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丹丹
天空

①
杜鹃啼血地叫了没有
叫了就知道爱情来过了;
山丹丹灿烂地开了没有
开了就知道春来过了。

你痛苦了没有
痛苦了就知道你遇到爱情了，
———在荷塘月色里， 晨曦中， 浓荫下
有你一串串的脚印。

一月不打开窗户
一年也不打开门，
怕开窗看到的不是你
怕开门碰到的不是你。

我知道外面很明媚:
月亮挂在树上， 山丹丹也开在树上，
我就是不出去，
永守着那份忧伤。

②
你是一只小小鸟
不想飞高， 只想依人。
就是一次心动的相遇
就能感觉到你的温柔。

你是一位如水的花旦
不想威武， 只如行云，
屏神凝气看你一眼
看一眼你的兰花指。

在那低吟浅唱的湘江河畔
我轻轻地吻了你，
只感觉你的小鸟依人，
更感觉了你的热烈！

是不是有天使飞到我身旁
美丽的姑娘呵！
在满是山丹丹的地方迎接你
你的目光如清许的月色。

③
千万遍嘱咐自己
别让泪水长流，
就是不争气， 在分别的刹那
泪水在飞。

怎不叫人挂肚牵肠
你的善良， 你的易伤，
因为不能陪伴你年年岁岁
不能守候在你左左右右。

谁给你缠绵的相思
谁给你细心的呵护？
谁给你回肠荡气的爱情
谁给你心痛的嫉妒？

行吗， 算求你， 给我一个女儿
让她永远问妈是不是很漂亮，
即使当爹又当娘
只为着你永远在我心上。

彭英

暮霭又吞噬了一日，和孩子们分
别已有3天，内心陡然沉重起来。

作为两栖人，每天穿梭于城市和
农村之间，最能体会这暮霭意味着什
么。暮霭，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是爸
爸妈妈回家了，家里的彩色电视上演
动画片的时候到了。他们会饶有兴致
地端上饭碗，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
前，一边嚼饭粒，一边享受精彩刺激
的动画。 我的童年也是这样过的。有
时候我和妹妹会把饭桌摆在夕阳下，
搬到池塘边，让青蛙的唱鸣，四野的
清风， 闪烁的星朵， 伴随着这个夏
夜。

而今的孩子们， 只有在农村，才
能享受这样的惬意。大半居住在城里
的孩子，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小区

里的健身器材日复一日地呆在那里，
已毫无新鲜感和探寻的乐趣。那些人
工林地的背后，严严实实地藏着什么
呢？不过是安全第一，安全重于泰山
的庄重承诺罢了。 这或许是对的，毕
竟独生子女多，在城市里生养一个孩
子有多不容易，各种辅导班，各种缴
费，已经耗尽了上班族的心血，他们
哪里承受得了更多的意外到来。相
反，在乡村，孩子们还和他们的父辈
一样，享受着天然的风光，半夜里还
可以和爷爷或者爸爸去捉泥鳅或者
黄鳝。这才是天然的童年。

而今，这样的童年已经早早地远
去了。到哪里去寻找童真，是在梦里
吗？还是在今夜的星空里？

愿这个城市，给孩子们多保留一
片天然的绿地，让他们笑得如星空一
般灿烂。

日暮所思

潘峰

早晨5点，星光尚未褪尽，父亲在
微信家人群里发了一段文字：“被亲人
强烈地依赖， 无论它是以何种方式存
在，总归是一种幸福。”

我知道父亲肯定是刚度过了一个
辗转难眠之夜，而后释然感慨，起因是
昨天母亲再次几乎走丢的事件。

母亲年轻时就不太记路， 过了八
十，找不到路便是常事了，多次发生过
参加活动后车坐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干
脆找不到家让路人给父亲打电话的
事。我们担忧的是，哪天母亲再记不住
父亲电话号码怎么办？

父母在家乡， 虽也会定期到上海
北京看望儿女孙子们， 但暂时还是在
家乡习惯些，朋友多生活丰富。父亲还
到大学讲课当评委，母亲仍带学生，姐
姐在长沙办独唱音乐会时， 母亲还上
去引吭高歌。

但渐渐地， 母亲自理能力有些变
化， 其一就是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父
亲了。 昨天的事情就是父亲去原来单
位办点事，母亲不肯单独在家，一定要
跟着去，然后父亲进大楼办事20分钟，
让母亲在边上商场逛逛别走远， 可等
父亲出来，母亲就不见了。终于打通手
机后，母亲说到办公室找父亲了。最后
发现她跑到另一个楼里别的单位，在
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办公室里坐着，好
心的小姑娘还泡了杯茶给这个慈眉善
目的老太太。母亲安详地坐在那里，以
为父亲就在隔壁房间。

母亲似乎连和父亲20分钟的分开
都不能接受。

父母是大学认识并相爱的。 两人
都是大学广播室的播音员， 每次学校
放露天电影， 他俩播报完放映前的各
种通知， 露天屏幕前面就满了没有位
置了， 于是两人就跑到屏幕反面的草

地上， 手牵手仰着脖子幸福地看字幕
是反的电影。

毕业后因家庭出身原因， 父亲被
分到湖南一个偏远小县城当中学老
师，母亲却到了广州，在部队歌舞团当
主演，演韩英演红霞。两人天差地远，
多年只能鸿雁传情。唯有一次，父亲千
里奔波到广州找母亲， 母亲违反规定
在战友们的掩护下偷偷到车站和父亲
见了一面。

如果这份爱情在严酷的环境下动
摇了，这个世界便没了我，这世界就少
了一个做石化国际贸易拍过电影的商
人文青，对这世界影响不大，对我却大
不一样。

世上有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有
的是不可逆的。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
老人在老去。 父亲年轻时百米跑破过
省纪录，体质好，前些年也得过两次大
病，所幸痊愈，现在80岁的人走路仍虎
虎生风，头脑清醒。母亲身体这些年倒
没什么大问题， 但就是慢慢有点小糊
涂了，刚说过的事马上就忘，同学聚会
忽然问大家一个去世多年的老同学最
近身体怎样。这些都不重要，但不记路
走丢可是大事。

夫人已经在网上买了可以方便定
位的手机手表寄过去， 并让家乡的堂
弟专程过去帮母亲调试好， 以后只要
离开父亲视线就必须戴着。 这种表本
来是给小孩戴防走丢的。但生命轮回，
老人常常回归童真。 现在白发苍苍的
母亲其实就像一个拿着棒棒糖的小女
孩；而父亲就像一个带着她玩耍、照顾
她的大哥哥， 小女孩一手举着棒棒糖
一手紧牵着大哥哥的衣角不放手，大
哥哥带着她到处玩好玩的吃好吃的，
一辈子都这样，永永远远都这样。

父亲在群里发完感慨， 姐姐说：
“相濡以沫，如影随形。”

我说：“稍有痛并快乐着。”

依恋

杉树口
石健

在一个阳光饱满的早晨抵达杉树口。
仿佛搭乘了一辆高速列车， 从繁华喧嚷

的红尘到简静澄明的世外， 只需城里人花上
30分钟时间： 自吉首市乾州古镇出发， 往
西南社塘坡乡方向， 经张社大道， 至村道尽
头， 即可。

车停稳， 只见四围青山如屏障， 已然置
身幽深峡谷之中， 似再无去路； 下得车来，
一座小桥现于眼帘， 桥下有清溪缓流。 目光
溯溪而上， 视野豁然开朗： 杉树口苗寨跃然
眼内。

沿溪行。 苗寨小巧， 清爽， 平和， 宁
静。

它的静好， 来得太快、 太过突兀猛烈，
因而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似真似幻。

苗寨十余户人家， 沿溪流而立， 依山势
而建， 自在地参差错落着。 寨中人家各有庭
院， 虽不闭户， 亦不见人。 在这个没有手机
信号、 没有现代都市特征的地方， 提醒着季
节的是乡村的植物。

金黄的稻谷在苗家庭院里铺晒着， 房梁
上悬挂着沉实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 辣椒因
夏日光照， 水分丧失， 色彩饱和， 身体轻
盈， 兀自招摇———它也许是这个苗寨里唯一
高调、 不安分的植物了。 杉树口的秋天是靠
植物来辨识的： 植物们是大地的一部分， 它
们是大地季节的标志， 又是大地空间的向
导。

溪畔一户人家， 庭院空寂， 秋阳洒落，
柴门半掩。 院墙上生有一壁藤萝。 藤萝生机
勃勃地向着秋晨的太阳生长。 藤叶悬空， 自
幽谷而来的山风， 随风摇曳， 欲动欲止， 且
静且声， 光影交错， 斑驳陆离， 于是， 满壁
摇曳， 满眼光亮， 满心鲜活。 间有苦瓜花、
紫茉莉与藤萝纠结， 这默然无声的缠绵令人
遗忘了红尘俗世中的匆匆： 那些匆匆的相
见、 停留和寒暄， 那些匆匆的爱恋、 匆匆的
亲吻， 然后匆匆离散。

人， 终其一生， 都在与时间这个无形的
敌人斗争， 明知终是落败， 也要负隅顽抗。
而在杉树口， 与植物坐忘， 安然从容， 似乎
有战胜时间、 遗世独立的快感。

在溪堤上遇见一位村中老妪， 脸颊瘦
削， 布满皱纹， 但眼神明亮， 留有灰白的发
辫， 就像个不谙世事的老小孩儿。 她热情地
邀请陌生的来者去家中做客， 并喜悦地告知
家中的猫儿生了小猫， 若是喜欢， 可以相
赠。

大地的魅力在于绝不复制。 自然造化是
位天才的艺术家， 他把杉树口的小桥、 流
水、 怪石、 古树、 野径、 青山， 依照山势与
溪流， 进行最独特的组合、 最妥帖的安放，
并以绝不重复的色彩和姿态描绘这里的景
象， 使此处苗寨异于他处。 连近在咫尺的城
市速度与喧嚷， 也没能骚扰到杉树口。 面对
喧哗与骚动， 他安然若素， 岁月静好， 躁动
的现代人可在这里停下脚步、 放下心来， 和
自我对话、 与万物同游。

继续溯溪而上吧。
溪流穿村而过。 狭窄处仅二三米， 宽阔

处有八九米， 方便两岸往来的是单孔的石桥
或是权当跳岩的河石。 溪水同这个初秋一样
清亮， 折射着照入峡谷的阳光。 投入一块石
子， 那些光线在临流照镜的人儿脸上晃动起
来， 只得闭了眼， 抬了头， 沐浴山风， 承受
一脸光华。

石桥那头， 蹲着一人， 晒着太阳， 抽着
烟， 眉头舒展， 面色平静。 若非若隐若现的
烟雾升腾， 会以为那是一尊雕像。 一条大黄
狗立在他身旁， 见到不速之客， 不迎， 不
吠， 任一众生人穿行而过。 “无事此静坐，
一日是两日”， 山中日月长， 海枯石烂皆阅
过， 世间人事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所谓
烦恼皆是时间催生、 庸人自扰吧。

溪堤转角处生长有一棵大杉树。 树干粗
大， 冠盖倾斜， 为溪岸构造一处阴凉。 阴凉
之下正好有横亘着的硕大枯木和大块鹅卵
石， 它们常年被高山上流下的溪水冲刷， 又
经山风吹干， 因而爽净。

一行四人至此处， 各择木石落座， 歇
脚。 和着似有似无的溪声， 有一搭没一搭地
说着话， 然后长时间地沉默。 任何喧哗和浮
夸， 在这里都是搅扰和冒犯， 只有沉默才配
得上这被时间遗忘的桃源。

杉树口微凉的秋水、 光圆的溪石、 巍然
的青山、 幽渺的古树， 自洪荒而来， 便是如
此深心平和， 淡然无染， 本真简静。 它们的
沉默， 蕴藏着很多秘密， 也留存着答案； 它
们的孤寂蕴涵着自洪荒而来的力量， 也给予
人们温暖和踏实。 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在沉
寂中， 亦走入隔绝世俗的境界， 时间仿佛凝
固， 心灵复归澹静， 此时此刻， 便是永恒
吧。

若能汲山泉， 拾松枝， 煮苦茗饮之， 或
临清流， 抚琴弦， 聆箫音， 听丝竹和谐， 便
真乃“千年不过此刻、 太古不过当下” 了。
“山静似太古， 日长如小年”， 杉树口———令
时间消失的人间胜境。

唐群友

逸情
昨日沅江客， 今朝潕水人。
行舟掀细浪， 上岸见通津。
壶里春茶绿， 杯中米酒醇。
邀君临敝舍， 把盏去心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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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无事，闲逛到浏阳，住在一家客栈，喝了酒半夜睡不着，
书也看不进，又披衣起来喝茶。这是第二次来浏阳了，走马观花，
对此地并不熟悉，随手拿起一本浏阳指南图册来。封面是一座深
宅老院，旁边用草书注着“浏阳丈夫第”。第是府邸，“丈夫第”又是
何意。翻开书里的册页，才知是谭嗣同的故居。我当然知道他是浏
阳人，没想到他还留下一座故居，就在浏阳城里，明早去看看，这
“丈夫第”有多丈夫！

第二天早饭后，我步行过去，一会就找到了，就在临街的闹市
上。府邸黑瓦木架，青砖外墙，没有围栏，大门朝街，往来匆匆，显
得与周围的市相格格不入。 想来官宦人家的深
宅是空阔幽静、风光秀丽的，不是门楣上挂着
“谭嗣同故居”的牌匾，简直不敢相信是他家的
宅院。

故居横向不宽，纵向好几进，庭院悠深，有
一种气严实地笼罩着院落， 一下变得庄重起
来。可是周围并无耀眼惊心的器物，到底是什
么气呢？进门前厅是谭嗣同的塑像，眼睛凹入，
颧骨前突，面颊瘦小，嘴唇紧闭，透出一种倔
强、一种刚毅，似有不甘。

从介绍上得知，这个宅院是他们祖上修建
的，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做了湖北巡抚后，皇
上敕封“大夫第官邸”，这是士大夫家族的无上
荣耀。我才明白，因为昨夜看的介绍文字潦草，
把“大”当成了“丈”，不禁哑然失笑。

我在一则资料上看到，明清以来，湖南敕
封“大夫第”的地方共有四处，另为郴州永兴县
马田镇广西巡抚史朝仪的大夫第、娄底双峰两
江总督曾国荃的大夫第、还有我家乡邵阳隆回
县罗洪镇的“紫诰荣封”大夫第，但这一座的主
人未能考证。看来，获此殊荣是极不容易的，功
德才位并举呢。笑过之后，我又低头沉思，原本
是谭继洵的封号之第， 却挂上了谭嗣同的牌
匾，看来是“僭越”了，抢了光环。但是身边的人
都知道谭嗣同， 很少有人知道谭继洵是谁，好
像也顺理成章。谭继洵要是知道，他会不会有
意见，而且谭嗣同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老夫才生于此、终于此
呢！

其实，谭继洵心里早已有了料想。
谭嗣同13岁时，第一次回到浏阳，为上年去世的母亲扫墓。谭

继洵进士出身，在北京做官，谭嗣同在北京出生和长大，说着一口
标准的普通话，但他对故乡却有着浓郁的亲近感，好像就是饮着
浏阳河水长大的，后来就不肯回去了。老父同意他在乡学习，预备
考取功名。谭嗣同一生的重要变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乡村
集市、山林河道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对过去的生活逐渐

怀疑起来。谭嗣同结识了城里的唐才常等“不良少年”，一起拜师
求学，尤好武术，看到不平事就时不时展露一顿拳脚。后来又跟
“大刀王五”一类人搞到了一起，心事哪还能安定下来。

谭继洵忧心忡忡，不断修书催其归去。第二年，谭嗣同很不情
愿地去了在甘肃任职的父亲身边，但他已不适应那种规整优裕的
日子了，他向往野性的自由生活，15岁时又回到了浏阳大夫第，如
鱼回到了水中。谭嗣同19岁结婚，中间去甘肃看过父亲几次， 21
岁到30岁多次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屡屡失败，对功名进取失去了
信心。父亲给他安排了职位，他没一点兴趣，却喜欢游历，交际有

识之士，阔谈时局、痛陈政弊。君子豹变了，谁也
无法阻拦。

要说谭嗣同短暂生命的可贵， 正是由官宦
之家的“大夫”气，毫不妥协地转向了顶天立地
的“丈夫”气。这“丈”字的捺笔，就是比“大”字出
头一点、歪叽一点。露出这一点，却要很大的力
量，气质格局也天地一新了。

谭嗣同是够“出头”的，31岁与师友创办算
学社，花费家中大量钱财。33岁那年，他参与长
沙时务讲堂，把家里的很多珍贵藏书和器物，捐
给了讲堂。父亲写信责骂，他说我捐自己的书，
跟你无关。谭继洵写信苦劝，叫谭嗣同不要上北
京，要么来湖北。就在这一年，谭嗣同义无反顾
地进京了。

谭嗣同进京之前，就安排了后事，当然不想
有人救他了。 他代替父亲写了一封断绝信———
不听劝告、咎由自取、与我无关、再无逆子。其实
是一封救父信，清廷因此没有革其性命，责令去
职回乡。谭继洵应该明白儿子的用心，白发人送
黑发人，他写了一副寻味的挽联：谣风遍万国九
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他还
有昭雪之念，应对儿子的丈夫气节是肯定的。

没想到这一走， 这座宅院竟然挂到了他的
名下，虽然老父回乡后一直住在这里。谭继洵应
想到了儿子会取代他，他曾安慰儿媳李闰说：媳
妇不必悲伤，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

比我要高多少倍！
参观中看到，谭嗣同为书房命名“石菊影庐”，菊花石是浏阳的

名石，坚硬纯洁，有着菊花状的纹路，常做砚台，他写的一本书就叫
《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在书房题过一副门联，上联是“家无儋石”，下
联是“气雄万夫”。我犹感凛然之气辐射而来，分明是一种丈夫气。
走出宅院，我又笑了，称“大夫第”为“丈夫第”，又何尝不可呢。现在
周围的“大夫气”依然萦绕，“丈夫气”却很稀少。人在天地间往来，
可是要靠丈夫气支撑天地。浏阳的这座府邸是值得细细观看、深深
抵牾的。

丈
夫
第

邓
跃
东

李学全

光秃秃的，
疑似枯树。

一夜春风拂面，
将美满满的，
挂上枝头。

毫无保留，
属于自己的花季，
尽情地绽放。

出场不用幕布，
裸露地开放，
无虑无忧。

全真的美，
没半点要遮的羞，
行的是平素。

几朝夕，
几阵风，
花落尽，
拉上清一色的幕，
那 是 代 表 生 命 的
绿。

樱花开，
樱花谢，
生命的写意，
生死随风，
高洁不朽。

（外一首）
樱花

一棵树，
一枝花，
同长在天涯。

原来，
花在此山中，
树在此山下。

树向上向阳，
想长得高了，
看花美的模样。

花静静等候，

待见到树时，
才尽情地绽放。

树不能动，
花不能动，
风儿来传情，
让树示意地招了
招手，
花看到了，
将清香轻飘送。
独特的芬芳，
树闻到了，
连连的点点头。

牵牛花
春来吐嫩芽， 夏至绽奇葩。
有傍枝头笑， 无依地上爬。
株株扎瘦土， 朵朵靓农家。
未见喇叭噪， 高洁不屑夸

遥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