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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英

一条原本默默无闻的江
一条开头的汨字总让我看做泪水的泪字的江
只因一个诗人的投奔
便永远地流在了人们的心上

这个诗人叫屈原
是一个在慢慢长路上上下求索的人
是一个因耿直而不招人待见被流放的人
这个举世混浊而独清的人
这个众人皆醉而独醒的人
在忧国忧民报国无门后
在唱尽凄美的人神恋歌后
在叩问苍天一百七十二问后
长发飘飘绝尘而去
选择了汨罗江 连同一块大石
以优美的姿势纵身一跃
便写下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
一个镌刻千古永不磨灭的惊叹号
在熙熙攘攘的天地间
在清清净净的沧浪之水中
激起滔天的浪花至今还在飞溅

两千多年了
我听见断章的忧伤还在江水里呜咽
我看见《离骚》的激情在惊涛里起伏

《天问》的呐喊还在骇浪中千回百转
《九歌》的咏叹还在耳边凄凄地回旋
那散发着兰花与艾草清香的楚辞
已将这条诗性的河流氤染成了蓝墨水的上游
让后来的诗者取之不绝
让龙舟的竞渡者趋之若鹜

汨罗江
你怀抱着屈原
怀抱着一个光明磊落的赤子的灵魂
如怀抱太阳煎熬着烟雾般笼罩的天问
你收留了屈原
收留了一个黑夜中无家可归的诗人
如收藏了一个月亮 永远在寻寻觅觅地招魂

胡小平

昨晚，我枕着楼下小溪的欢笑入睡。
今晨，我在百鸟的合唱声中醒来。

下了吊脚小楼，我拎了一把小竹椅，
在池塘边坐下。露珠从四季桂叶上滑下
来，擦着我的脸落下。我仰视树叶，让露
水滴落在嘴里，凉爽，甜润，芳香。

满目葱绿，满耳鸟语。
各种鸟儿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地隐没

在山林间，我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只听到
它们在说的说，唱的唱，热热闹闹的。一
时我不知听谁的好，也听不清楚，更听不
明白。

我闭上眼睛，细细辨听，慢慢捕捉。
过了一会，我渐渐听得明晰起来：

一个在催快点快点，再不快点就赶不
上了，可别误了事，一个说好好好，我再清
一下东西，马上就来；

一个说你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到
底是行还是不行，一个说看把你急的，告
诉你吧，我爹妈同意啦，还要我们早点结
婚，都等着抱孙子呢；

一个一声叹息，说这屋漏偏遭连夜雨
的，往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了，一个
安慰说没事，别怕，再大的困难，我们一起
来帮你，办法总比困难多的；

一个问有谁知道明天是晴天还是雨
天，好安排是出行还是在家，一个说可能
是晴天，也可能是雨天，一个打了个哈哈，
说不知道就听天气预报呗；

一个说好了，别争了，谁先来就归谁，
一个说是呀，这里四面都是山，林子又那
么宽，不必为一棵树丫伤了和气，邻里就
得和睦相处；

一个说这里有古树有竹林，有溪流有
瀑布，有田地有鱼塘，景色优美，真是个好
地方，一个说那是的，不过几年前，这里可
没这么好，那是山荒了，地荒了，路也荒
了，全是云深静野山庄的辉哥和他妻子，
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冒了很大的
风险开辟出来的；

一个在唱我问你春天在哪里，哪里的
春天最美丽，一个唱春天就在这炉烟村的
山庄里，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一个唱着她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一生
一世不分离，一个唱着这里是她的第二故
乡，她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在这
里，一辈子为这里歌唱；

一个唱山间的竹笋出了土，映山红开
得红艳艳，蜜蜂飞来飞去采蜜忙，一个唱
田里的青蛙在尽情地嬉闹，成群的蝌蚪在
开心地游玩，吃草的黄牛摇着铃铛，追逐
的山的山羊咩咩叫唤……

塘里的鱼儿浮出水面，黑的红的，长
的短的，都轻轻地摆着尾巴，陶醉在鸟啼
声里。大黑狗不知什么时候蹲在了我的
身边，好像听得懂鸟语似的，不时地点头，
抬腿，眨眼睛，竖耳朵，并辅以各种表情，
还不时地叫一声，回应山间，或是看我一
眼，冲我一笑，讨一个奖赏。山间传来急
促的“布谷—布谷—”声，黑狗倏地起身，
一声叫唤，朝山里离弦之箭一样地奔跑而
去。

辉哥肩上扛着锄头，手上拎着一根竹
笋，边走过来边说去年的这个时节，那天
黑狗叼回来一只受伤了的布谷，他给布谷
治好了伤，黑狗和布谷也成了好朋友。他
亮了亮竹笋，说新鲜竹笋炒腊肉，可好下
酒了。

岚烟厚厚薄薄地在山坳间袅袅升起，
丝丝缕缕地消散在清风和霞光之中。

黑狗跑回来了，在我跟前扑腾几下，
又甩头摇尾弄了好些水珠在我身上。辉
哥瞪它一眼，又一跺脚。它一愣，带着歉
意看看我，悄悄往一边走去。我说没事，
人家是喜欢我呢。它回过头来，见我向她
招手，便小跑过来，在我旁边蹲下，默默地
望着山林。

太阳从山后露出了脸。鸟啼随之沉
寂下来，山林不再喧闹，只是稀疏地有一
声两声鸟鸣在山间回荡，显得更加宁静、
幽深。

我已是许久没有置身于这样的自然
之间静心聆听鸟语了。其实，人来自于自
然，生长于自然，终归于自然，与自然亲
近，其乐融融，其趣无穷！

几年前，在外先是打工，后是当小老
板的辉哥和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在淳口炉
烟村流转了这一冲的荒田荒地和两旁的
山林，开了荒，修了路，搞起了苗圃，建起
了养鸡场，成立了合作社，成了村上的致
富带头人。

太阳升高了，山庄随之更加热闹起
来。在喇叭声里，两辆小车开进了山庄。
辉哥笑呵呵地迎了过去，把客人请下车
来。一下车，客人有的说到池塘钓鱼去，
有的说上山捡鸡蛋去，有的说到山边割蜂
蜜去，有的说去竹林挖笋去，有的说上苗
圃看苗木去，有的说今晚就住山庄了，明
早好听鸟语呢。

布谷又叫了。黑狗兴奋地竖了一下
耳朵，扭头看着我，似乎在问我听懂了没
有。我朝它一笑，又摸了摸它的头，说听
明白了，布谷在催促春耕呢。

王羡兰

黄昏，夕阳的余晖恋恋不舍地抚摸着大地，门口
田野里满目的油菜地已经脱去了美丽的黄花衣裳，株
株挂起了青翠饱满的菜籽荚，晚风轻拂，就像一大片
微微荡漾着的绿色海洋。我和老迈病弱的父亲站在
大门口，目光触向田野远方，随意地聊着天。父亲突
然话锋一转，神情凝重又自豪地和我说起：“我这一生
啊，也算得上有几位生死之交的朋友。”

“第一位是A君，他是前两年死的。他死后，他的
儿子每年都会带着礼品来看我，早一晌又来了。这必
定是A君去世前特意交代儿子这样做的。在生时不
忘嘱托后辈看望老友，这算得上是一种生死之交。”

“第二位要算B君了。B君年轻时和我一起做过
一阵工，我俩较为投契。当时他对别人说：谁要是和
王师傅在一起相处一个月，是块冰块都会融化去。工
期结束后大家各奔前程，几乎音讯全无。听说他在离
世前一刻还目光四转寻找，问身边的人‘王师傅呢，他
怎么没有来？’一个人在离世前最后一刻还念着你，你
说算不算生死之交？”

“第三位算得上C君了。C君住的地方离这里很
远，和我几十年没什么来往。去年不知怎么回事，他
硬抱着久病之躯坐了几小时汽车特意跑来家里看我，
在我家玩了两天。后来才知道他从我家回去后的第
二天就病逝了。你看这事巧不巧？他未必是知道自
己来日不多，特地要赶在死前会我一会？这不可谓不
是一位生死之交。”

父亲接连着说完后，一脸的感念和肃穆之色。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性格孤傲，洒脱不拘，一生多

与书籍笔墨为友，鲜少有与之深交的知己。他说的这
几个生死之交我几乎从未见过，也很少听他讲起，他
们之间完全算得上一种“素交”。这使我不由大感惊
奇和震动，对“朋友”的概念又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

钱钟书先生说过：“有一种素交，有着超越生死的
情谊。”这样的“素交”，不在意各种约定俗成的相交礼
仪，不需经常相约茶酒、频频造访游玩，毋须一方有难
对方定当慷慨相助，甚至一别两宽后天涯海角，互不
相闻，但是在彼此走过漫长岁月、阅尽形色人物时，还
会把昔日故友像至宝一样深藏于心，待到自身白发苍
苍行将就木之时，还念念不忘对方，千山万水地赶来
生死一聚……

古有羊角哀和左伯桃的舍命之交、钟子期和俞伯
牙的“高山流水遇知音”，让世人感叹知音难觅。人生
得一知己足矣，父亲却有三位生死之交，可喜，可敬。

夏晓山

距邵阳市区不远处，有
十重大界野生的万亩杜鹃花
海。

今年4月下旬，我终于如
愿以偿，游览了美丽的十重
大界界碑处杜鹃花海。杜鹃
花海是十重大界最宝贵的资
源，天然杜鹃花在海拔800米
以上区域，绵延近十公里，有
万余亩，规模宏大。

汽车从隆回高平沿着崎
岖的盘山公路，翻山越岭，来
到十重大界的界碑岭，这个
岭（界），早些时候叫栗子岭，
也叫板山里，因为永固亭修
建在此处，也可叫永固岭。
车子停了下来，再往上爬了
一百来米，就到了新邵、隆
回、新化三县交界的地方，这
里是观赏杜鹃花的最高点，
也是绝佳的观景点。十重大
界的杜鹃历来以花骨大、颜
色艳、野生树而著称，自然长
出以杜鹃为主题的大片观赏
林带，前来赏花的游客络绎
不绝。

站在永固亭外，可360度
全景观景。放眼一望，整个
山峦全都是花的世界，漫山
遍野的杜鹃，夹杂着绿色的
板栗、油松等树，衬托着杜鹃
花更有层次感，让人体会到
红花要靠绿叶扶的道理。

凤凰公益协会的袁国良
先生，是个热心的公益活动
者，他告诉我们，爬十重大界
看花，第一重，只有林木，不
见杜鹃；来到第二重，星星点
点，偶尔见之；到了第三重，
依次开放，不成规模；当你踏
上四重以上的时候，才是花
海的中心区域。

来十重大界，看到的是
姹紫嫣红，闻到的是花蕊幽
香。沿着山脊线往下走，纯
天然的栈道，七弯八拐，两旁
的杜鹃，开得那么耀眼，那么
自在，一路再下去，俨然另一
番天地，好像是人在杜鹃花
廊中漫步。这花，有大红的，
有深红色的，有紫色的，有黄
色的，五彩斑斓，大山的清
影，山界的脊线，都被杜鹃花
所点缀。整个山林回荡着杜
鹃鸟的低声鸣叫，喷出的火
红将大山都染成了红色，人
站在此处，如入仙境，心旷神
怡，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
里了。

传说，杜鹃花是杜鹃鸟
滴血染成。杜鹃鸟又名子
规，春夏季节彻夜不停地啼
鸣，啼声清脆而短促。杜鹃
口腔上皮和舌部都为红色，
古人误以为它啼得满嘴流
血。凑巧杜鹃高歌之时，正
是杜鹃花盛开之际，人们见
杜鹃花那样鲜红，便说这颜
色是杜鹃啼的血染成。

杜鹃花的花语有独特的
含义，代表爱的喜悦。山是
家乡的秀，花是家乡的美，我
不禁想起李白曾写过《宣城
见杜鹃花》诗句：蜀国曾闻子
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
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
三巴。李白借杜鹃鸟和杜鹃
花抒发对故乡的思念。

杜鹃花明知自己花期不
长，可她总是热情奔放，将最
美奉献给青山，无私，高尚。
十重大界是雄壮的，也是沁
香的，人在这花海里，会忘却
世间一切的不如意，好让自
己与杜鹃花儿一样快乐起
来，幸福起来。

扶贫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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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瑞瑾

越野车越过水库，一路挺进竹山，
在还没硬化的毛路上一路盘桓。车队
在刚开垦出不久的梯田边停了下来。
黄土地上的一株株小树苗，正伸展着腰
肢，努力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问走在前头的湖南省文旅厅驻
雪峰村扶贫队长梁利平，是茶园？他点
点头：是的，这边是刚栽下的。又问，什
么品种？他说，多数是安吉白茶，还有
黄金茶以及槠叶齐。

对茶，我算半罐子水，知道槠叶齐
最宜做红茶，黄金茶则是湘西本土优良
茶树，红绿白茶皆宜。来自浙江的安吉
白茶叶白脉翠，是上佳的绿茶。5 年
前，我应邀给湖南省委宣传部写茶事
卷，对湘资沅澧林林总总的茶，有过较
为全面的梳理。我晓得会同县的八仙
山和宝田乡，也探访过湘西吉首的黄金
茶谷，更就近在中方的桐木茶叶基地采
茶、学制茶。

在雪峰界茶园，我突然想起习近平
总书记对“茶”字的妙拆：人在草木间。

人在草木间，揭示的也是“道法自
然”的真谛呀。

梁队长介绍，他们是 2018 年 3 月
入驻会同县高椅乡雪峰村的，当年便请
省农科院、湖南农大等专家和企业负责
人来实地考察调研，专为雪峰村把脉。
雪峰界与八仙山、宝田等地一样，都宜
茶。于是，他们迅速筹措省、市、县相关
产业资金300余万元，流转村民闲置荒
山 550 余亩，成立歌郎茶叶专业合作
社，社长由村主任李洪爱出任。如今，
原建档立卡已脱贫的村民，均采取土地
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

雨后的雪峰村，和所有的湘西山村
一样，羞涩清丽，并不显得遗世独立的

孤独。云雾在远山中袅娜；深深浅浅的
绿，涂鸦着四周的群山，要用相机镜头
拉近，才看得清，浅绿是南竹林，墨绿为
杉林。

原先眺望过的竹山，海拔800米处
藏着新开垦的茶园，再往上爬一爬，是
红军亭，继续往上，则到了一处高山台
地。路边一片繁茂的红豆杉，粗粗的树
干书写着不知年份的故事。路往前方
延伸，望不到尽头，只见隐隐绰绰的云
山雾海。有人说，那边有映山红，属绥
宁了。

广义上的雪峰山，在民国之前叫
“梅山”，宋代之前称“楚山”，再之前叫
“会稽山”，“会稽山”之前，与武陵山合
称“昆仑山”，当然，彼时的昆仑非现代
的昆仑，实为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巨型高
地。而狭义之雪峰山则在洪江市内，主
峰叫苏宝顶。

雪峰界，无疑是广义雪峰山的余
脉。雪峰山著名的茶，有安化黑茶、新
化寒茶、大沩山的毛尖，也包括传说中
茶祖神农氏的家乡会同的野生茶。

雪峰界属巫水流域的高椅乡。产野
生茶的八仙山在蒲稳乡，岩鹰坡属宝田
乡，均属渠水流域。而渠水与巫水，均汇
入沅水。会同县的有机茶园多开在海拔
600 到 800 米之间，层层叠叠、高低错
落，山风拂过，绿浪翻滚。早两年，宝田
公司率先将大湘西茶叶直接出口到欧
盟，会同茶在湘茶中异军突起，有理由相
信，歌郎茶叶专业合作社正描绘的绿水
青山，也将成为雪峰村的金山银山呀！

对面山头青葱从容，梁队长说，那
是 2018 年 8 月开荒，10 月份种下的第
一批茶苗。这边山头的茶苗则为2019
年补植，属 2018 年计划的 553 亩之
内。2019 年新开荒 300 多亩，因疫情
影响，还来不及栽上新苗。

茶园归谁所有？他会心一笑：集体
经济。覆盖全村贫困户，并辐射周边9
个村的部分贫困户。人均约0.4亩。开
荒、调苗、培育都由他们争取省、县重点
农业扶贫资金，老百姓只管出工拿钱，
坐等茶苗变成“摇钱树”。

两年后的雪峰界茶园，村民们一定
在坡头坡尾忙着采茶，鲜叶一定也沾着
翠竹的清香。安吉白茶、黄金茶一定跟
原产地一样，满满的春滋味，有着湖南
绿茶特有的鲜爽和野性；而槠叶齐制成
的红茶，也将是极富特色的“湖红”，跟
其他湖南红茶一道，肩负起重振“湖红”
在1915年勇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雄风的重任。

雪峰村离会同县城有七八十公里，
梁队长回趟省城，要跋山涉水几百公
里。他大孩子读初中，正是学习的紧要
关头，小孩子上幼儿园，他却不能尽父
亲的职责，天天守在孩子身边。这大概
是所有扶贫干部的两难吧。一晃，两年
多过去了，雪峰村的巨变，村民看得见，
群山看得见，来过的人都看得见。

当晚，我们几个留宿村妇女主任
家。次日一早，经过村路，朵朵桐花在
路上铺满诗。风一来，高大桐树上的
花，像跳动的音符，在风中留连片刻又
挤入地上的诗中。我们都踮起脚尖走
过，生怕踩碎了那些诗与歌。路旁的小
鸡正怡然地骑在母鸡背上，其兄弟姐妹
在旁边觅食。村里的喇叭，正字正腔圆
地宣传着森林防火条例……

不由得想起今春的湘西吉首几大
黄金茶谷，想起吉首茶农皱纹间掩饰不
住的笑容。我在吉首采撷到的茶香，这
回又在雪峰界隐隐闻到……习总书记
当年在十八洞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
像一粒粒种子，早已从湘西播撒到中华
大地的角角落落了。

远锦

自顾自地说了一夜的话，老黄
头的孤独，或许只有庄稼可以读懂。

每次，老黄头朦胧着睡眼，来到
昏暗灯光下，看着糟糠之妻打着红
花布千层鞋底，要她歇歇时，她就没
有好声气：“你就知道睡！我做鞋，
多卖一双是一双呀，那是钱！”

20块钱的编织鞋，无论从样式
还是质地上，都比她做得好。更何
况，做双鞋，光是鞋底就要熬上好几
个晚上，何苦呢？老黄头看不懂。
妻子也不需他懂，只管做自己的。
这不，老妻眼一闭，剩下两大箱子布
鞋，山一般重。“让你好好休息不听
话，现在好了吧，到那边休息去了
吧！”每次看着布鞋，老黄头就唠唠
叨叨了起来。好像，鞋子就是沉睡
的妻子。

妻子走后，他的世界更简单
了。早上担水，中午浇花，下午拖着
铁疙瘩（锄头），去院子背后翻地。
地只有三分大，却足以装得下他所
有的期望和时光。

“在那边要好好听话，不要瞎折
腾了。你看，这庄稼我伺候得很好
吧！”每到庄稼开花、结果，他都会将
和妻子唠叨了一辈子的话，原封不
动讲给庄稼听。庄稼很懂事，从不
开口骂他，实在听烦了，就扯来些
风，将柔嫩的枝丫，伸到老黄头身
上，给他挠挠痒。

老黄头

湘江短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