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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沅

又是一个母亲节， 谨以
小文代祭母亲。

又一次离别故乡了。 车
载音响重复播放着母亲旧时
喜欢和吟唱的老歌， 声音像
正午的轻风， 橘红色的。

再次告别： 与故乡沧桑
的街巷、 与清冽的沅江、 与
苍翠的山峦渐行渐远……

行进间， 我和两位老兄
谈论着关于母亲、 关于“芸庐”、 关于旧时
中西合壁的住房和校舍， 那看似一个个不
大相关的故事。 然而， 脑海里时不时显现
出母亲和父亲墓旁， 那株生长得如此硕大、
绽放得如此绚烂的紫藤花……

也不知是何年何日何时长成的那棵紫
藤， 已长成手臂般粗细， 沿着墓旁的大树
攀缘而上十多米， 然后弯下身子， 把一树
紫色的落英， 缤纷地撒满整个墓地。 在杏
花微雨、 清雾缭绕中， 如同一把华丽的紫
色巨伞， 护佑着母亲、 父亲的长眠之地。
紫色的花蕊， 是以那样沉静而轰轰烈烈的
容颜逼到人的面前来， 一切都这么近， 又
那么远， 让我不由得联想起逝去的旧日时
光……

记得我读中学的地方， 有处中西合壁
的庞大建筑， 校园里的人们管这里叫教导
处。 这里离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故居
“芸庐” 仅几十步之遥。 而“芸庐” 的二
楼， 就是我曾经的家。 教导处东北角一处
四合院里有当年的语文教研室， 母亲在这
里工作， 四方的天井里， 有一棵很大很高
的梧桐树， 还有木式廊架， 因为经年日晒
雨淋， 已经斑驳成灰褐色， 廊架上伏着老
大一株紫藤。 每年暮春一来， 满庭累累花
串， 穗状垂下。 远远看过去， 整个院子的
上空， 都像笼罩着一朵紫色的雨云。 人们
每天路过那里去教学楼， 总是远远地先闻
到花香， 近了则见门前落得一地纷纷扬扬
的花瓣。

紫藤， 就是这样永远不知道疲倦地释
放着旧时光的气息： 记忆里那木廊、 梧桐
细雨、 紫藤花开、 悠扬的上下课钟声、 石
凳上坐着的三三两两聊天的同学， 以及母
亲幽香品茗、 在缤纷的紫色落英中批改作
业的慈祥面容……

现今这怒放的紫藤花， 仿佛就是与旧
时廊架上的紫藤花来了一场约会， 静谧而
自然， 散发着旧风尘的讯息……

而我与紫藤的情分， 并不止于中小学
时代它给予我的陪伴。 如今， 在省城的住
宅小院里， 也蓬蓬勃勃生长着四棵紫藤，
幽静雅致、 兀自苍然， 那样冷艳地绽放。
每每让暮春的访客咋舌惊艳。

絮絮叨叨写这些繁杂往事和感觉的时
候 ， 我们已经车行渐远。 离别了， 沅
陵———大湘西美得让人心疼的地方。

故乡的古朴原貌已无处可寻， 沈从文
故居“芸庐” 也因拆迁而飞灰烟灭， 少年
时的记忆也亦淡然如梦， 但我却深深记住
了紫藤的色彩和花蕊中的微小细节。 或许
是紫藤这种柔软而热闹的紫色花朵， 总是
带着昔日光景的余晖。 每每看到它时， 那
些浩荡喧嚣的过往都会纷纷闪现， 让人在
可数的春日午后， 在它密集、 热烈的花穗
之下， 心情复杂地回首往事， 好像又看见
母亲的影像……

还是快点回家吧， 泡壶碣滩茶， 等等
自己……

梁瑞郴

微雨， 山溪水声訇然， 沿曲曲折折山径， 便将你
引到了妙音寺。 在山下时， 云雾飘飘荡荡， 把山峦涂
抹得隐隐约约， 就有些亦仙亦凡的景象。

20多年前，新邵友人曾陪我来白云岩，沿溪攀行，
蜿蜒曲折后突见一平旷之地，一庙宇凸现眼前，墙垣斑
驳浸渍，苔痕点点，显现年深月久。 山寺虽小，却梵音袅
袅，香火旺盛，僧尼告知，南宋年间宝鉴和尚云游至此，
见山有奇景，便披荆斩棘，穷数年之功修建此寺，宝鉴
后坐化如斯。 据此推断，庙宇已有近800年历史。

那日大暑， 我们走得大汗淋漓， 寺中僧尼， 甚为
热情， 端上各种素果山珍招待， 又捧上清茶一壶， 以
碗盏斟上， 未饮便觉一股清香袭人， 引颈一碗便觉腹
内燥退， 而后细啜慢品， 更觉甘冽如泉， 香远溢清。
禁不住叫了一声， 好茶!
� � � �僧尼告知， 此茶为山中野生， 每年春芽时， 僧人
便于深山中采撷。 他们只采供一年享用的便停止， 然
后自制， 收藏， 供年内自享与招待客人。 此茶叶阔形
似桂花树叶， 自然发出丁香之芳香， 故名之桂丁， 是
湘茶上品， 明万历年因其妙华而列入贡茶， 民国后停
止岁贡， 桂丁一度隐形江湖， 只有山寺中， 仍年复一
年， 以古法自制， 未有间断。

岁月不居， 人事皆非， 20多年过去， 记忆已经非
常模糊， 就连桂丁茶也有些让我淡忘了。 当20多年后
这个春天， 我冒着斜风微雨重上白云岩， 在记忆的天
幕中寻觅旧时星星点点时， 才知道新邵县有一对夫
妇， 正在默默地寻找历史记忆， 续接中断近百年的宝

庆桂丁的历史遗存。
微雨斜风中， 我们驻足于白云岩山腰， 周志梅杜

邵龙夫妇指着远处的山峦说， 野生桂丁就藏匿于这片
深山之中。 因为野生， 它散落于沟壑崖坡之中， 采摘
极为困难， 最精壮的劳力， 一天也不能采摘绿叶一
斤。 白云岩、 白水洞一带， 山秀林深， 溪流纵横， 朝
露晚霭， 云腾雾绕， 为天然氧吧， 林木吸纳天地之精
华， 繁盛荣华， 给桂丁提供了优良生长环境， 又因山
深林密， 人迹罕至， 人为干扰极少， 自然天成， 野趣
横生， 健硕而美仑。 但它藏于深山， 隐姓埋名百年，
要将它请出崇山峻岭， 重现昔日光彩， 谈何容易？ 夫
妇二人均未伺弄过茶叶， 但一次与桂丁茶的偶然邂
逅， 让他们义无反顾投身其间。 在与他们的交读中，
我感受到这对夫妇对宝庆桂丁的前世今生有深入了
解， 尤其谈及产业化， 谈及产业扶贫脱贫， 谈及振兴
乡村时， 他们都有明晰的构想。

这对夫妇对产业扶贫有更深入的思考。 农村脱
贫， 尤其是山区脱贫，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即
使脱贫了， 如果缺乏稳定的产业支撑， 也同样可能返
贫。 正因为有家乡情结， 周志梅决心找到一项既有广
泛市场前景， 又可帮助乡亲们脱贫、 止贫的产业， 仅
两年多时间， 在著名茶学专家刘仲华教授的帮助指导
下， 桂丁茶已重见天日， 大获业界赞誉， 已列入新邵
县五大产业之一。

风歇雨停， 山雾散去， 白云岩起伏奔涌的山峦浓
绿流动， 寂静的山林怀抱散落的桂丁。 那一枝一叶，
曾经终老山林； 那溢远的清香， 曾经洒落林泉； 如
今， 它将物尽其用， 正逢其时。

路标与依靠
谭谈

一抬头，
是一排青绿的山峰；
一转身，
是一座坚实的石岭。
前山， 是我们人生的路标，
后岭， 是我们终身的依靠。

两山之间，
是我们那已消失的祖屋。

而今， 祖屋新生了，
又巍峨地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藏着先人们的笑声，
祖宗们的身影……
她今天的身份，
是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

新的身份里，
有后辈子孙的眷恋和景仰，
更有祖屋的灵魂！
她崭新的身躯，
仍旧面对那排青山，
依然身靠那座石岭。

山， 叫洪界山；
岭， 名花山岭。

肖鲁仁

不知道吴一鸣是不是还记得我们？ 反正在长沙的几位
大学同学每次聚会都要谈起他，就像回忆一首纯真年月的
温馨老歌。

一鸣没有上大学。 他读到初中就辍学了。 不是因为他
成绩不优秀，也不是因为家境贫困，而是他爷爷在他初中
毕业那一年坚决反对他上县一中念高中。 他说，一鸣这孩
子长得太英俊，又这么聪颖早慧，读多了书，要么会坏事，
要么会养不大的。 一鸣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孝子，一鸣爷
爷怎么说，他就会怎么附和。 他说：“一鸣啊，咱祖上的坟山
屋场只有那么大的福气，你身上福气太重，散散福吧，这样
会好些，要不会冲了祖先，也冲了你自己。 ”

一鸣也是个孝子，他对爷爷和父亲的心意从来都是顺
从的，有时甚至到了“愚”的地步。 他对我们说：“这事不怪
爷和爹，要怪只能怪我的姓不对。 我姓吴，谐音无一鸣呀！
不能一鸣惊人的。怎能去考高中和大学呢？这是天意，还是
认命吧。 ”

一鸣是个宿命论者，信命的人通常很善良。 只是后来
我们觉得，一鸣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小小年纪很不相
称。 那时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有人回家不做家庭作业，他

说那是因为家里劳力少、农活多，今天把作业补齐就行了，
要罚留校的话，家里的事谁去做呢？ 有人上劳动课不积极，
他说也许是感冒了，身体不好的缘故，多歇一下会好得快
些。 甚至有人偷了他的钢笔，他还在替别人辩解：“他家贫
困呢，他拿我的笔去写几天，还来就是了。 ”

这样，一鸣就常常“掉”东西，掉得最多的是作文本。 因
为他的作文实在写得好，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一大段一大
段抄在黑板上让同学们朗读：

———秋天来了，大地显得更加空旷。 风一起，天上的白
云一片追着一片……

———雨，沿着南国丘陵的垅沟，踽踽地来，细细碎碎地
踩响了子夜的寂寞……

那时，我们全班同学甚至包括老师都有些怀疑那些文
章是否是一鸣所写，因为其间所流露的意蕴、情致似乎不
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所能达到的。

不过后来我们都相信了。 他的领悟与写作能力的确是
要超过我们许多。 读大学时，一位同乡偶然在省报副刊上
看到了他的文章。 当时我们还不很相信，就写信以祝贺形
式去询问。 结果，一问吓一跳，一鸣已在各种公开发行的报
刊甚至包括国家级报纸上发表文章20多篇。看着他寄来的
复印件，我们一帮所谓的高考幸运儿那一点点自命不凡的

感觉就像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自惭形秽。
也许是人以文名吧。 一鸣的文章让邻乡一位在天津读

大学的女孩读到了。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崇尚知识、崇
尚文学的风气就像雨后的苔藓一样蔓延、 疯长；“天津少
女”对一鸣的情愫也像地上的苔藓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那
时，大学里放假的机会不多，少女却经常不惜藉舟驱车、辗
转千里回到江南的小镇与一鸣相聚。 此时的一鸣是乡里一
名社补干部，孰轻孰重，孰贵孰贱，一鸣安能不知呢？ 而一
鸣越是推脱，女孩便越是执着。

说是命里注定也罢， 说是少女精诚所至也罢， 反正
一鸣和那位女孩慢慢好上了。 只是这一“好” 便是7年。
后来， 我们都参加工作了， 还不见一鸣与女孩的关系瓜
熟蒂落。 一问， 才知女孩5年大学后又读了3年研究生。
其间， 一鸣几次北上津门。 然而， 女孩的事业在北方，
或者说， 在更遥远的地方。 她要一鸣学外语， 说只要一
鸣学好外语， 他俩就可以一起到外边去闯荡， 甚至出国。
“你是风儿我是沙， 缠缠绵绵到天涯。” 那时一鸣也许就
是这样想的。

一鸣学外语几乎从零开始， 但单词里寄托着他的梦
想、焦灼和幸福。 他用1年多时间就学完了四年制本科的英
语课程。 谁知，当他的外语水平日渐精深，能够自由阅读

《中国日报》《21世纪报》 等英文报刊时， 他的爱情却渐渐
“黄”了。 那时他到市里来与原来的同学小聚，谈得最多的
是生意、赚钱，谈得少的是爱情、婚姻。 而且他见酒便喝，沾
酒辄醉。 一次在同学聚会，酒至微醺，他唱起了赵传的那首
《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却飞
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
要求算不算太高……”他声调低沉沙哑，唱得意蕴苍茫、悲
情摇曳。

不久， 他与一位带着一个小孩的年轻寡妇匆匆结婚
了。妻子比他大两岁，但人很健壮、贤惠。据说，后来他们又
添了一对儿女，想来家庭负担也不轻。

1998年春， 一鸣在副乡长位置上辞职南下“淘金”。
在长沙转车的那天， 几位同学为他置酒饯行。 此时， 一
鸣已滴酒不沾， 但他还是以茶代酒， 感谢朋友的情意。
我们说， 两年后， 你开回一辆桑塔纳， 把老婆孩子一起
接来长沙玩几天吧。 他说， 不， 要开就开回辆大奔或皇
冠。

千禧年，一鸣没有从南国返回。 新世纪的第19个春天
又到了，我们还是没有听到一鸣那熟悉的声音。 此时，耳边
又响起了他离开长沙时唱的那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
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一鸣如歌

汉诗新韵

观前村
（外一首）

藏在深山的那片绿

作别春天
张和平

我孤独地坐在我的芥子亭上， 安静地目送芥子亭
外春天作势离去的背影。

我理解春天， 清明节前她就有了要转身的念头，
但这个春天过于疲惫而漫长。 从去年的立冬开始， 立
春， 直到清明节， 开始是暴风雪， 尔后是连绵的阴
雨， 我竟然记不得这个春天是否有过连续三天以上的
红装素裹的晴日。 春天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承诺，
在该完成那些事情的日子没有完成， 只好把余下的日
子抻长， 这春日便没有了以往的春天的热烈和灿烂，
作别便是有些黯沉。

去年入冬的时候， 芥子亭外俨然森林气象的林木
上， 一群一群的大鸟小鸟无比的惶恐， 它们失去了春
夏树木浓荫的庇护， 没有了秋天丰硕的果实的果腹，
它们忧心应该在那里度过寒冷的冬季。 我从老家买回
了50公斤玉米， 50公斤稻谷， 不时地洒在亭外， 碗豆
鸟、 小白豆翁、 山雀子来了， 大一点的斑鸠、 野鸽和
牛屎粑粑鸟也来了， 但吃得最多的还是老鼠， 院子里
的老鼠吃得皮毛发亮。 老伴揶揄我成了老鼠养殖户，
我也讨厌老鼠从偷偷摸摸地来吃变成理所当然地抢
吃， 便翻出女儿帮我买回来的一把精致的弹弓， 这是
我少年时期借以成名立万的武器， 现在是女儿为我准
备的过老用的玩具。 拿在手里， 找不到昔日的感觉，
只有时光不再的伤怀， 记忆中的欢乐像潮水般的涌
来， 留淤在心底的却只是落潮幽哑的远去。

我收起了弹弓， 为鼠犹留粮， 鸟吃也是吃， 都是
长生天的灵物， 谁吃都是命。

我让孩子们给我买回来的几只鸟窝， 原来都是悬
挂在高大的栾树上的， 后来发现但凡刮风， 鸟巢就像
陀螺一样旋转， 鸟儿又不是荡秋千的， 即使是， 它也
找不到进巢的门呀。 我便请人把两个巢固定到了樟树
粗大的枝丫间， 樟树老了， 厚重， 可堪托付。 果然，
今年春天， 一对牛屎粑粑鸟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巢。 另
外的几个鸟巢， 我把它装在芥子亭的外梁上。

芥
子 亭 在 4
楼 ， 这 几
年， 亭子外的
樟 树 、 栾 树 、
银杏， 都在疯长，
树冠早已盖住了屋顶，
枝叶在亭外严严实实地扎
成了绿色的屏障。 老伴在亭
子外墙墩上又置修了花圃， 冬
青树、 三角梅、 红果树都拼命
地朝亭外的阳光奔去， 和亭子外
的青枝绿叶汇缠在了一起。 很多的
大小鸟雀在这里常来常往。

住在大樟树上的鸟巢里的那对牛
屎粑粑雀， 在立夏前就完成了一次生命
的轮回。

这种鸟书名叫什么， 我懒得去究其
详， 沿袭了老家对这种鸟的叫法。 別看这
名字难听， 模样儿其实挺好看的。 它从头
到脚都是黑的， 羽毛漆黑发亮， 粗看就是
一只小乌鸦， 细看才知道区别。 牛屎粑粑鸟
的喙是金黄色的， 这个区别立即与乌鸦有了
云泥的高下。 樟树上的那对老牛屎粑粑雀，
已经带着一对雏鸟从我给它们安置的巢里， 飞
到丛林里过夏历练去了。 那对雏鸟翅膀硬了以
后， 它们还会来寻找它们度过第一个春天的绿树
吗？ 它们会为它们的父母从远方衔来一粒豆， 一条
虫吗？ 它们还会匍匐在出生的老窝感受昔年的余温
吗？

这些， 我都不得而知， 我甚至不知道， 它们是不
是就在这片树丛里， 和我一样凝视着长天的白云带走
了梨花的白， 寻找着积叶里掉落的桃花的红。 在这春
繁已去、 红颜殆尽的时节， 感慨人生的坎坷、 前途的
零丁。

刘卫

满山的红杜鹃， 附身在丹霄之处
我闭上眼睛， 闻见
历史长河中， 一排鲜亮的名字， 正被一场盛世
的诗宴
刷屏

不用虚构
一座道观， 一库山水， 一个采药人的不老人生
祖国从不落下一处细微

脚印， 一个接上一个
踩出一条书香之路
路连接到水， 水就成了天

天水一色
青山叠韵， 一个村庄从中得道
别有洞天

洞阳书院

我遇见一阵雨， 敲打我的额头
那些精心雕琢好的雨水
四散逃开。 像秦时修炼的道士韩终
带领罗氏、 卢氏、 刘氏等楚国亡民， 东渡逃亡

我读到一片花瓣， 泪流满面的姿容
那些开在低处的花朵
照见曾经飘逸的黑发
变成了华发。 读书人的脸颊， 被一罐草药

灌醉。 我爱上一名隐士， 飞翔的姿势
曲径通幽处， 雨水引导着我， 走上朝圣的路
那是一条
———不归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