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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须有仙气， 否则如何让这许多“神仙” 自
在悠游？
位于云龙的方特欢乐世界里就聚集了孙大圣、
白娘娘、 聊斋里的狐仙、 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熊大熊二……真是“神仙” 打架啊！ 这些只是外来
神仙于方特“落脚” 而已， 须知云龙尚有本地神
仙。
云龙境内有一条小河， 蜿蜒贯穿。 小河名为
“龙母”， 便是此处大名鼎鼎的本地神仙了。
相传古代潇湘旱涝灾害时有， 百姓耕种十年九
不收。 本地有民妇周氏， 寡居而贤德， 与子周龙相
依为命， 时常教导儿子造福乡里。 周龙自幼谙熟水
性， 一日突生龙鳞， 飞升而去。 周龙飞升后， 游于
湘水， 潇湘从此风调雨顺。 龙母离世后， 人们感念
其德， 建龙母宫常年供奉。 后渐渐又有了龙潭、 龙
母河、 周龙庙、 龙头铺、 蛟育池这许多与龙相关地
名， 云龙之名由此而来。
如此， 这一方土地上， 真真是有仙气了。 龙母
河上轻飏的雾气， 沿河两岸屋舍俨然， 瓜棚菜地乡
间小道上怡然的乡人， 雾霾至此间便消弭， 夜里北
斗清晰可视……皆因仙气所致。 我笃定。

沿龙母河的仙气溯游。 一个拐弯处有小石桥名
太平， 东行数百步， 河边有人自在垂钓， 道旁小村
宁静， 隐约似有弦歌之声。 这便到言子祠了， 言氏
后人于礼乐教化一道自然遵从祖训， 村人也一派闲
雅之气。
言子即言偃， 字子游， 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唯一
的南方人。 孔子曾曰， 吾门有偃， 吾道其南。
言子出生的南方自然不在 云 龙 ， 他 是 常 熟 人
氏， 后人由江南徙此。 祠堂为言氏后人所建，
迄 今 已 有 600 余 年 。 眼 前 虽 已 然 衰 败不堪， 仍可
见昔日高墙大院恢弘。 祠堂门楣为汉白玉质地， 门
头凤凰、 牡丹、 松树、 蝙蝠 、 祥 云 诸 多 雕 刻 犹 纹
理清晰。 已坍塌大半的山墙马鞍形制， 孤独耸
峙 ， 朱 漆 剥 落 ， 露 出 夯 就 的 陈 年 黄土。 内院仅
余几道承重墙体， 顶着残损的瓦楞， 如同老朽之人
露出豁了口残余的几颗黄牙， 看似有几分笑意， 而
凄惶尽现。
在暮春见此情， 未免生出喟叹， 不知该为生赞
叹， 还是为衰一恸。 正矫情， 却见脚边一枝窃衣顶
着细碎好看的小白花颤颤地微笑。 忽生疑窦， 窃衣
的来处是哪儿？ 这一院花草树木又分别来自何方？
大约， 一个书生自江南来， 窃衣隐在他青布衫里子
的纫褶处， 随他行了数月数千里， 待得书生行经此

地拜谒言子， 窃衣知道行该归止了， 就一头钻进土
里去了， 隔年就得了一大片窃衣。
窃衣其子细， 其气臭， 又善惹人衣， 本是厌
物。 这一番迁徙倒让人生出敬意了。 譬如徽调随徽
班进京， 衍生出国粹京剧； 譬如李杜千百年为人们
口口相传； 又譬如言子一脉流徙潇湘， 于这太平桥
端渊源继传。 文化的迁徙亦跟随人的衣履行止， 正
是言子后人徙至云龙， 窃衣来了祠中。
而今方特乐园里的白蛇许仙、 梁祝、 聊斋神怪
及至产业园内诸多新型产业， 不也形同此理吗？ 随
人而徙， 至此而安。 云龙果真是有仙气的， 才有了
适宜这一切的土壤。
若以古人“造仙”惯例，言子也算得仙人。 后人造
祠堂，世人得福泽。 江南文化迁徙至此，初发轫尚是
涓涓细流，而湘江便得以赓续这数百年文脉。
祠堂后是言氏后人村庄， 几位老人坐村口闲
谈， 孩子在一旁玩耍， 村边田间有人劳作， 绿树环
绕一派清淑。 恰是孔子当年同言子谈“道” 时口中
描述之状， “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 昔日
言子闻道时情状如何， 数千年后的我们自然不得而
知。 想来必舞之蹈之， 曰： “偃虽不敏， 然心向往
之。” 今见村人安闲若此， 我亦心向往之。

云龙步趋
方雪梅

晚饭后， 沿着云龙大道散步。
看看四周， 佳木葱茏， 且视野敞
阔， 如立平原。 早出的月亮， 青苍的
天空， 远近的绿植和散落其间的建筑
物都被巨大的阒静抱住。 我忽然有了
在这个湘中绿心地带安顿余生， 独抚
春醪、 闲饮东窗的冲动。 只是， 脚下
这一幅按城市主干道规模修筑的路面，
提醒我， 万种念头， 不若行走。
因为路面宽直平坦， 晚风带着草
木青涩的味道， 没有半点拐 弯 抹 角 ，
就直接触及了我的发肤。 我真切地感
受到了风行进的痛快， 也感受到自己
鞋底下无羁绊的轻快。 我想， 与晚风
同样感到舒畅的， 除了路上走过的人，
一定还有驶过的车辆， 以及从高天逛
到大地上的月光。
多年前， 我从长沙去株洲电力机
车厂讲课。 汽车在路幅只有五六米宽、
路面破烂不堪的老长株公路上颠簸着
行进。 经过此地时， 我的五脏六腑几
乎都吐了出来。 现在， 故地重回， 我
的脚步轻松而悠闲。
眼前， 云龙大道在忙过一整天后，
人车渐少， 开启了安静模式。 在一片
绿色里， 它极力向地平线尽头， 打开
自己双向四车道、 幅宽三十多米的身
体。 平地、 土坡、 低丘， 一丛丛、 一
线线草树， 被道路与初亮的路灯， 划
分成整齐的组团和队列。 远处， 影影
绰绰的是职教城和方特娱乐城别致的
楼宇， 它们在教与乐之中， 孵化着孩
子们心底的各种美梦。
暮色温柔， 空气里流动着香草的
气味。
我在平整的路边慢行， 思绪却围

花
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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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把红掌叫做花烛。
红掌的学名， 就叫花烛。 那个春天， 在云龙示范
新区辖内的云田， 当一片又一片卓然盛开的红掌纷然
扑来， 在我眼里， 那却是一枚枚携着火苗轻舞飞扬的
花烛。 “忆昔岁除夜， 见君花烛前。” 啊， 花烛， 才
是与良辰美景相配的呀。
作为天南星科花烛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 宽厚
的长圆状绿叶， 绿叶中挺拔的细长叶柄， 叶柄承接的
一瓣卵心形的红色苞片， 苞片托住的一柱黄色的肉穗
花序， 无一不是由内至外焕发出夺目光彩。 因形似庙
里供奉佛祖的烛台上燃烧着的烛焰， 花序还被称为
“佛焰花序”， 苞片也得名“佛焰苞”， 如此庄重而仪
式感十足的称谓， 让这心形的花烛， 承载了绵长的情
怀。
烛光荡漾的时刻， 是令人留恋的， 那光与影恋恋
交织的， 是簇新的期望。 掌心向上的模样， 那敞开手
心里展现的， 是火红的前景。 在似水年华中， 花烛以
热情、 热血、 光明、 希望的花语， 饱绽着发自内心的
光华。 她代表的就是红心啊， 饱满， 深情。
带着别样的情愫， 花烛盛开在素有“全国花卉生
产示范基地” “中国花木之乡” 美誉的云田， 陪伴着
跳跃其中的一颗颗坚忍不拔、 蓬勃向上、 火热澎湃的
心， 大气地舒展着云龙示范新区的鸿图。
一阵细雨袭来， 落上花烛那一丛耀眼的红、 黄、
绿， 眼看着会作稍稍停留， 一丝惊喜正悄悄拂过脸庞
呢， 眼睫毛都还没来得及眨一下， 细雨珠儿就极速地
滑下了， 宛若天边依稀闪过的微光， 风儿还未吹来，
踪影就已不见。 再定睛观花烛， 花叶间不正依然隐着
浅浅笑意， 稳稳地将自己立在那儿么？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花烛的性味， 也既温和， 又
苦辛。 她可以用柔美外表为生活增添异彩， 防止辐
射、 净化空气、 美化环境； 又可以以强大内心铸就镇
静祛风、 化痰止痛、 消肿散结等作用， 治疗顽痰咳
嗽、 胸膈胀闷、 眩晕惊风等症； 她还天生自带毒性，
新鲜嫩活时的她毒性最为强烈， 经晒干等加工程序之
后， 毒性会减弱， 但不会消失。
携着毒， 花烛更具个性、 更教人敬畏。 要知道，
那世间的无知、 无礼、 轻慢、 侵犯， 在毒面前， 都不
堪一击。 更何况， 花烛， 还美着、 实用着呢， 平常与
她相处时， 让她立在通风透气的地方， 她就能滋养我
们的眼和心。 栽培她时， 戴上防护手套等， 就不会被
汁液沾染。 想让她来治疗疾病时， 将她 的 根 、 茎 、
叶、 花经严格的专业炮制后再使用， 她就能够帮助我
们袪病除邪。
于是， 花烛， 笑意盈盈地摇曳在我们发现美的目
光中。 她自带光芒， 哪儿有她， 哪儿就会有卓卓亮
光， 潇潇泻下。 而她， 只是沉静从容地融于那令她魅
力四射的光明之中， 令懂她的人， 陶醉。
云龙示范新区就陶醉在花烛的海洋里， 它与花
烛， 相和而美， 相知而长。 润红的手掌里， 托起的，
是一片广阔的蓝天， 如云中之龙， 直立在云霄。
花烛， 是云龙最美的一道光。

绕“行” 与“路 ” 两 个 字 风 驰 电 掣 ：
地面的平整旷阔， 于天下之路， 人类
之行， 实在是件大好的事。 只是， 为
了让出门的脚板舒服点， 去路与来路
都快一点， 人类努力了数千年。
“要致富，先修路”已是天下共识。
株洲，从一个小城发展成重要的工业城
市，就得益于它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
和水运航道对经济的助力。 同样是一条
条道路，将羁押在贫穷里的城市、乡村
和家庭的脚步彻底释放。 到如今，“人之
步趋”，从先人的“陆行车，水行舟，泥行
撬，山行樺”状况，进入了飞机、高铁、巨
轮乃至宇宙飞船时代。 快速变化的出行
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此刻， 暮色温柔， 空气里流动着
香草的气味。
眼前一块路标， 清晰地展示着前
路的去向。 我收拢漫卷的思绪， 沿着
蓝底白字的路牌的指引， 慢 慢 踱 步 。
目光所及， 新路连着新路。 白天在示
范区采风时， 我看到了桥山路、 盘龙
路、 云天路、 崇德路、 兴龙路、 云端
路、 云海路、 荷叶坝路……喜欢这些
道路的名字， 它让我想到了飘逸的云
朵、 腾跃的蛟龙、 如虹的长桥、 田田
的荷叶， 和谦谦君子怀抱美德……我
知道， 这片曾经荒僻的大地上， 正在
布局“五纵十横两互通” 的主干路网，
布局着未来的足音。 最重要的是， 这
些如网如弦、 末端连着株洲城区， 连
着省会长沙， 连着天南海北的山山水
水， 连着交通枢纽、 物联网、 互联网
的道路的名字里， 有当地人的干云豪
气， 有他们铿然作响的行走脚步。
是啊， 有了好路， 老百姓的好日
子就有了根蒂和来历， 就会水远山长
过下去。

陈夏雨

云
龙
广
场

云龙广场， 很大
我们从外边走到里边， 从诗歌转到了人生
它却纹丝不动
它托住我们沉重的脚底， 掂量我们灵魂的重量
在株洲的东北部， 它和云上的龙一起
朝着光
像一棵张开巨大绿荫的树
看各色人等来去匆匆
等待来自滚滚红尘
疲倦不堪而又可爱的人们
它放低的姿态里， 盈满慈悲
云龙广场找回了我的童年
我不知道
能不能带它走进尘世

编后
近期， 株洲市作家协会组织长株潭
作家们来到长株潭的中心地株洲云龙经
开区采风， 作家们收获颇丰。 文艺家如

12

日子在云龙
慢下来

窃衣的迁徙
王亚

星期五

何进行反映改革发展的现实题材创作，
这次采风的成果体现了 新 的 视 角 与 经
验。 本刊特摘发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万宁

在某个春天的上午， 开车过五桥， 一直往前， 就到了云龙大
道。 喧嚣顿然消失， 虽然面孔还是城市的样子， 但神情气质已然
乡村。 道路两旁绿化带的延伸处， 一垄一垄的油菜花， 一坡一坡
的桃花， 在风里含笑。 拐进小道， 在云峰湖边停下， 站在堤上，
看见湖水如同手掌， 印在青山之中， 长短不一的五指， 清晰明
了， 指尖微颤， 风便从坡上吹来， 在湖面荡过， 轻轻一拂， 人似
乎就成了春风， 开始各处飞奔。 忽然有了一种冲动： 老了， 就住
到这里来。
这里似城非城， 似乡非乡， 城市与乡村的接壤， 恰到好处。
找个有天有地的屋子， 观万物变化， 关心草芽拱土、 柳条挂绿、
花朵盛开、 虫鸣蛙叫这类小事。 在时光里坐下， 看书或码字， 累
了， 就带九妮去外边走走， 倒饬倒饬花草， 浇水剪枝。 如此， 日
复一日， 秋去春来， 日子安稳。
云龙是长株潭的中心点。 我这里刚开始做饭， 住在长沙的大
姐， 坐着城际列车， 不急不慢， 正好可以赶上饭点。 我不想做
饭， 开个车， 踩几下油门， 便可去湘潭二姐家蹭一顿。 云龙往
东， 是我外婆家， 浏阳西乡， 老妈过来住， 我还可以陪她回娘家
走走亲戚。 如此一想， 时光里浸出了笑声。
住在云龙， 全国有名的云田花木基地， 我会常去， 不是它全
国有名， 而是我喜欢， 这基地于我是个福利， 看花赏花， 然后带
点回家。 生活是要仪式感的， 一年四季， 门前屋后， 摆几钵花，
除了养自己的眼， 日子也显得正式。 过年的时候， 定会摆上红玫
瑰与富贵籽， 大朵大朵的红花， 一球一球的红果果， 在门前欢天
喜地， 也是迎接女儿全家归来的笑脸。 春夏之时， 要种上茉莉，
这是我对孙女的一种表白。 我有个叫茉莉的孙女， 每一声对她的
呼喊， 都会口齿含香， 似乎一朵一朵的茉莉正迎风摇曳。 茉莉来
了， 可看茉莉花开， 细闻花香， 在花前冥想她的宇宙。 当然， 更
重要的事没说， 一说小家伙肯定会更激动。 云龙有方特有水上乐
园有冰雪世界， 办张年卡， 一大人一孩子， 可多次游玩， 看动
漫、 数字电影， 玩各种游戏。 到时， 我们一起去了解恐龙危机、
生命之光， 在海螺湾看聊斋与梁祝， 或者去魔法城堡、 水漫金
山、 猴王山、 秦陵历险， 我们一项一项慢慢玩。 在玩耍中， 你对
世界对生命的各种好奇会如期而至， 而我也会慢慢回味， 在你的
欢笑里， 装作回到童年， 与你一起好奇惊讶。
房间里除了孩子的欢笑与偶尔的琴声， 多数时光肯定是寂静
的， 这是我读书与写作的时候。 我想要个像模像样的书房， 有几
扇墙的书， 一张大桌子。 桌子要够我放电脑、 各式茶具与零食，
每天写点， 不着急， 让这些文字慢慢地填进时光里。 对了， 书房
还要有个名字， 不叫庐、 堂、 斋、 轩啥的， 就叫“雨淋柠叶”，
没有出处与来历， 无知的样子， 它只是我的公众号， 不存其他含
义。
如果投缘， 在书房里， 我们一起喝个茶聊个天， 喝什么茶，
聊什么天， 在那时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窗外清新的空气， 树
木间鸟儿的鸣叫， 以及我们脸上的安详。
这些美好， 都因日子在云龙慢了下来。

月
迹
江冬

突然有人喊： 看， 天上的月亮， 好大， 好圆。
车上的十几颗脑袋都同时往车窗外看去。 没有山峦与
楼房的遮挡，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差不多是与我们的脑袋
平行的天边， 有一个暗红色的圆盘。 月亮不是白玉盘般，
而是仿佛即将上台表演的一张脸， 抹满了胭脂。
“要是在长沙城里， 就看不到这么大的月亮了。” 又不
知是谁喊了一句。 作为云龙的客人， 把这样一句话送给云
龙， 自然是不过分的。 但这句话可以用心品味， 却经不起
语言来解释。
“因为长沙高楼多啊。”
“长沙还看得到月亮吗？”
“这边也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月亮了。”
……
我扭头看天边，月亮依然在那里，既辉煌又显得冷清。今
晚的月亮确实很有特色，又大又圆之外，还全身散发着红晕。
这是现实中的月亮，并不是古诗词中常说的玉盘或银钩。 但
眼中所见的就一定是事实吗？ 事实是，月亮比我们所见的还
要大上很多；月亮成红色是因为太阳光线的反射；月亮距离
地球三十八万公里； 月亮将成为未来战争至关重要的制高
点，在上面架设激光武器，只需一点几秒就可以打击地球上
任意一个据点；月亮上有地球上缺乏的氦元素资源，而氦元
素将是未来核能生产的最佳选择……
我这是在想些什么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懂得了
关于月亮的这些？ 让月亮只是一个单纯的圆盘， 最多想象
里面有广寒宫殿， 有嫦娥， 有桂树和白兔， 那该有多美。
现实似乎总是与美无缘， 越赤裸裸的现实， 越是与美拉开
了距离。
“我们这些孩子， 什么都觉得新鲜， 常常又什么都不
觉得满足。” 想起贾平凹 《月迹》 里的这句话。 新鲜就是一
种美， 不觉得满足就是美的延续。 但那是孩子们才能够享
有的， 而我们这些成年人， 已不可逆转地用知识代替了新
鲜， 用更多的知识代替了不满足。
车子停在酒店里面。 随众人下车之后， 我抬头看天边。
月亮已被酒店的墙壁挡住了。 这时候我想， 下次来云龙的
话， 我还是会留意天上的月亮吧——
—云与龙， 也都出没于
天空。 它们和月亮一样， 都需要你抬起头来， 才能够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