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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助全

从泸溪县城到小章乡梓木坪村1个多小时的车程， 当车
疾驶到小章乡的地界时，晨光熹微，遥望窗外，大山披着薄纱
似的晨雾，将山村笼罩其中。

梓木坪坐落在大山深处，崇山峻岭，青翠欲滴，像是镶
嵌在一片绿色丛林中耀眼的蓝宝石。由于驻村精准帮扶工
作的深入开展，使我走进了梓木坪村老百姓当中，感受了
大山怀抱里的原始天然之美。

踏进梓木坪村的地回垅寨，扑面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
水库，一望无际，水极其的柔美，静静地躺在山峦之间，犹
如一面明亮的镜子。

在水库边，凝视四周：右侧山势恢宏，悬崖如削，台阶
一直通向村寨。 寨中楼房矗立，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左边
是一条公路沿着水坝蜿蜒到山脚，极目远眺，流云泻动；近
处，水库边的楼房、山、树、竹、花倒影入水中，与水库巧妙
融合在一体。 一群白鹭在水面飞舞，不知名野水鸟在水面
游弋，激起的涟漪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过了地回垅寨，沿着绿荫中的公路，前往梓木坪的竹
坪寨。只见山坳上的养殖场中，牛羊成群。我们碰到一位放
牛的中年男子，他正赶着一大群牛上山去。经过攀谈得知，
他叫张正连，已经成家，有一个儿子，家里养了100多头牛。
张正连憨厚地笑着，自豪地说起了泸溪县委宣传部驻梓木
坪村工作队为他制定脱贫的线路图：因地制宜，发展养殖
业。现在，他已经成了养殖大户，最近又有5头小牛犊出生，
一下子就又有1万多元收入。 他说，虽然苦点累点，但是日
子好过多了！

在竹坪寨文化广场旁边的种植园里， 村民背着背篓，
挑着竹筐，正在采摘辣椒，红彤彤的辣椒映红了他们的脸
颊，映红了山坡，照亮了他们的致富道路。

在梓木坪，我发现村里没有闲人，村民们除了外出打
工的，就是在家里劳作的人了，他们起早贪黑，勤劳肯干，
对待庄稼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这里， 我们见到了泸溪县委宣传部驻村的3名工作
队员，他们扛起扶贫攻坚重任，一身朝气，平日他们自己种
菜做饭，时常加班，回家较少。黄卫东是一位快要退休的老
同志，一干就是四五年，可谓是扶贫战线上的“老兵”，张礼
富的爱人去年生了一对双胞胎，杨杰的小孩只有两岁。 他
们远离亲人,忍受着寂寞。 我问他们想回家吗，他们说不想
是假的，但工作需要，只是辛苦家人们了。既来之，则安之。
驻村习惯了，工作队员们心境也变得开阔起来，全身充溢
着将身心交付于此的激情。

如诗如画的梓木坪,山高林深，富氧人稀，人与自然和
谐……这里处处凝结着扶贫干部与村民心血。 如今，村里
面貌巨变，泥路硬化，出门干净有车搭，饮水哗哗流到家
里，屋舍干净亮丽，夜晚灯火通明。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你
会发现，吃、穿不用愁，手中有存款，生活殷实，炉火正旺。
当问起近年来的脱贫成效，老乡们的脸上闪烁着憨厚的笑
容，然后连连用苗语说谢谢党的话。 这是大山深处最美的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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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粮谷

汉诗新韵

没有天堂，只有故乡

王道清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 我高中毕
业了。 经历了预考、高考，在等录取通知书的
日子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

先是经过“双抢”的洗礼，还好，我能吃
苦， 而且莳田又快又好， 成了各组的“抢手
货”。 只是过于纤细，被生产队长称为“豆角茬
茬”，身高1米75，体重却只有104斤，一副弱不
禁风的样子。 队长力排众议给我评了6分5厘
工，算是对我劳动态度和能力的肯定。

田莳完了，谷晒燥了，大家盼望的送粮谷
马上就要来临。因为送粮谷不仅有工分，还可
以由队里出钱呷一碗肉丝面， 这该有多幸福
啊！ 这碗面，不是哪个都呷得到的，队里有规
定，必须6分工以上，能挑60斤粮谷。 哈哈，我
正好符合。

从队里的晒谷坪到粮站有10多里路程，
只有一小段田埂路，大部分是320国道。 送粮
谷要选择大晴天，这样稻谷就不会淋湿。 往往
要到晩上才由队长决定谁去，通知到人。 我早
就跟父亲说了，今年要去送粮谷。

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看《昨天的战
斗》。 父亲回来告诉我：“早点困， 明天送粮
谷。 ”

第二天早上， 我还在做梦就被父亲叫醒
起床了， 父亲递给我一根竹扁担和一盐水瓶
凉茶。 竹扁担又宽又滑，看样子用了多年。 我
家并没有竹扁担，不晓得父亲上哪家借来的。
竹扁担宽，挑担时与肩膀接触面积大，省力。
但竹扁担柔韧，不能挑重担。 我随父亲来到晒
谷坪，天还没大亮。 坪里摆满了箩筐。 谷子已
称好， 箩筐里放着一张纸条， 写着名字和重
量。 我很快找到自己的担子，父亲只让我挑最
小的重量：60斤。

趁太阳刚冒出来，快走。父亲同几个青壮
年挑起担子飞脚走，并不等我。我同队里几个
弱小的妇女落在最后一单。担子一上肩，并不
觉得累，慢慢地，扁担好像粘在肩膀上，左右
换肩也作用不大，好像整个重量都压在身上，
肩上火烧火燎。 担子左右晃动，想平衡下来，
反而晃得更厉害，是平时劳动少的原因。妇女
们说我：分明是摸笔杆子的命，哪里是挑担子
的料？ 我脸一红，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粮谷挑
到粮站，不能让大家笑话。

拐过村口，走过田垅，就上了320国道。当
天送粮谷的人真多， 整个马路边上就是箩筐
的海洋，柏油马路虽然经过一个晚上的冷却，
还是走不得，有几个胆大的一步跨上去，橡胶
鞋草鞋粘在马路上扯不脱，只能走马路边边。
边上的细灰好厚，一路尘土飞扬，热闹非凡。

我正想停下来歇歇， 远远地看到父亲急
着往回走，心想，肯定是落东西了。 父亲走到
我面前，用罗布帕子擦了满头大汗，示意我把
担子放下， 他接过扁担挑起就走， 我急忙跟
上。原来父亲是返回接我的。如此反复4次，终
于到了粮站门口。 等着过秤的已经排起了长
龙，我紧挨着父亲排队。

一个腰上插着蒲扇、 手里拿着铁钎的身
材矮小的男人慢慢从前面移过来， 他帽沿压
得很低，草帽上“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格外
醒目。 我晓得，这是粮站的验谷员。 他在这个
地方权力最大，粮谷好坏，秕谷多少，水分含
量，都是他说了算。“草帽”移到父亲面前，不
抬头，扒开稻谷抓起一颗放在嘴里一嚼，然后
把手伸向我的箩筐。

“我、我们一起咯。 ”我有点紧张。
“草帽”抬起头，我看到一双犀利的眼睛。

他并不理睬我， 把手掌放在稻谷上停留了两
三秒钟，起身往后面走。谢天谢地，过关。以前
听说过，只要验谷人不说话就等于通过，如果
他一开口就麻烦了， 不是要车秕谷就是要晒
谷子。

父亲告诉我， 验谷人老家在离粮站不远
的茅坪院子。 茅坪院子的生产队长跟他是同
学，前年带人来送粮谷，被他发现水分超标，
硬是到粮站晒了一天。 现在，大家都不敢耍滑
了。

我站在父亲身后， 从来没有这么近跟他
在一起。 父亲的白色圆领汗衫已经泛黄，肩窝
磨出了两个大洞，背上有许多破烂的小孔。 袖
口边缘的肤色界限分明。 挑了这么远的担子，
父亲的肩膀没有一丝红肿。

我3岁就没了娘，有两个姐姐，当时一个
10岁，一个6岁，已经在石下江煤矿上班的父
亲毅然回老家参加农业生产， 用这双肩膀担
起了生活的重担。

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不断上升，我用两只
手擦汗都搞不赢。 我翻出盐水瓶，拔掉塞子，
扯了扯父亲的衣角。 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扒
开稻谷，露出跟我一模一样的瓶子。 喝了茶，
汗出得更多。 过秤的速度却并不快，队伍在太
阳下蠕动着。 父亲指着边上一棵大柚子树，要
我去树下歇凉：“我一个人移两副担子。 ”

粮站为了保护柚子树， 砌了一圈红砖水
泥围栏，已经有几个人坐下了，我捡了个空位
坐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父亲喊醒我的时候，挑着两担空箩，手里
拿着两只漆黑的竹片。粮谷交了。两只竹片是
呷面的筹码。

面馆在车站隔壁，好像一条长走廊。 四方
桌子靠两边墙摆，中间是过道。 墙上的几张宣
传画被油烟熏得漆黑。 一台电风扇摆在地面
上，发出的声音比队里的打谷机还响。 父亲捡
了一个靠风口的位置让我坐下， 他去排队拿
面。 两碗面端上来，父亲从他的碗里夹了一筷
子放到我碗里，另外找地方吃去了。

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肉丝面， 散发出新
麦的清香，臊子是新鲜猪肉和剁辣椒炒的，满
碗都浮着红油。我们一年都难得呷一碗。我要
慢慢地享受。

打了一个饱嗝，我放下碗筷，搜寻父亲。
父亲坐在店子的角落里， 赤着上身， 靠在墙
上，汗衫和罗布帕子搭在肩上，微张着嘴，发
出均匀的鼾声。 碗里的面汤呷得干干净净。

此时此刻，我的眼泪“刷”地落了下来……

陈爱民

出发，从《诗经》开始
这些美好的歌子，一直在时间

深处守望着，芬芳没有蜕变，一丛
丛的花，只想抵达满心的欢喜。 新
世纪不断交出自己， 且愈发妖娆。
所谓伊人， 顾不上去挑拣修辞，她
把对时代的爱， 歌唱得大开大合，
如此透彻。 请看，我们的每一粒词
语，稳住了慌乱，绽放着青春的光，
为炎黄欢歌，为华夏喧腾。

《离骚》星光四溅；《史记》气定
神闲；李白约定苏轼，驾驭着酒，劫
持了月亮和太阳，一起为倾慕的时
代，夜夜狂醉；还有，陶渊明的黄
花，盈盈了许多；曹雪芹的石头，更
加春光烂漫。 那些古拙，那些新意，
那些抒发，那些推敲，在曙色中思
考，在自信中爆棚，在激荡中涅槃。
在这个宏大的国度， 一切关于诗
词、关于文赋的深红浅红啊，都放
大快乐，照亮前程。

做一名赶考的书生，做一名仗
剑的侠士， 做一名捕捞的渔夫，都
是快乐的，只是，必须握紧大地的
体温，必须把持信念的笃定，然后，
取道汉唐，只见，丰收的盛宴铺向
远方， 远方， 天地又是多么的清
朗！

山河，正次第绽放
阳光的起落总是充满希望，终

于， 村庄解脱了几千年的愁与痛。
每一个夜晚，屋顶播种着鲜活的星
辰，每一次晨曦，鸟鸣热议着季节
的盛事。 因为充实，所以饱满，时令
的冲刺里，田野的快乐无处可逃。

荒芜成为古意，山，把激情交
给每一滴温润， 交给每一朵夺目，
交给每一片葱茏，一幅幅写意挥洒
着，没有远和近，没有苍和茫，具体
的暖，干净的梦，还有实实在在的
摇曳，都是时间的典藏。

不需要喘息， 不需要挣扎，不
需要超越，更不需要冲决，我们的
江河湖海，自己徜徉自己，像一往
无前的风儿，自己沐浴着欢乐。

俯瞰，姿态最好：天高云淡，原
野从容，色彩大面积释放，一个音

符正唤醒着另一个音符。

大阅兵，雄浑和辽阔
从南昌开始锤打， 千万次淬

火，头颅不曾低下，思想蓄满豪气，精
神澄澈，十月，天安门的秋色高于一
切。

铁骨的花朵铿锵，铿锵的步伐雄
壮，雄壮的队伍浩大，浩大的挺进荡
漾，荡漾的眼神快乐，快乐的天空幸
福。

此时，记忆，无法不闪回历史，千
万座丰碑肃穆，一片片血海都站立起
来，怒吼着；目光，无法不锐利，许多
觊觎的影子在狞笑，将士们的锻造愈
加刚强；憧憬，无法不坚定，更多的飞
翔在跨越，更多的跨越在飞翔。

看见了，老红军、老八路的敬
礼，在无边的盛大中，庄严着，神圣
着，升华着，打湿所有坚硬的内心，
驱赶着那一团团的暗、 一点点的
虚、一丝丝的忧。

所以，在这季节的深处，我们战
栗起来，把梦想握得紧紧的，要么，去
占据天边，叫自己枝繁叶茂，要么，奋
力一跃，把自己投进滚滚洪流……

深圳，灵动着
一次次，世界掌声雷动；一次

次，春天重新出发。
那些不断打开的词，那些水灵

灵的词，总是铺天盖地，舞之蹈之，
叫人猝不及防。

楼宇又冲上了山顶，璀璨的灯
火，是一个夜晚对另一个夜晚的眺
望。 海水踮起浪尖，每一眼记取的，
都是匆匆赶路的智慧。 生活并没有
逃离生活，人的群，车的流，其实都
是对乡愁的抚慰。 花草丰美着，树
木葳蕤着，比如凤凰木，比如三角
梅，清澈，悠悠，沉静，走远。

谁欠着谁的拥抱呢？ 青春的城，
自由的市， 永远释放实诚的邀请，永
远有着妩媚的相约，蓝眼睛们，黑皮
肤们，面对满满的期待，每每，手足无
措，又兴高采烈。

好多定义是多余的、 粗糙的、空
洞的，从渔村试水一跳，这个热情和
缤纷的所在，就注定是一条永不耽搁
的鱼，畅游在燃烧的故事里。

七律·祖国颂歌
邓星汉

国庆抒怀
风雨航程七十年， 尧天舜日赋诗篇。
期圆国梦驰天骥， 愿筑云巢引洞仙。
生命不休攀峻岳， 精神有寄壮平川。
图强一曲堪铭海， 营绘山河执大椽。

长沙秋景
岳麓临江载紫微， 橘洲往事岂成非。
金风未扫千重碧， 白露先滋万蟹肥。
雄阁桥连秋色异， 丹枫云绕鸟声稀。
暮时人醉情留憾， 景在梅溪带不归。

湘女本色
不困闺楼树德华， 江山半壁是红霞。
古吟眉黛驱胡马， 今赞裙裾驾宇槎。
玉叶柔情涵品韵， 金枝淑气暖闻家。
经风沐雨多娇艳， 总是人间不败花。

村农
种黍栽禾自宴娱， 一蓑风雨入金壶。
家禽清饪香兼软， 山菜鲜烹脆又酥。
闲向棋牌寻雅趣， 忙从稻菽索宏图。
睨观夜半诗人泪， 洒在丁香第几株？

易建东

那是八月
正午的阳光在村庄散步
一位老人
和一群八九岁的孩子
围坐在桂花树的浓荫里
树上的鸟在叫
一位老人在对我们说
“那些艰苦的岁月里……”

一张安详而平静的脸上
把我们的童年
带到一个食草根扎绑腿的年月
我们支起的耳朵
像那些村子周围的作物
在风里 “呼啦啦” 地响

一位老人是一部书
他的故事似乎那么老
读他的脸
像读我们的教科书
老人的眼神里 激动一丝丝闪过
书一页页地翻过
老人干扁的嘴
和我们年轻美丽的女教师
在课堂上讲课时很相似

“那时我们在江西”
一位老人卷起他的衣袖
“那时我们从瑞金， 到陕北……”

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
仿佛就走在我们前面
一位八十岁的老人
我们想翻过他头顶上的雪山
走进那些长征的队伍里

一位老人的脸 偶尔也转过去
一位老人的手 有时朝更远处指一指
“一个湖南人， 他叫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老人滔滔不绝的讲述里
走来一位揣着旧伤的离乡者
从布满沟沟壑壑的脸上
流下桂花一样的眼泪
带大我们的童年

一位老人的回忆越走越远
又回到他的战友中间
一位革命胜利后 又回到乡村
深藏功名的老红军
是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
告诉我们去继续长征———

徐虹雨

（一）
很想再回老家看看。
只是老家，已经彻底消失。
那株外公栽下的桃树， 那架父亲植

下的葡萄， 那树母亲喜欢的枯枝梅， 还
有我们摆放在阳台上一排各色的太阳
花， 都一一只在我记忆的照片里。 闭了
眼， 它们便都回来了， 我也便回到了那
栋小楼里。 那栋已经拆去、 在一排仿古
建筑中找不出准确位置的小楼里。

建设， 似乎就是为了涂抹过去人
们生活过的一切痕迹，吹散一切气息，
好腾出地方来，让新来的人居住。

在一栋栋新崛起的房子里， 新来
者将之存放自己的生活与记忆。 他们
不会去细想房子站立的那片土地其实
早已不新，曾站立过多少房子，曾被多
少人、多少代存放过多少记忆。

多年前， 我曾经在那片土地上扬
起的尘土，又已经落于何处？

新的记忆，累积着旧的记忆，旧的
记忆便慢慢散了，如风吹远一阵风。

就像一条路， 新的足迹叠加着旧
的足迹，走着走着，旧的足迹便渐渐没
了，如尘埃落入更低的尘埃里。

护城河一弯，已经完全不同了。到
处都是新的。新的古色古香。新的老街
重现。我已经不属于那里了。没有一砖
一瓦， 与曾将整个中学时代都留在那
里的我，有着半丝半缕的关系。

我守着一份回忆， 将自己留在那
栋房子里， 写着初中时写过的那篇作
文，翻看高中时翻过的那本习题，坐在
外公的藤椅旁陪他听着那段戏曲老唱
词。好像时光的河流已经停滞，外公还
在世，而我，也不曾离家远行。

杜鹃声声呼唤： 不如归去， 不如归

去。
在一幢幢我全然陌生的仿古新宅

里，我已经无处归去。

（二）
我把20年的光景，留在了这片土

地。
这座城市，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我

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 远远长于我儿
时成长的那个地方。

却不知为何，我还是感觉飘着。如
一粒尘埃，随风起起落落。

原来，在这里，我依然是没有根的
人。

我已经执拗地将根埋在了澧水河
畔的那个小县城。

那时， 我又是多么强烈地想通过
高考离开它。 我把梦，把青春，留给一
个远方， 一个我曾并不清楚究竟在何
处的远方。

是的，我终于还是离开了它。
求学。 工作。
我的远方， 离家有着不远不近的

距离。
这是我喜欢的距离。想家，可以随

时归去。 想离开，也能随时出发。
我以为，选择了在哪座城市安家，

根，便随着迁到了哪里。就像一棵被移
栽过的树。

却在那座城市生活20年后，恍然
大悟，那移栽过来的根呀，竟然以着我
所不知道的力量， 默默在大地深处延
伸着根须。每年一点点的距离，每天一
丝丝的伸展，竟然找到了老地方。如一
根看不见的脉冲，它终于回到了最初，
触摸到了过去的土壤。

一个农人，用一辈子的时光，用弯
一把镰刀，用钝一把铁锹。让自己的光
阴， 与陪伴过他的物件的光阴重叠在
一起。 他老了，它们也跟着老了。 他的
时光去哪里了？他把时光通过劳作，留
在了那把镰刀、 那把铁锹的一道道豁
口里。 他看见它们，便知道时光了。

一个城里人，会用一辈子的时光，
住老一座城市，守老一棵树根吗？我们
的光阴，留在哪里呢？谁是我们躬耕生
活的镰刀？

曾以为远方便是天堂的我， 似乎
有些明白，其实，离家的我，没有天堂，
有的依然是———故乡。

大山深处的风景

一位老人和
我们讲起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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