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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明

早晨八点，准时抽血
针尖锐利而深刻

血液进入不同的道具
体外循环
图像和数据
在网络上发芽

阳光掠过窗口
走廊上叽叽喳喳的声音时隐时现
听见一群小鸟飞过
躺在床上，细数那些健康的日子
饱满的谷粒
在筛子上跳动

有人敲门而入
呼叫一个人的名字
看看周围
只有我答应

小时候关于糖的记忆贫瘠
中年开始，身体甜蜜
我终于明白，苦尽甘来
每一份糖度
都由苦难熬成

第一次住进医院
才打通苦与甜的通道
希望身心逆袭
回到青涩的童年

清明节，湘江夜

第一次见到湘江
我趴在父亲肩头
第二次湘江见我
父亲猫在我身上

今夜我见湘江
江水不语
纸钱薰香如星星点灯
逶迤而过

我看见一些身影
在灯光里挣扎
江水深流，照亮黑夜
黑夜更黑

此刻
湘江就是一根幡带
哽在我的心头

乌镇

六月的乌镇
河汊蓄满相思
离家出走的木心
终于回家

我流连在小巷深处
痴迷于一个个门庭
抚摸麻石板上的倔强
仿佛五十年前
来过

那些蚕丝，柔软而坚韧
缠绵出无数风雨
雕梁画栋的屋子
游子般硬朗
牵我入梦
拥抱遗失的过往

秋天的阅读

桂花站在雨中
比往年迟到一个月
星辰不明白，月亮不明白
玉兔不明白

树下，落英缤纷
风雨，层次清朗
淅淅沥沥，仿佛
有古筝、二胡走过
又见小提琴闪来
声音漫过庭院
在四周绽放

文字长青不老
一粒一粒，情真意切
如昨夜十年老酒的余温
暖在我的心上

立冬

秋阳的尾巴硬扎
我抓了几次才抓住
冬天的生命耐寒
我在寒风中摸爬，滚打

时空一片雪白
寻寻觅觅之间
空谷足音，弦歌袅袅
蓦然回望，唐诗宋词之外

乡音悦耳，有些古意
忍不住，唤你

今日立冬
北风把皮囊塞给我
冻住了许多音响
怀念如影随形
而你已经出离尘世
在另一个星球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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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

一张照片，一段往事，一个名字，一
座丰碑。静静地站在袁育民的墓前，已过
天命之年的老彭涕泪纵横。 看着墓碑上
那张年轻而熟悉的面庞， 轻抚着纪念碑
上的行行文字，时光仿佛回到了30多年
前。

1983年的那个盛夏，风华正茂的老彭
和袁育民从大学毕业了。是报效祖国的崇
高使命，也是对军装的浓厚情节，让两个
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相聚到了一起，他们阔
步走出大学校门，迈入了军校营门。

在南疆的震天炮火中， 两人作战英
勇并数次得到嘉奖。因为表现出色，两人
火线入党。在艰苦的阵地上，在鲜艳的党
旗前，两人庄严宣誓：我是党的一员，我
将为党的事业付出一切！

1984年12月31日，一个老彭永远无
法忘记的日子， 当祖国人民都沉浸在迎
接新年的兴奋之中，前线某营指挥所里，
袁育民主动向首长请战。临走前，袁育民
对老彭说：“如果我回不去了， 请把我的
行李给带队干部， 帮我对我爹娘说句对
不起。”说罢，转身带着两名战士冲向了
被炮火映红的主峰。

这一去，竟是永别。1月3日，在胜利
前夕，一颗子弹击中了袁育民的头部，袁
育民永远地倒下了。 在另一战线执行任
务的老彭则因抢救战友不慎触雷， 被炸

断了左脚与右掌，双眼也近乎失明，昏迷
了8天8夜的老彭靠着顽强的意志与战
友捐献的6400cc血液从鬼门关里爬了
回来。

战后的老彭装上了义肢， 戴上了厚
如瓶盖的眼镜， 以一名战士的姿态与生
活中的困难抗争着。在无数个深夜里，老
彭都会拿出当年与袁育民的合照一边回
味一边感慨， 可繁忙的工作让老彭少有
空闲远行。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与战友的
约定。随着视力的日渐下降，老彭知道，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自己将会失去最后
这一丝光明， 老彭定下决心一定要趁着
自己还看得见，去看一眼袁育民！

秋日，老彭穿戴好假肢，不远千里踏
上了吊唁战友的路途。

通过热心人士的帮助与战友曹庭
发、焦成树的指引陪伴，老彭来到袁育民
烈士的家中。老彭见到了烈士的父母，两
位老人已是耄耋之年， 得知儿子的战友
前来探望，老人很高兴，握住老彭的手久
久没有松开。

简单的寒暄后， 一行人来到了烈士
的墓前。老人说，袁育民牺牲前为了不暴
露目标， 用最后一点力气向战友打了个
手势，示意停止救援，为胜利燃尽了最后
一滴鲜血。袁育民的事迹传回家乡，政府
为袁育民烈士建立了高大的纪念碑，号
召向袁育民烈士学习。

老彭在烈士的墓碑前整理好军装，

用那只被地雷炸伤的残掌向烈士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这一刻，30多年压抑在心中的
情感瞬间涌上心头。30多年了，这个如钢铁
般坚强的战士，面对伤残带来的不便，面对
生活的种种压力，从未低头，更没表现出一
丝一毫怯懦。此刻，泪水却模糊了老彭浑浊
的伤眼，老彭抬头，看到墓碑上战友的面容
还是那么年轻， 看到照片两侧的“赤诚报
国，名垂青史”8个大字，那一瞬间，眼泪夺
眶而出，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三炷香敬完，老彭轻抚着战友的遗像，
久久不愿离去：“育民啊， 你当年交代我的
事情，我都办到了，你可以安息了。可惜你
连87式军装都没穿上啊， 今天我把07式军
装穿过来了，你好好看看，部队在发展，军
队在进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你虽然离
我们而去了， 但你的精神我们一定会传承
下去，我把我的儿子也送去了部队，现在我
们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了， 他会带着我们
的荣誉继续战斗下去的……”

岁月之水能穿石， 却不能忘怀那段峥
嵘的时光；时光之沙能磨去少年的棱角，却
无法模糊那些硝烟弥漫的记忆。 英雄的躯
体虽然倒下了， 却树起了热血男儿以身许
国的丰碑。 根植在老兵灵魂深处的红色基
因从未中断， 如今正以血脉相承的方式一
代又一代地赓续流传。

临走前， 老彭回头看了一眼战友墓地
的方向，夕阳里，那座纪念碑显得格外高大
而挺拔。

肖智群

“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户鸣。乱
来人不到，芳草上阶生。”跻身“唐代
十大才子” 的钱起当年沿湘黔古道
入黔， 夜宿今湘西南洞口县城西郊
的洞口驿站旅馆， 裹着雪峰山的夜
风，审视着湘黔古道的夜色，文思泉
涌， 情注笔端， 一气呵成《宿洞口
馆》。湘黔古道兴于西汉，至明清时
日臻完善，素享“南方丝绸之路”美
誉， 有一干线三支线自东向西横穿
洞口县境。如今，在该县西部瑶乡的
“全国特色民俗村”和“湖南省最美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宝瑶村依然留
存着完整的一段古道，为“省保”，弥
足珍贵， 不禁撩拨起我们一探究竟
的心思。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
峰迎。”千回百转，爬坡过坎，进入这
座镶嵌在雪峰山腹地深处的瑰丽瑶
寨境内， 我们便来到了这段幸存古
道的东端。但见崇山峻岭之间，古木
森森，溪流潺潺，一条青石板小路蜿
蜒伸向前方，若隐若现，神秘莫测。
穿越宝瑶村的这条驿道属于三支线
中的西线，清代时称“烟银特道”。经
历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 遭受了马
蹄与人类脚板亿万次的沉重叩击，
眼下的青石板已变得光洁可鉴、细
腻滑润。 走在这绿草掩映的古道之
上，我看到路宽处约2米，窄处也在1
米左右，日常通行无虞。细心的同行
者惊喜地发现， 在古道险峻处的青
石板外边还留有安装护栏的石孔。
凝望着保存完好的古道， 我对新中
国70年来文物保护工作的巨大成就
早已深信不疑。

气喘吁吁的我们伫立在独具特
色的风雨桥太平桥上， 一边稍事歇
息，一边上下仔细端详起来。木质凉
亭，青瓦覆盖，两旁架有宽厚木板，
的确是过路人歇息乘凉的好处所。
柱枋或雕龙或画凤，栩栩如生。桥内
供有观音、关圣等神像，梁上悬挂一
联：“清风江上往来人共谈古今，秀
水亭中上下客聚会情缘。” 对仗工
整，通俗易懂，当日熙来攘往之盛况
恍如眼前，令人神往。

“客栈风铃响，知是客人来。”驻
足当日往来商旅驻马休憩、 养精蓄
锐的宝瑶古驿站前， 我们屏住呼吸
用心在寻找古人的遗韵。 那残缺的
寨堡和寨门，飞檐翘角的青砖瓦房，
喂马用的马槽、关马用的马厩，还有
笨重的绹马石、 刻有各种图案的青
石板，默默地诉说着古道的渊源、曾
经的鏖战，吟唱着不屈命运的主调、
爱恨情仇的插曲。时移世易，沧海桑
田，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环顾眼前的古寨，田畴如网，屋
舍俨然，阡陌交通，红旗招展，有成
群结队的小鸟山雀在蓝天飞翔，气
韵煞是生动， 不是桃花源胜似桃花
源。人们告诉我，几年前的宝瑶村还
是有名的省级贫困村， 满目破旧不
堪的上盖杉木皮的木板房， 村民们
大多靠天吃饭， 是精准扶贫的春风
吹进了偏僻闭塞的雪峰瑶乡，“住特
色村寨，吃深山土菜，喝瑶家熬茶，
游湘黔古道，赏雪峰风光”，旅游扶
贫品牌声誉鹊起， 才让这里真正实
现了整体脱贫，一举写就“深度贫困
村”嬗变为“最美特色村”的当代神
话。“精准扶贫到宝瑶， 扶贫队员热
情高。党员干部举旗手，魅力瑶乡正
赶超。”深情的瑶家山歌唱响在欢送
湖南省财政厅驻村扶贫工作队的现
场，湘黔古道上铿锵上演久违的“长
亭送别”。

宝瑶村是湘黔古道上难得的平
旷之地，也是古邵阳、怀化两府交界
之所，那时商贾云集，十分热闹和兴
旺。“莫忙吃一杯茶去， 且缓待几阵
风来。”这是悬于古道标志性建筑思
义亭上的一副楹联。联语中的茶，就
是2016年6月被评为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宝瑶熬茶， 瑶家自创的
野生茶品。青砖齐檐、牌坊式造型的
思义亭修建于清道光年间， 瑶乡乡
志称其由当地一位开明财主独家捐
资。 侠肝义胆的古凉亭巍然屹立两
百年，护佑人们至今，人们传颂亦至
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想，
下一群让古道人们世代传颂的人物
已然诞生， 那就是无私帮助他们脱
贫致富的精准扶贫工作队。

徐虹雨

一

一大片房子拆了， 还留着一堵老墙
没有推倒。

老墙墙根处，有一条狭长的空地。不
知是谁撒了一些菜种，没有来收割。

那些菜被遗忘在少有人来的角落。
自己发芽，自己长叶，自己变老。

阳光没有遗忘它们。
晴朗的日子里，阳光无遮无挡，从早

到晚晒着老墙根。
老墙根将那有限的几方土， 紧紧捂

在怀里，捂得热热的。
土，是棉被。它热了，菜的根就不怕

凉了，就愿意留在那里睡上长长的一觉。
就像大冬天里，懒睡的人，将冰冷的脚伸
进温暖的被窝，就不想再出来了。

一只麻灰色的猫， 突然沿着墙根走
来，与无意间闯入的我碰上了面。我们都
吓了一跳。但是，立马都镇定下来。

它无声无息地停住。 就像它无声无
息地出现。

我装作没有发现它， 继续看那片被
人遗忘了的菜园。脚步不乱，轻轻从它旁
走过。

走出一段距离，我才回头再去看它。
那只猫，竟然还在原地！只是，它将

身子侧了过来。歪着头，一双眼睛，朝向
我的方向。

它是不是，在等谁来？等一个如我一

样的“人”的到来？
老房子拆了，曾在这里居住的人们，

带着行李奔赴新的家园。一堵老墙根、一
片老菜畦、一只老猫留了下来。

原来，一处地方生活久了，便总有一
些拔不出的老根，还留在原地。

二

在我生长过的村庄， 又生出许多新
的村庄来。 如同在一株老根上生长出来
的新叶片。

那是别人生活与建设的村庄。 房子
不再是我居住过的那间房子， 堰塘不再
是我玩耍过的那弯堰塘。一直保存着的，
不过是村庄的老名字。

其实，在这个村子里，我真正扎根住
下来，只有我3岁前的那些光景。

我能记住的村庄样子， 到底是我念
书后寒暑假归去做客的村庄， 还是由父
母讲述还原为一幅幅画面的我曾出生的
村庄？

不管多年时间里， 现实中的村庄改
变了多少，我固执地记住的，是刻在我骨
子里的画面。如同基因，不会轻易改变。

老屋门口有一方堰塘。洗衣、洗菜、
喝水，用的都是堰塘的水。那时，水的自
洁功能很强， 有时借助天上的雨水冲淡
堰塘的污垢；有时通过水草来吐故纳新。

关于堰塘，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爷爷
在堰塘边的小路转弯口， 曾送给我一支
玉米造型的钢笔。

那时，爷爷肯定不会想到，站在他眼
前扎着羊角辫、瘦瘦的一个小不点，今后
会真的靠一支笔养活自己。

爷爷未曾读过我写的文章。在我读小
学3年级时，爷爷就去世了。

走过堰塘， 沿着堰塘前的那条小路，
转过爷爷送我钢笔时站立的那个弯口，上
一个长长的土坡，我们送爷爷上路。

一座“花果山”，立在村庄偏僻的一块
山岗上。

一条长长的坡路，连接着“花果山”与
村庄。如同脐带，一边系着今生，一边牵着
往生。

住在村庄里的“今生”，他们的生命，
原就是“花果山”里的那些“往生”所给予
的。

“往生”腾出了时间与地点，留给今生
的人。

爷爷留在了“花果山”。他守着那个村
庄。

他和许多人都留在了那里。从出生到
结束，都没有离开那个村庄。

堰塘外，是更远处的堰塘。田埂外，是
更远处的田埂。

我走过堰塘，走过田埂，走过河湾，走
向远方。

我把生养我的村庄，留给了记忆。
生养我的村庄，又生出许多新的村庄

来。
是啊， 那都是一盘老根发出的新叶

片。
村庄是，村庄里的人也是。

老根

秋日的凭吊

古
韵
今
声

范良君

蓝山县真够偏远的。“楚尾粤头”的
她，距离省会长沙420公里，南下广州，
也才320公里！ 如果不是因为有朋友组
织“探访湘江之源”，年届古稀的我，真难
得前来看望平日少有人提及的她。

我们是乘坐大巴前往蓝山的。
蓝山，真亏她名字里有个“山”！山岭

重叠，积翠浮空。地处九嶷山东麓的她，
“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看她，都是一片
葱茏；也能瞧见一线线金黄、银白，那是
山岭高处的我，俯瞰到的山间的小路，一
条条飘舞在绿色裙衫上的彩色丝绦。

傍晚时分， 我们一行入住云冰山宾
馆。据称，海拔1400余米的云冰山，冬季
有冰挂，春天有杜鹃，一年四季均可欣赏
到的云海、 湿地苔藓吸引了无数省内外
旅行者。这里，现已被开辟为国家4A级
旅游风景区。

宾馆的环境也好， 一幢幢独立的小
阁楼散落在茂密的竹林中， 让远道而来
的我们一行人赞不绝口。

因为天气的缘故， 我没能欣赏到云
海，更别说冰挂了，这儿清凉的山风让刚
从“火炉”长沙过来的我，当了一回神仙。

耸立在山岭之巅、我名曰“大风车”
的风能发电机，一时成为这里的主角，如
同一个个正在挥舞兵器的武士， 高大威
猛。经常在外旅行，没少见“大风车”，而
今，“大风车” 就在我双手可以触摸到的
地方，前后左右的山头也是，让我觉得新
奇，也兴奋！

我特别关注到它， 是在第二天前去
“湘江之源”的萍岛的路上。来到一个小

镇，我们一行20余人，换乘了一辆辆越
野车，显然是考虑到道路狭窄的缘故。可
就在这勉强可以会车的乡村公路上，沿
路遇见好多辆挂着拖车的大型运输车，
上面装载的竟然是我在云冰山亲近过的
“大风车”的部件！不久，我注意到，也许
是考虑道路状况，路边的坪地里，许多台
上面有“中国能建”标志的庞然大物一声
不吭地呆在那，像是埋伏着的、将要冲向
败军的一支坦克旅！

蓝山， 显然是被众多电能生产与管
理者们“盯”上了，因为这里的风力资源。
而它们的被准许“进入”，也因为其所具
备的解排、节能的先决条件。

一路陪同我们的老何， 是蓝山环境
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说到“大风车”，话语
里充满了夸赞：别看这家伙慢悠悠在转，
它这一圈，就是三点五度电哩！我眼前很
快浮现出长江的葛洲坝、 南海之滨的大
亚湾……我们国家这许多具有减排与节
能功能的电力工程。

大巴继续往“湘江之源”赶，树木更
加浓密，路也窄了，仿佛穿行在绿叶的甬
道里。很快，道路两旁的太阳能路灯引起
了我的关注。

路灯的造型别具一格：灯柱顶端，接
近灯罩的部位， 有两个连接的杯型的装
饰，颜色鲜红，它象征水牛的角，连接着
它的，是一根细细的、黑颜色的弯月形状
的线条，它是牛的尾。老何介绍说，我们
正路过一个瑶族乡。蓝山有6个瑶族聚居
乡， 道路两边都安装了这种造型的太阳
能路灯。 太阳能路灯采用晶体硅太阳能
电池供电， 无需铺设线缆， 无需交流供
电，它与“大风车”一样，也具备减排节能

的优越条件！
“湘江源头”的探访是我们这次活动

的高潮。 瞧着眼前清醇如甘露的山泉，心
里头涌动着对大自然的敬畏， 对母亲的
爱，我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

回到景区入口处，一位显然是景区负
责人的中年汉子，正向游客介绍蓝山人为
“湘江源头”的保护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甚
至不怕暴露“隐私”，道出了政府2019年拨
给的、比较2018年更多的环保经费的具体
数字！

蓝山远离大都市，有十分优良的自然
环境，但想像不到，这里的人们仍如此关
注环境保护！

言谈中，我还了解到，一路伴随我们
的老何还是蓝山“护鸟协会”的负责人！护
鸟也是环境保护的一项内容，尤其对于蓝
山。

说到蓝山的鸟， 老何如数家珍：池
鹭、夜鹭、花喜鹊、翠鸟、白鹭、白头翁、伯
劳……

优良的自然环境、 独特的地理特点，
让蓝山成为候鸟迁徙的“首选地”。过往年
代偷猎者多，死在枪口下的鸟不少。为打
击偷猎、保护鸟类，老何和他的同伴在云
冰山等山地不知守候过多少个夜晚。一些
有关保护鸟类的制度、法律也经林业管理
部门相继发布，鸟类的保护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

一时间，觉得这些素昧平生的蓝山人
很是了得。想到他们自2008年开始的“湘
江源头在蓝山”的调研、申报，想到他们为
蓝山这一方“净土”的保护所做的一系列
工作，我感到，他们是那么值得亲近，值得
敬重。

在那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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