边路旁像垂柳一样的美，仰视主流媒体上奋斗者、追梦人的身影，按捺性
子读完一本本二三十万字的作品，抑或是到繁忙的车间工地转转，朝过
客匆匆的车站码头走走，往生龙活虎的校园看看，去热火朝天的老年人
活动中心瞧瞧，凡此种种。

也许，冷冷的雨丝，也可以暖心养心，在雨中，亦能宕开“两岸青山相
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新天地。

李焱华

每每想到泸溪县的洗溪，就会想到那光洁、柔嫩、细腻的洗溪豆腐。
洗溪多山，群山环绕，树木苍翠，风景如画。 洗溪多水，溪涧纵横，特别是

峒河发端于苗岭，汇聚溪涧精华，穿越千山万壑，缓缓流淌而来，浸润这方神
秘而美丽的土地。

一镇好山水，孕育好黄豆。 千百年来，勤劳善良的苗族群众就有种青皮黄豆
的传统习惯，常在田头地角种植青皮黄豆，即便是岩窝窝里有捧土，也要春种一
粒豆，秋收万颗籽。 青皮黄豆，颗粒小、香味浓、产量低，是做豆腐的好材质。

说到豆腐历史，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刘安，他是制作豆腐的“鼻祖”。然而
洗溪人磨豆腐的历史，已经无法考证，不知始于何年何月，但是至少可以追溯
到宋朝年间。 洗溪圩场，前临峒河，背倚青山，中间是块大坪地。 在宋代，县衙
设在这里，人口众多，食物需求量大，当地又盛产青皮黄豆，于是当地人种黄
豆、学技术、磨豆腐，供给本地少数民族群众以及南来北往的客人。

每年秋收之后，特别落冬之时，农闲无事，在洗溪，那是家家户户泡黄豆、
磨豆浆、做豆腐。 徜徉于洗溪后街，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豆浆的清香，“叽勾叽
勾”的磨浆声不绝于耳，家家都敞开着大门，户户选豆磨浆，街上是一柞一柞
的豆腐，整个都是豆腐的世界。

“豆腐来喽！ ”韵味十足的洗溪话带着豆腐香，响透一条街。
闻着豆腐香，推开一扇小木门，庭院里干净整洁，坪场上热气腾腾，清香

扑鼻。 老杨正将豆腐脑盛在铺着纱布的木箱子里……老杨家世世代代做豆
腐，说起做豆腐，老人的话就多了，石膏怎么配，腊豆腐怎么熏，老人如数家
珍，滔滔不绝。 特别是水，老人说，为了做好豆腐，后街人集资架管，从对面河
的月亮冲上引来山泉水，过峒河，跨国道，然后分户到家……

高山有好水，好水磨出好豆腐。
当地人说，用泉水泡豆，石磨磨浆，纱布过滤，铁锅煮沸，石膏水点浆，然

后用白纱布包裹好，放置桌上，石磨挤压，形成块状。 几小时后，取掉石
磨，揭开纱布，豆腐白嫩，清香四溢。 再用菜刀分割成小块，可煎、可炒、可
焖、可煮……

除了直接炒煮和出售外，当地人还将豆腐制成腊豆腐、炸豆腐泡、卤豆
腐、干豆腐、豆腐丝等等，即便是成不了豆腐的豆渣，当地人也会把其利用起
来，捏成团卖，或制成酸菜类食品。还有，在豆浆锅表面凝结的那层薄皮，撩起
晾干，当地人称豆腐皮，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

老人还说，豆腐做得如何，关键是冲浆要冲得好——多了，豆腐老了；少
了，豆腐嫩了……为人做事也是如此，要精准发力，要恰到好处。

这几年，依托互联网，洗溪豆腐走出大山深闺，香飘天下。
蒋庆华

晨起洗漱，窗外忽地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甚是亲切。 隆冬过后，春
天真的来了。

“梨花开，春带雨……”春天脚步声近的时候，梨花似乎第一个听到。
一树花开，朵朵芬芳。 盛开的，冷艳洁白；打朵儿的，白中透粉……当其他
花木还在打盹的时候，梨花已给清冷的山野带来缕缕生机，如同一位素
妆白衣少女，随风起舞，或山间，或庭院，或水滨……轻盈的舞姿和着春
风，如同晨雾中悠扬舒缓的笛声，丝丝柔柔，时而在山野轻漾，时而在河
畔流淌，时而于枝头停留。 春雨此时也已悄然而来，惊艳于梨花清香，将
孕育一个冬天的柔情瞬时释放。滴滴雨珠，轻落花枝，轻吻花瓣。“梨花带
雨”，一如美人粉腮带泪，何等楚楚动人！ 这梨花便如同那宋词，随性中带
有坚定，婉约中暗含豪放。 都是真性情！

偶然读到苏轼的《如梦令·有寄》，便被“归去。 归去。 江上一犁春雨”
这句吸引。彼情彼景，让人遐想无限。相较于李白的“明朝散发弄扁舟”的
无奈，大落大起后的苏轼此时显得很恬淡。“为向东坡传语”，“别后有谁
来，雪压小桥无路”，苏轼此时已从黄州回归朝堂，却仍怀念“东坡”，牵挂
“雪堂”。他这份登高望远、百转千回后的从容和淡定自当别有风味。人生
浮浮沉沉，着实很佩服苏轼。 从高位被贬黄州，醉心田园，开垦东坡，营建
雪堂，春花秋月，琴诗书画，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苏轼很好地诠释了古代
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情怀和操守。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五十就要“知天命”了。 苏轼写这首词时，也已
年近五十。 我辈自是没有他的经历和才情，但是对人生的感悟是共通的。
写到这里，我便想到我父亲。 父亲是个农民，没有文化，但质朴、乐观。 即
便在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总是面带笑容。 一切困苦于他而言，冲击
力都不大；一切麻烦，似乎一觉醒来就能化解。 母亲常埋怨他木头木脑，
不操心家事。 可到我年逾四十时，才深切感受到，父亲的那份“木头木脑”
何其重要，何其珍贵。 是呀，人生难免风风雨雨，当苦难来临时，一份苏轼
般的恬淡和乐观，比金子更珍贵。“归去。 一犁春雨”，是一种情感上的回
归，更是历经世事后的从容。

此时，窗外阳光正暖，鸟鸣声再次响起。 踏春正当时呀！

杨罗先

1
借宁乡市文明实践走乡村活动， 我有幸与激情澎

湃的文艺家们， 再上青山桥。
室内流动的墨香， 并不一定是作品。
走进乡村， 花香， 草也香。

2
宁乡分上下， 青山桥显然属上宁乡。
不止一次到上宁乡， 不止一次为青山桥打扮梳妆。
红霞尽染， 诗人刘丙坤在饱满的诗行里， 有意为

我留出一章。

3
流动的青山绿水， 动人的诗篇， 从弯腰写起。
厚重的历史人文， 纯朴的劳苦大众， 都在天地之

间显现出弯腰的姿势。
桥， 成了现实生活的意象， 我在这头， 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在那头。

4
明知山高路远， 偏走在蜿蜒的山径。
攀登者， 无惧淋漓的热汗， 红霞的风采， 在四季

的轮回中， 一次又一次， 枯叶逢春。
有书记载， 洪家大山的植物根茎发达， 无论在什

么气候下都有充足的水分。

5
在起伏的山峦里， 在尘世的情感之外， 突然间就

会惊现出奇花异草。
膨胀的欲望 ， 把山岩撕开 ，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

就这样在春风里生长。
我屏住呼吸， 轻轻地走好每一步， 不敢践踏祖先

留下的每一根枝丫。

6
在洪家大山， 我闻到了久违的酒香。
无奈， 羞涩的春阳烘不干连绵的雨。 誓言， 刻在

亮晶晶的酒杯之上， 哪怕是抿一口， 也会让坚守成为
泡影。

就这样， 不只是让苦痛， 刻骨铭心。

7
当然， 焐热洪家大山山水与人文的， 不仅仅是酒，

还有赵氏乡贤如火的热情。
他们用脚步， 丈量着山高水远的卑微与高贵， 用

心灵体验， 也用生命体验。
许多年以后， 让复活的文字， 散发出奇珍异宝的

芬芳。

8
山里人， 有山里人的期盼。
是春天的荡漾， 让他们踮起脚尖， 对着天空， 什

么话也不说。
一片静谧的绿 ， 轻轻摇晃着春天的

海。 一只鸟， 嘴里叼着一粒寂寞的方言，
匆匆在山顶赶路。

9
我不想叙说犁铧和鞭影， 一拨又一

拨的人， 托举着农耕文明的想象， 星星
点灯。

我听说， 青山桥镇新来的智
者， 以满腔的热情， 走近洪家大
山， 走近勤劳朴实的红霞山人。

我想， 洪家大山垂直的海拔，
为什么一定要用飞翔去诠释呢？

天岳幕阜山 孤帆一片
日边来

归去一犁

洪
家
大
山

洗溪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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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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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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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俊杰

丰收

一季丰收二季强， 棉蕾盛绽稻金黄。
橘橙硕果技头累， 菊桂鲜花院内香。
牛马猪羊充厩圈， 鳙鲢鲤草满池塘。
风寒气冷枫林醉， 落叶纷纷遍地扬。

新貌

秀丽风光何处承， 世外桃源景清新。
碧水一池逗朗月， 绿荫遍地踏歌声。
花簇丛中留倩影， 树木深处话晚情。
主人常伴心似醉， 不是仙神胜仙神。

文娱

久闻其名果见真， 循声此地看纷纷。
坪前舞蹈婷婷步， 树下琴弦袅袅音。
月色撩人嫌夜短， 灯光照影释怀欣。
风情只合尧天有， 一曲新农鼎盛吟。

汉
诗
新
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