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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谈

从盘州回金隆避暑村3天了。
回到金隆那天，在这里躲暑热

的湘人老友，正好从织金洞游玩归
来。 他们对这个溶洞大力赞赏，极
力推荐我去看看。去年是在这里度
假的， 也有多位去看过这个溶洞，
回来也向我推荐过。 而我对于溶
洞，因为过去看过不少，总觉得无
非是各种各样的钟乳石陈列而已，
大同小异，提不起兴趣。所以迟迟
没有动心。

“这个洞不一样呀！而且它离
我们驻地不远，不去看看，你会感
到遗憾的！” 这番话， 终于鼓动了
我。我约来一辆小车，与老伴及朋
友小陈一道，去到这个躲在黔地大
山深处的洞府游览了一次。

50年前， 自己很年轻的时候，
就和邵阳地区搞新闻报道的几位
朋友一起到桂林旅游， 看过七星
岩、芦笛岩，当时，这两个溶洞的奇
姿异态，震撼了我的心灵，此后长
久地盘踞在我心的深处……后来，
我先后又看过无锡的席卷洞、冷水
江的波月洞，都没有使第一次观洞
的感觉在心里淡去。直到上世纪80
年代， 我走进了张家界的黄龙洞，
看到了硕大的洞庭内，一根细细的
钟乳石堆出的数十米高石柱，从洞
底耸立至洞顶，被此洞管理者叶文
智命名为定海神针，以多少元的价
值向保险公司投保，第一次观洞留
在心里的感觉，才被这根定海神针
取代。

又是多少年过去，我到了湖南
中部山区的梅山腹地，在滔滔奔涌
的资江河畔有一个命名为梅山龙
宫的溶洞，再一次征服了我。此洞
有河，攀爬山崖之外，还要在洞中
阴河里乘船。那情那景，使那根耸
立在我心里多年的定海神针在心
中慢慢淡出，我心里收藏溶洞的那
块秘地，又被这个龙宫占领……

驱车1个多小时， 我们来到了
号称华夏大地溶洞之首的织金洞。
通往洞口的长长的石道两边岩壁
上，雕刻了许多名人的题词。这感
叹之声，到底是发自他们肺腑的真
实感受，还是受人之托的溢美之词
呢？此时，我还真不敢贸然判断。

洞口平平 ， 没有什么心动之
处。和许多其他溶洞一样，下洞的
道路是修建得十分规整的台阶，引
你往深处走去。 灯光布置十分得
体。几分钟后，一个迎宾大厅，其规
模之大，其气势之足，其乳石景致
之全，强烈地撞击你的心灵。它似
乎要给那些见多识广的游人一个
下马威，要一扫他们过去留在心的
深处里的溶洞印象， 改由它来占
领。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洞中游
道， 引导我们不断地上坡下坡，入
一个洞，又进一个宫，一个比一个
雄伟，一个比一个壮观。钟乳石的
造型，千奇百态。有如动物中的虎、
狮、豹、鼠、兔，活灵活现；有如植物
中的雪松、台藓等，形态逼真；有如
人物的寿星、观音 、仙女 ，十分亮
眼。每一个宫，都似乎是刻意布置
的钟乳石的大展厅，使你仿佛觉得
自己已走进气势豪华的天宫。如果
说，自己过去赏过的溶洞，有一个
几个闪光点，那么织金洞，则是一
片连一片的闪光点，长久长久地存
留在你的心头。

洞内的宫， 一个连着一个，一
个比一个精彩。 尽管洞中的游道，
要不断地上坡下坡，要不断地拐弯
抹角，对我这个已七十又六的老者
而说，应该是体力难支的，然而前
面的一处一处让你叹为观止的奇
景，又诱惑着你，吸引着你，使你不
觉得累，愉快地前行。

足足在洞中游走了近 3个小
时，我们才心满意足地从洞中走出
来。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做记者，
当作家，职业使然，我走南闯北，游
过许多名山胜水，心中数不清留下
过多少美好的记忆。和许多游者一
样，也曾经发过很多的感叹：看过
张家界后， 说过张家界归来不看
山；游览过九寨沟后，叹过九寨沟
归来不看水……

如今，看过了织金洞，又有了
新的感叹：织金洞归来不看洞！

袁建良

小时候离开家乡，
到省城的路特长，
伴着柴油机的轰鸣，
整整在一湖四水走了一夜一天。

三十年前回乡，
小中巴在通道口蹦蹦颠颠，
如蜗牛般爬行，
如乌龟样蹒跚。

二十年前的湖南，
终于有了高速公路，
可是它，
仅仅是长沙到湘潭一段。

开发性金融的雨露，
终于洒向四水三湘，
我们到荒野计数，
我们到乡村测量。

二环通车了，
到河西看见了岳麓山的后山，
绕城线通车了，
过境的货车不再在城市中左插右穿。

常张高速动工了，
从此张家界不再遥远，
常吉路通车了，
沅水在观景台拐了一个大弯。

向南我们的路修到了宜章，
高速通向开放的广东，
向西从湘潭到邵阳，
宝庆府飘来猪血粑粑的芳香，

张花通车了，
高速穿过美得令人心颤的地方。
怀通通车了，马安通车了，
一条条高速助力贫困县奔向小康。

从长沙到韶山，
一个小时的车程，
因为长邵娄的开通，
每年千万人奔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杭长、长昆、武广，
南北东西的高铁交汇于长沙，
第一个高铁枢纽，
诞生在伟大的湖南。

有了高铁，
广东打工的兄弟笑了，
有了高铁，
游子归乡不再跑上一整天。

世上本来没有路，
但开发银行来了，
湖南人的公路、铁路，
从此更多、更宽、更长。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
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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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平

大漠沙如雪，铁骑驰南北；
遥想当年事，湘军何其烈！

自古湖湘子，最忧天下事；
精忠图报恩，愿赴国难时！

昆仑插宇宙，峥嵘岁月稠；
华夏大一统，江河万古流。

新疆行途中
感怀

刘勋惠

我与湖南日报从相识、 相知到相爱
整整35个年头。

初次见面， 始于初中一年级。那
时，学校开设了20分钟的“读报课”。我
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读报的任务自然
落到了我身上。一天下午，班主任张老
师拿了份当天收到的《湖南日报》交给
我， 并对全班学生说：“让勋惠同学给
你们朗读，大家认真听。报纸上的许多
东西是我们课本里所没有的。学习后，
我们还要写心得……”

朗读的时候，老师一直在场，我心里
不免有些紧张，吐字断句不得要领,张老
师却带头鼓掌，以示鼓励，我信心陡增，
鼓起勇气坚持下来。

从此，为了锻炼自己的阅读能力，我
常利用课外时间，认真看报、读报，遇到
生字就查字典或请教老师。课读前，总得

默默地预读几篇。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
强化，朗读水平明显提高。

一节节，一周周，一期期雷打不动的
“读报课” 不但丰富了同学们的文化生
活，而且营造了全校读报、用报的良好学
习氛围。各个班级自办墙刊，开启读后感
比赛活动，我写的读后感获奖。

习惯成自然。一天不看报，心里憋
得慌。最难熬的是寒暑假。当年，由于
家庭困难，无力自费订报。不得已，只
好徒步两公里外的乡邮电所看报。按
规定，邮电所不对外开放。营业员侯师
傅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他了解我的来
意之后，被我的学习热忱打动，破例从
分拣室抽一份《湖南日报》《湖南农村
报》 给我， 笑哈哈地说：“爱学习是好
事， 看完后放回原处就行了……”自
此，每次去了都有求必应。

弹指间10多年的学生生涯画上了
句号， 但我对湖南日报的阅读学习没有

停止。 参加工作后， 最大的爱好就是看
报，尤其是《湖南日报》，特别是《湖南日
报》的重磅新闻，经常与同事进行讨论。
记得有一年， 吴子斌记者采写的三学生
殊死斗歹徒的舆论监督稿， 引起了读者
的广泛关注。 女青年在列车上遭遇不法
分子的流氓行为时， 三个刚高中毕业的
热血青年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
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一学生被迫
拿出水果刀自卫， 反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吴记者通过深入采访,认为三个学生
属正当防卫。 我们单位看到报道后支持
学生的正义之举，并由我代笔给《湖南日
报》写信，赞扬学生和吴记者。

现在条件好了，纸质版、电子版和其
他融媒体一起发力，看新闻方便多了。不
过，除了在手机上看湖南的新闻，对散发
油墨香味的《湖南日报》 我仍然情有独
钟，爱不释手。

但愿她一路伴我到永远。

愿她伴我到永远

彭金辉

都说如今的节气不准。譬如湖南，常
常是还未立夏，就已热得人只想“剐皮”；
哪怕立秋一两个月后， 人们依旧会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位于祖国西北部的北疆， 秋季却
是如期而至，很守时，甚至有点“着急”。

8月8日立秋，一连几天时阴时雨后，
日最高温就由33℃左右降至25℃上下，
最低温更是常低于15℃，人们早早地就
换上了夹衣。 这让来自湖南的我和援疆
战友们一下子就体验到了“一城秋雨豆
花凉”。

要问在北疆伊犁工作生活了近11
个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要说最中意
这里的西域风光和气候。

且不说去年10月中下旬至今年3月
下旬的遍野白雪， 也不说那拉提空中草
原的大气旷美、赛里木湖的宁静幽蓝，单
说即便是夏日，每晚无需风扇、空调便能
让人搭上薄被静然入睡， 就羡煞了万里
之外备受高温煎熬的湖湘亲友们。 北疆
为何能如此惬意？ 全因了昼夜十五六摄

氏度的温差。
即便是在烈日炎炎之下， 除了难

忍紫外线的直射，也很难有大汗淋漓；
行走在树阴下， 立马就能享受到阵阵
沁凉，不像大湖南那样，哪怕深夜都是
热浪袭人。为何？平均海拔高于湖南千
余米，纬度与长沙相差15度，这里的湿
度一般在40%左右， 远不及湖湘动辄
70%以上的湿度。

前几日， 我无意间将北疆的一周
天气预报截图发在朋友圈， 引来家乡
圈友们阵阵艳羡，恨不能飞临北疆，避
一避秋日里依然逼人的暑气。要知道，
家乡湖南如此舒适的温度，得近2个月
后才会有。

北疆的“天凉好个秋”会不会只是暂
时的，像故乡湖南那样也会有“秋老虎”
让人燥热难耐？“我们这里不会有啥秋老
虎，夏天已经过完了，热不起来了。”新疆
民警阿不力克木告诉我， 路边的杨树和
对面山上的草坡会慢慢枯黄， 到9月中
旬，地里的玉米也会收割。

胡天八月即飞雪。8月18日早上外
出散步时，无意间发现不远处的山顶上，

不知何时已覆上了一层新雪， 朝霞映照
下，散发着柔柔的白光。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三五援友徜徉在初秋的北疆， 满眼都是
一日浓似一日的秋色。挂在枝头已近3个
月的核桃果渐渐浅黄、起皱，葡萄架上的
绿色、 紫色、 奶白色葡萄散发出阵阵清
香；路边的菊苣、大丽花、万寿菊、鱼尾菊
开得正艳； 民居院墙上的爬山虎还是那
么茂密， 正缓缓褪去绿色， 叶片开始泛
红。 秋后的西瓜、 哈密瓜似乎比盛夏更
甜、更蜜；扁扁的蟠桃、熟透的油桃，咬上
一口都让人感到透心透肺的酥爽。

夕阳下， 哈萨克族大叔赶着成群的
牛羊马悠然前行， 在透过树叶的霞光照
耀下，闪烁着七彩的光晕。

犹记自己去年9月底来疆时的阵阵
好奇，转眼已赏尽北疆四季。要问我最留
恋什么？我要说，最喜这北疆“善解人意”
的气候， 最喜北疆这随处可见的雪山草
原， 最喜这北疆一年四季悠闲踱步的牛
羊马，最喜这北疆广阔无垠的大好河山。

这塞外江南姹紫嫣红的宜人秋色，
让人流连、让人遐想，亦让人不舍。

北疆无“虎”秋更美

刘瑞君

一根藤蔓爬上了篱笆，它抽条了，长
叶了，开花了，开得银针乱射，乱箭齐发，
开得脂香粉浓，蜂狂蝶浪。

这是金银花停留在童年里的意象。
我们历来不把金银花当花， 虽然它

也像牡丹一样有贵气，也开得春光荡漾，
但是想起它， 就只是想到它的药理———
到底只当它是一味药，而不是当花来看。

记得幼时，奶奶偶尔饮食无心，吃什
么都没有滋味，便伸出舌头叫我看，好像
我是郎中一般。我受了这样隆重的抬举，
不敢不格外认真。倘若舌苔起白，她便自
己泡金银花茶来喝，一杯接一杯，连喝三
杯，原来它是“退心火”的，这是我对金银
花药理的最初认识。

如果让老人顺着金银花的藤蔓说故
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半夜发高烧的孩
子，本来应该捉了纺织娘来煎水喝，或者
取黄土捶熟，再冲开水来喝，但是夜深人
静，病势又急，去哪里取这些东西，于是浓
浓煎一锅金银花水，慢慢喝下去，竟然退
烧了。草药郎中说金银花是疏散风热的。

又或者谁生了无名肿毒疔疮， 将金
银花连枝带叶扯起来，和水煮得滚开，稍
凉后冲洗疮毒，每天洗一两次，那疮毒也
就慢慢好了。

至于才出生的孩子洗三朝， 一定要
先洗一个金银花澡，加上大蒜和菖蒲，洗
得香气氤氲，也洗去一切邪气和胎毒。孩
子听了这样的故事， 便庆幸自己生活的
世界里有金银花， 但是在遥远的没有金
银花的地方，拿什么给细人儿洗三朝呢？

我们平时并想不起金银花的存在，
想起它的时候，它似乎随手可取，它不比
那些野天麻、沙参、黄精之类的贵族，它
是中药界的平民， 不拘走哪一座山都能
碰上。金银花这种东西，至贱，亦至贵。

上世纪90年代， 为了治疗贫困，金
银花从野生转身为种植， 人们砍来杂木
树，削去枝叶，搭成一个个木架子，让金
银花舒舒服服地趴在上面。 金银花亦不
负众望，见风生长，见雨生长，见雾生长，

如果沐浴阳光，就长得更好了，每一片叶
子都镀着金光。一垄一垄的金银花，随着
山势漫山铺开，在屋前屋后攻城略地，在
犄角旮旯地里野蛮侵略， 把其他杂木灌
木通通驱逐得无影无踪。

金银花的藤蔓简直就是一圈一圈的
铁丝，遇上什么，就将什么捆得结结实实
的。这时候就要想起那首民歌来：山中只
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
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

生生死死的爱情， 就犹如眼前的藤
和树。原来金银花可以是花，可以是药，
亦可以是爱情的隐喻。

这时候家家户户都以金银花谋生和
求富， 全国80%的金银花都开在了家乡
隆回，金银花遂成为家乡的代名词。

高山地带的金银花， 大多数时候被
山岚雾霭养着， 进入6月才抽出花苞，比
起平阳地方来，它姗姗来迟，但到底还是
来了。金银花宣传片里的镜头，穿印花布
袄的女孩子背个很有情调的竹篮子，翘
着兰花指，傍着一丛金银花回眸一笑，纤
纤素手边也许还有一只蝴蝶缠绵不去。
本来是要宣传金银花， 可是看官们单单
记得那些年轻而美丽的脸了。

现实远没有这么华丽， 摘花是个力
气活，要爬山过界，哪能穿得这么斯斯文
文露胳膊露腿的？

6月， 是阳光开始摩拳擦掌的时候，
有些恶狠狠的了。 这样的天气最是称心
如意，是老天对苍生的成全。倘若下雨，
金银花就在枝头上抱香死了， 一年的希
望就被冲走了。种植户的忧思，和卖炭翁
心忧炭贱愿天寒是一样的。

摘花的日子是个郑重其事的节日，
一家大小早早地起了，太老的留在家里，
太小的也留在家里，其他人长衣长裤，手
套帽子，一丝不苟地穿戴起来，像闯江湖
的侠客。半大不小的孩子，看着日头直发
怵，但是知道摘花是家里的大事，不可以
怕热怕累。“妇姑相唤浴蚕去， 闲着中庭
栀子花”，诗中这样的忙碌和静好，亦是
家乡的忙碌和静好。

山上暑气蒸腾， 蚊子发育得特别好，
像龙虾那样张牙舞爪，叮一口一个老大的
包。他们说，当农民，可不就是这样的吗？

汗水在身上汇成一条条的小溪，又
痒又热， 间或一不小心冒犯了蜂窝，又

在脸上添几个包，他们说，当农民，可不
就是这样的吗？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摔
了个四脚朝天， 这里青一块那里紫一
块，他们爬起来说，当农民，可不就是这
样的吗？

金银花大筐小筐地摘回来， 像捧着
才出生的婴儿，压不得挤不得，得让它们
从从容容地躺着。小人儿一丢下花篮子，
赶紧在凉床上歪着， 门外边的山像波涛
一样起伏着，一弯浅金的月牙浮起来了，
像浮在苍茫的大海里，迷迷糊糊间，自己
亦像浮在海里了！

大人草草吃过晚饭， 顾不得汗水淫
淫，就要连夜处理金银花，要不然它就沤
坏了。过去，大概十多年前吧，遇上雨天，
就要烧起火来烤金银花，撒硫磺防腐，一
家人闹得人仰马翻， 半夜还不能上床睡
觉。现在用烘干机，不用加硫磺，不用把
家里弄得烟熏火燎的， 烘出来的金银花
青绿好看，样子很饱满，闻着有花香气，
不用说别人，自己看了也满心喜欢。男人
们油腻地说，那是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
有长相的，能舍得便宜出手？

花烘干了，和稻谷收割归了仓一样，
一件大事就完成了，心里始觉踏实，睡觉
亦睡得安稳。 烘干了的金银花被一车一
车地运出去，女人们就疑惑，不知道哪里
的人要喝下那么多的花？ 因为种金银花
的人家， 一包几乎就够对付一年———不
过她们的包，通常是个蛇皮袋子。

花蕾期的金银花药效最好， 大多数
的金银花都等不到灿烂盛放的那一刻，
它的生命注定结束在将开未开
之际。但是，每年五六月，我
还是会对你说，我家乡
的金银花又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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