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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望月湖，适合赏月，以前是湖
在湘江和西湖之间梳洗
在麓山古寺的钟声里打坐
陪龙王港侃侃而谈
聊一江秋风，交汇些心事
从东往西，由南往北
时间很潇洒，故事很悠长
十几分钟就可以解构或者串联

2
文明小区的门楼，其实没有门
装着数万人的表情和色彩
涂抹秋天，愿意在风雨中沉淀
不需要仰望，表情包甚至是通俗
来自湖底的通俗，沉于心底
冲积在阡陌，绿树，灰墙之间
以道德塑造一种银行
红手链诠释优雅，接入麓山风流

3
小区是开放的，围墙是江，是山
这一片天地就是她的江山
小区也不是开放的，秋天的影子
填满每一个角落，每一片绿叶
一切都很小，如湘江的一枚纽扣
也很大，大到可以通江达海
指点山水洲城，可以把酒临风
装下风云里的城市乡愁

4
白沙液街，走过的次数最多
酒香在我来之前已经窖藏
窄窄的路和巷，喝醉了的样子
那棵老樟，那口老井，那间老屋
不过是上个世纪慕名而来
端一杯酒，交给浅唱低吟的节拍
开始精修底片，冲洗一段时间
正在谱一曲朴素而华丽的秋声辞

5
故事，一直在上演
每一条街巷，每一棵梧桐
在秋声里飘落，季节的调色板
随意捡拾，也扒不开酽酽的腔调
一地的花语，丰满每一个书签
遁入叶脉，潜入江风的呓语
在这样的秋光里，我愿意沉沦
沉沦在望月湖的每一次脉动

方欣来

临近深秋，阳光的
余威还在，把村口几株
大树照得亮堂堂的，天
很蓝，斑驳的树影映在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我踏上一座小桥。
桥面铺着沥青，黑色丝
绸般横跨在小港之上。
栏杆是紫红色的雕花，
古朴而现代。穿过小
桥，桥头石碑上“中洲屋场”几个红色的
大字颇为醒目。沿着环村公路往前走，
四处可见一栋栋整齐的民居，房子的布
局都是我喜欢的样子。门前的水泥坪
里，金色的谷粒闪着黄橙橙的光，主人
正用齿耙扒拉着，随着沙沙的响声，荡
起几溜好看的纹路。屋后是菜园，用灰
白的泥砖彻成菱形的方格子围着，透过
规则的格子，可以看到一垄垄菜畦，大
白菜一团团一簇簇，如绿色的花朵盛
开，生长的气息隐秘而蓬勃。辣椒还没
有过季，红艳艳地缀在枝头，空气中流
淌着宁静和热辣。

“哇，这些垃圾桶好漂亮！”循着朋
友的声音望去，只见一些或蓝或绿或红
的塑料桶立在房前屋角，都是些别致的
造型，上面依据颜色分别标注着“可回
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废弃垃圾”等
等清晰的字样。难怪这儿如此清爽整
洁，原来他们实行了“垃圾分类”管理。
这可是在乡村啊，怎么能够做到的？见
我面带疑惑，朋友笑了笑，径直把我带
到了杨主任面前。

杨主任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笑
起来很腼腆，神情却显得十分自信。“知
道绿色银行吗？我领你去看看。”我被问
得一头雾水，街头有很多银行，都是存
取钱的机构，难道绿色银行也是存钱
的？正在我勾勒心中的绿色银行长什么
模样的时候，一栋二层小楼屹立在了眼
前，楼顶标牌上赫然写着“绿色银行”几
个字，我顾不上矜持，加快脚步走了进
去。

进门第一间房是个小型超市。几排
货架靠墙立着，层次分明的小格子里，
堆积着香皂、牙膏、洗衣粉等，家庭日用
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营业员满脸微
笑，正和一个中年妇女计算着什么。柜
台上除了计算器，就是几叠各种各样的
报表，并无任何收银设备，我的疑惑也
越来越重。走进里屋，俨然走进了一个
小仓库。钢丝架将房间隔离成许多的小
空间，每个空间又都分门别类地贴上了
一些标签，有“废织物”“废玻璃”“废电
器”“废金属”“废塑料”等等，各种废品
整齐地码放在里面。这些都是村里回收
的垃圾，是可再生资源，从这里出去以
后，它们应该会进入不同的工厂，迎来
崭新的命运。

正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杨主任开
始向我详细地介绍：他们村村民可将回
收垃圾、人工投劳、评比考核积分存入

“绿色存折”，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见
我一脸惊讶的表情，杨主任又搬来了两
块宣传板，一块是“垃圾分类积分标
准”，上面按垃圾类型、垃圾名称、积分
标准作了表格式详尽说明，比如废纸类
报纸3分/斤，金属类废铁4分/斤等等，
另一块“置换物分值”也是表格式详尽
标注。比如牙刷10分/支，洗衣粉20分/
包等等，看上去一目了然。杨主任不无
骄傲地说，自从实行垃圾分类以来，广
大村民自觉参与，积极性特别高，实现
了垃圾及时收集、转运和处置，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更是达到了100%……

听他娓娓道来，我的疑惑顿时迎刃
而解。走出绿色银行，漫步在环村公路
上，目及处，绿树扶疏，荷叶虽然正在走
向凋零，但微风中仍有淡淡的清香。几
只鸭子扑腾着翅膀，溅起明亮的水花。

绿
色
银
行

冬语
尹振亮

一

躺在冬日暖阳里，心口总挂着霜
花，思绪似树顶滑落的黄叶，寻寻觅
觅，寻找着自己的归宿。

母亲坟冢的冬茅，似她在雪日离
开时丢失的发丝。 抬头远望，偶然
间，想起老母亲曾经做酸的糯烧酒，苦
涩卡在喉管，咽不下，吐不出。

前方，路很陡很烂，时宽时窄，双
脚插进泥泞，揉进念想，一步步攀爬，
却不见诗和远方。

没有尽头。心，总在寻觅，梦醒
来，又沉睡，虚无缥缈；泪擦干，又跳
出，淌着心酸。好想听到一种熟悉的
声音……

二

这个没有雨的冬季，霜，密匝匝涂
满田畴。荒土，灌木丛林中的老鹰，低
翔在暖冬的家园，挥舞着懒惰的羽翼；
菜畦边的狗尾巴草摇曳着瘦枝，总不
愿低头。

被霜雨拷打的红薯藤蔓，紧贴地
心，似孩儿依偎母体，正在寻觅新生，
祈祷来日丰盛的时光。田间掘地的老
妪，头顶印着霜花，身旁一担载着小白
菜、大包菜、红苋菜的蔑萝里，挑着季
节，挑着心愿，挑着家人的一日三餐。

眼前，太阳把人的影子扯长，贴在
地上，底色却是一片枯黄。挺立前头的
远山，像是一樽墨盘，蘸点山脚的花溪
水，泼绘成一幅命运多舛的感叹号。

伫立在田埂，太阳总在多情地挑
逗着满身的惆怅，撇开村口洋楼，驱
赶都市喧嚣，静静地等着下一个季节
到来。

汉诗新韵

望月湖
朱继忠

彭见明

湖南湘西的雪峰山，被人们称为英雄
山，当之无愧。公元1945年4月至6月，一
场在雪峰山持续两月之久的中日大战，画
上了中国人民八年全面抗战的句号，日本
侵略者在雪峰山下的芷江俯首签约投降。

英勇的人，成全了一座英雄山的不朽
和永远。

英勇的人，包括了生活在雪峰山上的
民众。我小的时候，常听到老辈人讲日本
军队入侵时百姓的苦难，用得最多的一个
词是“躲日本”。躲日本，就是只要有风吹
草动说日本兵来了，即拖家带口往山里
躲。一个兵一条枪，可以吓跑一个村庄的
人。然而雪峰山人不是这样，其时坐落在
山山岭岭间的宗祠长者发布命令：男女老
少一个都不“躲日本”，誓与山同在，与抗
日军士同在，一派视死如归、老少皆兵的
气势。如此悍烈的民风，在崇山峻岭间筑
起了一堵高墙。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中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日本入
侵者如多少懂点中国历史，就不敢往这楚
风凛然的大山里走了。关于楚人的血性，
民间另有版本：“要使中国亡，除非湘楚人
死绝。”

凛然楚风，因久经沧桑，岁月淘洗，文
化改造，时至今日，幸存已无几，除了语言
尚存差异，楚人生活早已融入全国大同，
住同样的房子，穿同样的衣服，享同样的
食品，持同样的时尚，过同样的节日。古楚
域的民俗风情，已远远扔在古籍记载和民
间传说中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苍茫七百里的雪峰

山中，如星星之火，还保留着不少楚风余
韵，与英雄山的美名旷日流芳。楚风为何？
在古籍与民间传说中，可寻出若干枝节
来，如一株参天大树，你无法数清有多少
枝叶。

我也是楚人的后裔，可惜我自己也看
不见自己作为楚人的影子了。我隐约的理
解，“豪迈”该是楚风的内核。在雪峰山下
生活过9年的屈原是豪迈的，他最终以豪
迈的步伐，携带着理想的失望，毅然投身
我家乡的汨罗江。

我最早了解雪峰山，也是因为一位豪
迈的将军，他叫邱维达，在举世闻名的“雪
峰山会战”中，他作为第四方面军的参谋
长，辅佐王耀武将军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众所周知，这场伟大的战役，也造成了一
个巨大的遗憾——战役总指挥何应钦为
一己之私，在即将全歼日寇的关键时刻，
命令王耀武给日军留下一条出路，以便尽
快结束战斗，好向国民党第六次全会汇
报。王耀武命令邱维达执行，素来儒雅的
邱维达一反常态，抗命不从，坚决不向部
队下达停火命令。何应钦最终是命令别的
部队执行的。我家乡的县份，诞生了52位
共和国将军，也涌现了 89 位民国抗日将
军，邱维达是其中一位，他的名字与这座
英雄山同在。我的老家，与雪峰山一样，在
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上，书写着豪迈的楚
风诗篇。

豪迈的篇章远矣，好在豪气仍在雪
峰山间回荡，让人感到楚风仍在。在湘楚
大地上古典建筑几近灭迹的时候，雪峰
山腹地还完好地保存着大批古民居建筑
群，烟瓦、茅草、竹篱、木梁、回廊、阁楼、

吊脚楼、石坎……地道的本地建材，经相
传久远的本地手艺人精心摆弄，依山傍
势，于林海蓝天下，构造成一片片形态各
异、错落有致、高低不一、曲折迂回的建
筑群，俨如天然生长的竹笋和林木，毫无
设计性却又无可挑剔地合理，适用，美
观，妙趣天成，生于山野，立于山野，野性
十足，豪气盎然，令无数建筑设计师大开
眼界，叹为观止。这些散落在山洼壑谷间
的建筑群中，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很多
足够凝聚人心的祠堂，抗战时期能够一
呼百应的宗祠文化并未陈腐过时。屋不
倒，祠未朽，人还在，山高人为峰，此乃英
雄山之灵魂也。

英雄山的怀抱里，居住着花瑶、苗
族、土家族、汉族等等众多民族，共生共
荣，心无间隙，胸襟广阔，是为豪迈。

无论何方宾客来到英雄山，花瑶的
栏门酒是要喝的。餐席必有瑶歌伴随，腊
肉必会切得巴掌大块，酒是碗装，这里看
不起容不下小家子气的酒杯。“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不仅仅是《水浒传》中场
面的写照。待花瑶姑娘的歌声响起，就是
世间最豪迈的饭局开始了，你就感觉到
你是在英雄山里坐稳了。几场酒与歌饮
下来，你就体验到了这架大山当年为什
么会英雄。

想当年，英雄山热血沸腾，浩气千
里。经数十年风雨磨砺，老暮难免，眼见
得古寨横秋，宗祠蒙尘，草没山道，歌酒稀
落。幸今有各级政府联手社会贤达竭力重
塑雪峰容颜，如今已是大道直插云端，古
村寨旧貌换新颜，远行山人重回故里。

英雄山之豪迈再现，即如此。

游宇明

读过这样一幅
漫画：一位拄着拐杖
的老翁站在洗漱间
准备洗漱，看得出他
的精神非常好，悬挂
于墙的镜子里显示
的却是他年轻时候
的一张刷牙照，下方
的文字云：“趁你还
年轻，请善待自己的
身体吧，将来的你一
定会感谢小时候认
真刷牙的你”。

漫画是强调人
的健康的，意思是我
们小时候讲卫生，老
了才可能有好的身
体。这逻辑自然是成
立的。讲卫生与减少
病菌入侵往往是同
步的，人被病菌侵袭
的次数越少，身体越
能保持活力。而要讲
卫生，必须很早就进
行，不能等到病了、
老了才去做。

人生一世，应该让将来的你感谢
现在的你的，决不只是健康。

让将来的你感谢现在的你的用
功。一个人的事业固然源于社会需
要，你对某种东西再感兴趣，投入的
时间、精力再多，假若社会不需要，这
事业也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不可否
认，个体的事业还有个属性，那就是
让你与家人安身立命。事业做得越
好，越能赚取衣食之资，安身立命的
能力越强。曾国藩当年受命办湘军追
剿太平天国军，肯定有替朝廷分忧的
想法，但同样也有借此领取薪俸养活
一家老小的意思，否则，作为家庭主
心骨的他，不可能在刀剑横飞的战场
呆上十来年。看准一件事，集中全部
的心智做好，为将来积累一定的物质
资源、精神慰藉，人到老境，才会活得
怡然、超然。

让将来的你感谢现在的你的善
良。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没有谁可
以完全脱离别人而存在，这就决定
了我们在为个人谋取幸福、快乐的
同时，必须顾及他人的感受。你善
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别人就会喜欢你，一旦
遇到什么事，他们也愿意出手帮你；
你自私，表面看来当下得了一点利
益，万一遭到挫折，大家就可能作壁
上观。善良固然首先是利人的，客观
上却也有让自己日后活得更加舒适
的一面。

让将来的你感谢现在的你的理
智。理智就是理性，就是聪明地、合
乎公序良俗地处理事情，它需要的
是做人的格局与长远的眼光。我参
观过安江农校，那里如今已是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轻时的袁隆
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此地
任教，种试验田的过程中，他发现一
株杂种稻长得特别高大、产量也高
出品牌稻不少，决定以此为基础进
行杂交水稻试验。当时反对的声浪
很大，研究随时有下马之虞，袁隆平
用自己掌握的生物学知识耐心说服
学校领导，取得支持，后来，杂交水
稻从安江走向湖南，又一步步走向
全国和世界。我们不难设想，如果袁
隆平做事情绪化，不能理智处理碰
到的问题，他还有机会缔造杂交水
稻的辉煌，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最高科技奖得主吗？

让将来的你感谢现在的你的珍
视羽毛。人活在一世，总要在乎声誉
才好。在乎声誉，才会有敬畏之心，才
可能有奋斗之志。李白当年奉旨写
诗，天天跟皇帝腻在一起，锦衣玉食，
活得很滋润，想弄个什么官也是小儿
科，但这有违他的自尊和初心，于是，
他选择了浪迹江湖。李白后来的日子
自然没有起初那么爽了，“天才诗人”

“有风骨诗人”“伟大诗人”的名声却
留了下来。

仔细想来，让将来的你感谢现在
的你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标，它需要
的只是一点勇气、一点关键时刻的决
断，一点永不言弃的毅力，一点对未
来的信心。珠穆朗玛峰未必人人能
登，马里亚纳海沟未必个个敢闯，但
让将来的你感谢现在的你人人可为。
做到了的人与不曾做到的人，区别只
是在于：我们是否有过这样的意识，
是否愿意为这样的梦想付出能够付
出的一切。

幸福与快乐非常美好，它们其实
从来都很简单。

让
将
来
的
你
感
谢
现
在
的
你

胡立强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家风家教。
他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是
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让我倍感欣慰的
是，我也是在一个有着良好家风的家庭
里成长的。父亲权不徇私、严以律己、宽
以待人、永不言弃的家风教育，让我受用
一生。

我的父亲叫胡长生，今年已是 89 岁
高龄。上个世纪 70 年代，他担任过桃江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这在县里可是个
有实权的“高干”。但父亲从不用手中的
权力给家庭谋取经济利益、为子女谋取
工作便利。记得 1977 年恢复高考时，有
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名额，我父亲正好主
管这项工作，他的一位部下推荐了正在
下乡插队的我。但名单报到我父亲那里

时，却被他“无情”地否决了。他说：“工农
兵大学生推荐名额不多，领导干部子女
不要去占指标，还是优先推荐其他普通
人的子弟吧。”

后来，父亲指示有关部门把这个名
额给了一位农村困难户中的复员军人，
而我，只好在农村继续过“脸朝黄土背朝
天”的插队生活。下乡锻炼两年期满时，
好多插队的人纷纷找关系走了，“铁面无
私”的父亲却从没给县安置部门打过招
呼，逼得我只好去报考桃江县专业消防
队，当了一名职业消防队员。幸运的是，
武警桃江县消防队成立之后，我有机会
报考并考上了桃江公安局。

入职桃江公安局后，由于时任桃江

县公安局局长汤国栋对公安新闻宣传工
作高度重视，勤奋努力的我在公安宣传
专干岗位上初露头角，因成绩突出被评
为全省优秀公安宣传专干，并被省公安
厅批准记二等功。从此，我打开了一片多
姿多彩的新闻天地。后来，又圆了“大学
梦”，调到人民公安报湖南记者站。

39年从警生涯，21年从事新闻报道工
作，我努力为湖南公安新闻事业尽职尽责，
一批作品获中国人大新闻一等奖、中国新
闻摄影银奖、湖南新闻一等奖等奖项。

在工作中我受益于父亲严以律己的
好家风，不仅常年累月带领湖南记者站
的同志深入基层公安机关采写了全国十
大我最喜爱的警察吴干呈、吴浩，全国女

警十杰王恩琴，居民心里的活雷锋刘培友
等一大批重大公安典型人物稿，还通过公
安内参和人民公安报总结推广了湖南公安
警务机制改革和邵阳市"一村一辅警"等重
大经验。此外，我还学习父亲宽以待人的好
家风，尽力为民为警排忧解难。

从事新闻工作 21 年，我有 20 年因有
采访任务而没有回家陪父母过年。母亲病
故后，为不影响我工作，父亲一直不愿搬来
长沙和我一同住。有一次父亲在桃江医院
往了一个星期也没告诉我，当我后来问父
亲，为什么连住医院也不告诉儿子时，他对
我说：你是在为国家工作，我不能因小家而
影响大家，我住院有护理照顾就可以了。听
了父亲的话，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歉疚、
后悔，更有钦佩、感动。

父亲的高风亮节值得我永远学习，父
亲的良好家风值得我永远传承。

极目英雄山

受用一生的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