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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宇明

抵达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菜塘弯，是中午1点
左右。江南 4月的太阳已很有些暖人，我在衬衣外
套件呢子衣，额头都渗出细细的汗珠。周边的山极
青翠，每望一眼，脸上似乎就会滴下些绿色；山脚
下不时有红黄野花入眼，有的深，有的浅，有的高
挺，有的低伏。道路两旁的稻田里有人在一身水一
身泥地犁田，想来是该种秧谷了吧。我们将小车停
在一座农家小屋前，然后沿着一条乡间便路往前
走。

此行的目的地是“湘西草堂”。
“湘西草堂”为王夫之晚年所营筑，前坪后山、

土墙青瓦。看故居是要收费的，听同行的朋友说我
是作家，工作人员征得领导同意，免了我的门票。

尚未进门，我便被故居的两副对联深深吸引，一副
是“芷香沅水三闾国，芜绿湘西一草堂”，挂在前廊
柱上；一副是“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
人”，挂在故居大门两旁。两副对联含意很深。前者
的意思是：如今的天下皆为清朝所占，能够跟朝廷
水火不容的也就是我这一个小小的草堂了。后者
的含义是：清朝对我再释放善意，我都不屑一顾；
明朝虽亡，难以对我的人生有实质帮助，但我一直
心怀故国。“湘西草堂”为普通的江南传统民居，现
存三大间砖瓦房，左为卧室，右为书房，中间为厅
堂，上下两层。据说王夫之晚年常睡楼上，腿脚不
好，一般很少下来。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
夕堂，湖广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
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写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
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

《宋论》等大批思想巨著，总字数超过800万。这个
数目，于现在的网络写手，或许不算什么，电脑已
经使我们数倍甚至数十倍地提高了写字的效率，
但在那个毛笔书写的时代，绝对是非常惊人的。

王夫之的博学得益于其家庭弥漫的浓郁书
香。他出生于衡阳府城南回雁峰，自幼跟父兄一起
读书。13岁中秀才，23岁赴武昌乡试，列湖广乡试
第五名。24 岁时，与大兄王介之北上参加会试，因

战乱被迫返乡，一年后，明朝覆
亡，自此，王夫之与科举无缘。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
的读书人，王夫之对外族入主中
原、山河破碎的现实是深感痛心
的，崇祯上吊自杀后，他曾写《悲
愤诗》以明志。顺治初，他更是与

堵胤锡、夏汝弼等人一起组织反清起义，意图恢复
汉人政权，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此后十余年，他冒
着被清廷通缉的危险，一边不断流亡，一边用心著
书。42岁时始定居于蒸水边的石船山下，后世称其
为“船山先生”，就是由此而来。在石船山下，他初
居茱萸堂，后住败叶庐，再留观生居，50 多岁才隐
居于“湘西草堂”。

对“湘西草堂”这个名字，我颇有些疑惑。房子
名为“草堂”，却一根茅草也没有，难道王夫之先生
当年也像如今某些网红一样喜欢玩炒作？我将自
己的不解告诉导游，导游说：王夫之先生在世时，

“湘西草堂”真是泥土墙、茅草顶，他在此住了 17
年，如今的故居是其儿子王敔六十大寿时建的，那
时老先生已作古多年。老先生一生最讲一个诚字，
别人的“诚”也许只是对人，老先生的“诚”已达对
己的境界。他身为明代遗民，自誓不顶清朝的天不
踩清朝的地，出门总是头遮雨伞脚穿木屐，从无例
外。晚年，一个远方的朋友来拜访他，临走时，老先
生对他说：“您自珍重，我心送您三十里。”客人走
了十五里，天下起雨来，返回王家取雨具，进得王
家门，发现老先生依然站在第三级楼梯上眺望客
人归去的路，客人登时感动得涕泪双流。

“湘西草堂”周边是一片片的荷塘，荷叶尚未
田田，却可以看出曾经的繁盛。对门高坡处是主题
广场，有铜像，有翻开的书本雕塑，有建筑宏伟的
纪念馆。衡阳人是懂王夫之的。先生一生以纸笔为
日月，以家国天下为路标，品性似荷出污泥而不
染，那份高洁，几人能及？

世间有两种风景，一种活在眼里，看过也就看
过了；一种活在心上，走近一次，永生难忘。“湘西
草堂”属于后者。

池塘笑影

牛儿塘边喝水
两只伙伴亲亲嘴

蜻蜓飞来点点水
两个朋友碰碰尾

水面留下
池塘的笑影
一圈
一圈
一圈

洗衣

姐姐爱到
小河里洗衣

她把衣服
放到掺着彩霞的水里
放到绿树红花的影子中

揉呀揉
搓呀搓
洗皱了半边彩色河

回家来
衣服晾到竹竿上
那云彩、绿叶、红花
牵着手在风中跳舞

小草开花

墙上一兜小草
墙角一兜小草

没人去看
没人去瞧

自有阳光照它
也有露水喂它

墙上的小草开花了
墙角的小草开花了

蜜蜂知道
蝴蝶知道

每一兜小草
都会开花

爱脸说

爸爸告诉我
快到只看脸的日子了
坐火车呀，乘飞机呀
看电影呀，买东西呀
刷一刷脸就行了
全世界走走

凭一张脸就够

真有这样的事呀
我得赶快告诉小狐狸
从小就别做
丢脸的事儿
不然
就没得地方去了

大树

山顶上
有一棵树
它对白云招招手，说
瞧！我比谁都高大

风儿
轻轻吹过
挽着树叶
沙沙说话

孩子
大山把你举得高高
却没能让你知道
又高又大的树
都在山脚和山腰

告密的家伙

蜻蜓停在钓竿上
给竿尖系上个花花结

影子沉到水里
对鱼儿轻轻说
这条蚯蚓不能吃
别过来，快离开
……

告密的家伙
都很坏
可这只蜻蜓除外

微笑

一个女孩
从河边走过

她的微笑
落在水中

河水捧着笑容
一路小跑向前

笑容水中荡漾
引开两岸鲜花

鲜花招来蜜蜂
蜜蜂邀来蝴蝶

一个笑容
香甜了一条河

李梅

在浏阳，有一座山叫道吾山。
虽然道吾山的名气赶不上大

围山，我对它却有一种特殊的情
感。道吾山，光听这名字就觉得禅
意非凡。它的得名颇有一番来历。
唐代大和年间，僧人宗智上山修
炼，未到山顶就被一块巨石挡了
去路，这时，一名自称沙伽龙的白
衣老人飘然而至上前行礼：“师为
开山祖，待师久矣。”宗智答道：

“吾志唯此，道成吾矣。”语毕，风
驰电掣，石裂道开，宗智从此割茅
斩棘，辟地开山，并以“道吾”名此
山。道吾山上的兴华禅寺，庄严神
圣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屡废屡
兴，是驰名中外的佛教圣地。

第一次登道吾山，是在大前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山外烈日炎
炎，酷暑难耐，山中却凉爽宜人，
清风抚面，被热浪冲击得满脸通
红的我恨不得就地躺下，以地为
床，以云为被。山涧潺潺的溪水，
让我忍不住脱掉鞋子光着脚丫戏
水玩耍，那一刻，我就是任性，要
当一个彻底的顽童。拎着鞋子拾
级而上，山风习习，芳香四溢，蜿蜒的山路
忽陡忽缓，忽弯忽直，宛如一条玉带，盘绕
在道吾山上。耳际突然传来悦耳动听的男
中音：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
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
应……

是王菲的《我愿意》。循声而去，不远的
身后，一对年轻的情侣牵手而行，深情款
款，如诗如画如仙境。顷刻间，那份纯粹的
愉悦和美好，遍及我全身，我想祝福这对陌
生人，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他们在尘
世中获得幸福。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
道吾山。

爬到半山坡，有几户人家，有几块农
田，农田里种着各种蔬菜，最喜人的是那片
小葱。葱叶翠而绿，葱白长而嫩，如果晚上
回家，来个“小葱拌豆腐”或者“小葱煎鸡
蛋”，那岂不美哉妙哉。正在纠结是偷偷扯
一把拿回家或是扯了后学战争年代八路军
把钱放在田里时，突然来了一位老农，老人

家二话没说，用锄头挖了小半堆放
在我们跟前：

“这是我屋里的，你们拿回嗑
呷啰，冇关系咧。”

“哎呀呀，那怎么好意思呀，好
多钱啰，我们把钱给你。”

“自己屋里种的，要么子钱
咯。”

善心清澈，民风淳朴，道吾山
的老乡怎么就那么好呢。

初行道吾山所遇美景、纯情与
善人，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好印
象。

第二次去道吾山是初冬。一个
快下班的下午，接闺密Diana的电
话：快下楼来咯，带你去道吾山吃
好吃的。哇哈哈，对于一个绝对的
吃货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有
朋友突然叫你去吃好吃的，而且是
去我念念不忘的道吾山。原来，
Diana 儿时的小伙伴娟娟和老公
从上海归来，娟爸爸在道吾山上养
蜂，一来采了蜂蜜送她，二来畅叙
友情，围炉夜话。

到达道吾山娟娟家，天已渐
黑，堂屋里烧着一盆炭火，八仙桌
上热气蒸腾的是冬笋炒腊肉、火焙

鱼、清蒸土鸡蛋……山里人家的山珍野味
翻滚着我的味蕾，不胜酒力的我、Diana，
还有娟娟夫妇，陪着娟娟爸妈畅饮着醇香
浑厚的自酿谷酒，一杯又一杯。那一夜，我
是真醉了，醉倒在道吾山温暖的夜色里，醉
倒在浓浓的情谊里。

半夜口渴醒来，起身推开窗户，略带寒
意的空气中，弥散着泥土草木的淡淡芳香，
一轮明月挂在天边。我甚是惊奇，为何道吾
山的月亮会这么亮。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一
种欲望，将来，一定要在这山里盖一所小房
子，不求多大，也不求多豪华，能避寒，能遮
雨，有花，有草，有他。白天农耕，夜晚写作，
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随岁月云淡风轻地老
去……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对于道吾山，这该是我最真实的情感流露
吧。

其实，道吾山离我一点都不远，我可以
随时去的。

刘克邦

4 月，生机盎然，万物生长。肆虐一时的疫
情灰溜溜地走了，禁锢已久的心情需要释放和
慰藉。田螺小镇以“田螺”命名，令人遐想联翩，
产生一种欲罢不能、非去不可的冲动。受浏阳
正初兄的邀请，我与湘赣两省的文友们走进了
田螺小镇。

小时候，最有乐趣的事情，是去捡田螺。
春耕时节，农人扶着犁，赶着牛，将田里的

泥土翻转过来，灌满水，浸泡两天后，破碎，耙
平，将秧苗插上去，一年希望就有了。

这时候，田里的水不冷，也不热，田螺异常
活跃起来。水底下，泥坯中，甚至田埂上，到处
都是栗壳色、油亮肥硕的田螺。

清晨，或傍晚，我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地
提着小箢箕或小水桶，像一群调皮的小麻雀一
样，叽叽喳喳，蹦蹦跳跳，钻进春意飞溅波光粼
粼的水田里收获捡田螺的喜悦。在童年，小小
的田螺，带来的尽是情趣与开心，哪里还有酸
楚与苦涩！

田螺小镇，坐落在浏阳官渡的竹联村，就
像一件陈列在天然橱窗里的精致艺术品，吸引
着四方游客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这里，山峦起伏，田畴舒展，水光粼粼，浓
荫如盖，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称它为“人间仙
境”毫不夸张。最令人心动的是，老天爷恩赐，
这里盛产田螺，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无论你
走到何处，稻田中、池塘里、沟渠边，到处都有
田螺的身影。推而广之，这里的嗦螺，是当地人
餐桌上引以为傲的美味，也是款待客人的特色
佳肴。

村民在外干完活以后，总要顺手带一筐田
螺回家，倒进水缸里，漂洗数日，褪尽泥垢，揭
去盖皮，钳掉尾部，置锅中油盐爆炒，再加水熬
煮，辅以豆豉、辣椒、韭菜、葱花、姜丝、蒜末、紫
苏、薄荷、茴香等佐料，端出来的是一大盆香气
扑鼻、色鲜味美的嗦螺。

因了田螺，小镇人脸上挂满了笑容，满足
和惬意尽在其里。

来到田螺小镇，老天爷善解人意，收住了
雨脚，将灿烂的阳光铺洒大地，青山、绿水、粉
壁、黛瓦，还有我们的心绪，豁然开朗，被染得
一片金黄。

只见那一条条光亮、整洁的道路蜿蜒蛇
行，在绿树鲜花的簇拥下纵横驰骋，欢快地向
各个角落延伸；一溜溜红、绿、蓝、黄、紫色搭配
的滑道如彩虹落地，在半山坡上划上长长的漂
亮的弧线；一座座造型别致、具有北欧风情的
小别墅、小楼房掩映在浓荫密林中笑逐颜开，
喜迎客人的到来……可谓千姿百态，诗情画
意，胜过美丽的画图！

我慌乱了脚步，被眼前的一切所迷醉！
“欢迎！欢迎！”一位衣着朴实、身体健壮的

汉子迎上前来，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组
织者介绍，这是田螺小镇的东道主，浏阳市旅
游智库会长钟子平先生。

我仔细打量，他留着平头，肤色红润，印堂
发亮，天庭饱满，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全身似乎
有使不完的劲。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服输、霸
得蛮、充满自信和智慧的人。

他自我介绍，他是本地人，客家人后裔，自
封为田螺小镇的“镇长”，从小受过苦，读书少，
参过军，当过公务员，干过记者，也下过海，现
在回家乡圆少时的梦，建设和打扮生他养他的
这片热土。

他爱自己的家乡，在外打拼几十年，总断
不了故乡的根，经多年准备与谋划，以田螺文化
为主题，通过规划，设计，施工，改造，提质，耗时
10年，硬生生在一片野坡荒岭中投资建起了这
个占地1037亩的田螺小镇。如今，除了嗦螺美
食文化馆、土特产购物中心尚未完工，已建成了
森林探险索道、高空玻璃桥、玫瑰花海、露营大
草原、客家主题民宿、会议中心等大小十多个项
目，已初具规模小有名气了，来此观光旅游的客
人不断增加，节假日更是人海如潮。

随着人流，我们进入田螺农园。
说是农园，其实是一片森林，满山尽是刚

劲、挺拔、威武的大松树。许是当地人的精心培
植和保护，这里的松树与众不同，令人刮目相
看。每棵树高达十多二十米，直径二三十厘米，
树干笔直，极少枝丫，似乎像执著之人一心一
意地直往上长，到树顶之处才将枝杈伸展开
来，与邻近同是枞树的枝叶盘互交错，连成一
片，形成一座庞大的天然伞棚。游客来此观光，
炎夏里可免遭烈日暴晒之苦，下雨时亦不担心
淋湿一身。

“考拉森林探险”最有魅力、最惊险刺激，
凭借蜿蜒起伏的山势和接连不断的大枞树，用
钢索或缆绳编织和牵扯，在半空中架起了一条
人行索道。索道全长500多米，依次设有蹦床、
网笼、吊桩、秋千、荡板、溜索、玻璃桥等“关
卡”。人在上面，需通过攀、爬、蹦、跳、钻、跨、
滑、飞等各种动作，才能过关前进，到达终点，
是一次难得的体能、意志锻炼的体验。

不容易呀！我知道，建造如此规模与品质
的小镇，一定经历了不少酸甜苦辣和喜怒哀
乐，在心里面暗暗地佩服起钟先生来。“一定有
不少困难吧！”好奇的我想从中探个究竟。

“哈哈，小小的螺，大大的梦！”他答非所
问，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开心，把我
们也逗得笑开了花。

苦中有乐，苦尽甜来，又何尝不是他的人
生哲学和奋斗理想呢！

童诗一束
李少白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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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心上的风景

老
屋

彭湘

老屋在挖机的轰鸣声中缓缓
松弛，匍匐到土地上了。空气中的
阳光镀上一层灰，飞舞的灰尘看起
来无处逃窜，仿佛受了惊吓的鸟
雀，在“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也有
几丝不安。伴随了我们 30 年的老
屋，此刻彻底消逝了它的神貌。远
方的天空，白云辽阔，几朵蓝色的
云安静地眺望着天空下的万物，拆
掉的老屋发出梦呓般的声音，然后
尘归尘，土归土。

30 年前，父亲建新房。辛劳几
个月，自己筑窑，自己烧砖，从河里
一担一担挑来沙子。那些夜晚，月
光洒在两旁长满青草的山路上，还
有一些毛剌剌的黏戗子粘在父亲
的衣服上，只有他一个身影兴冲冲
地在夜色里疾行，准备着建房什
物。

那是村里建的第一栋二层楼
房，落成后，我感觉水泥墙壁还是
湿湿的，一家四口就搬进去了，房
里有一股浓浓的水泥气，还有些
呛人。

住在房子里，我经常做梦，一
些清冷的梦，在一个少年的世界
里，他是不会解梦的，梦的深处依
然是梦。我总是梦到自己站在一条
涧边，地下是黑色的水，有一个孤
独的身影撑着船在走，我只看到他
的背影，那么瘦削清癯，在灰蒙蒙
的天空下只是一个小黑点。不知怎
么会有这般缥缈的梦，那条河似乎
延伸到远方，那个人静静地立着。

少年的我为什么会遇到这般
深沉隐秘的梦？我不知在一个懵懂
少年的眼里，为何会有虚无。也许
对少年的我而言，每一块石头，每
一朵云，每一片叶子，都是神异而
陌生的，就像成人期盼温暖呵护只
是因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小时候，
我对屋前那棵橘子树有着期盼，她
长叶、开花、结果，由绿色到白色，
最后成为橙黄，直到冬日的干枯。

还有栖止在二楼阳台上的燕
子，我总是惦记着它们。越来越多
的燕子窝，已经让阳台的几个角落
都脏兮兮的，燕子筑窝时脱落的泥
巴、鸟屎等斑斑点点，都成为我担
心的事，怕有一天燕子被人赶走。
从小，我总觉得自己缺少话语的能
力，应该是比较木讷，内心深处就
像那只会叽叽喳喳的鸟，有很多种
声音在心里振翅，可说出来却单调
乏味。

应该说，我是一个无故乡的
人，因为没有离开家乡又何谈故土
呢？老屋不老，我没有很久很久离

开过它，可我也没有特别亲
近它。它既不是山上的月
亮，那么清晰澄澈，也不是
厚实的土地，那么博大宽
厚。那时，我经常坐在楼上
靠后山的房间窗下，窗外是
摇曳的竹枝，我安静地坐在
那里看书，我和文字似乎都
是孤独而轻盈的，但又有一
些神秘雀跃在我心底。

老屋挟裹着我童年、少
年的一段段往事，在春风弥

漫的夜晚复苏。老屋已
经永远离去，我们还在
原地，只是有了不同的
房子，那些童年的时光
里，老屋是容纳了最多
快乐的地方。

依依田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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