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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板栗

2002 年，长沙市做了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就是在湘江岸边，修建仿古园
林建筑杜甫江阁。

长沙非常有必要这么做。晚年的
杜甫以贫病之身，曾三度客居长沙，留
下 50 余首一生压卷之作。盛世修阁，
是长沙这座城市对杜甫的崇敬、缅怀，
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传承的使命担当。
这也使得山水洲城更富人文厚重感。
江阁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遂成
市民休闲游览的新胜地，又何尝不是惠
及百姓民生的好手笔。

不过，有关杜甫，就湖南而言，除了
修建一座江阁，可做的、应做的，似乎还

有更多。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

人，被世人尊为“诗圣”。他出生于河
南，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留在湖南。
由于身处国家多难的时代，晚年的杜甫
颠沛流离，768 年（唐大历三年）冬，56
岁的他带着家人，前来投奔时任衡州刺
史的好友韦之晋，却因后者暴亡而失去
依托，自此在湖南流荡，直至在贫病交
加中辞世，成为中华诗史上的一大悲
哀。

然而，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也
可说是“诗家不幸湖南幸”。杜甫星陨
湖南，但在湖南约一年零九个月的最后
时光，却留下了大量诗篇，为湖南增光
添色，成为湖湘文化中的瑰宝。近代湖
湘俊杰多读杜甫之诗，感其忧国忧民之
志，故杜甫实乃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勃兴的
重要催化元素。比如，毛泽东早年求学期
间即推崇杜诗，1958年还特地参观了杜
甫草堂。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评
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湖南是杜甫魂归之所，对杜甫一生
具有特殊意义；杜甫对湖湘精神影响很
大，更值得我们倍加缅怀。实际上，杜
甫入湘前流寓四川成都，4 年留诗 240
余首，并建草堂，如今的杜甫草堂已占
地近 200000 平方米，成为四川省最负
盛名的文化名片之一。杜甫生命最后
的霞光照耀湖南，近两年时间亦留诗
190余首，除了杜甫江阁，我们还有更多
可以做的事。

思接千年，当年的杜甫辗转而至湖
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甚至一
度在投靠亲友的途中遇大水不能前行，
5天不得食物，幸亏有当地县官馈赠的
一点牛肉而得接济。后来冒着风霜雪
雨北归，却重疾复发，在往昌江县（今平
江）投友求医时，不幸病逝于县治寓
所。一代诗圣，就此陨落。更有一说法
是杜甫在耒阳县境酒后于汨罗江上落
水而亡，竟与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
魂归同一条江水。

杜甫在湖南的足迹，履及岳阳、长

沙、衡阳、耒阳、平江等多地，今耒阳、平
江尚遗存有杜甫墓。为此，笔者屡发奇
愿，期待湖南或可多地联动，更好地共
同缅怀杜甫。在长沙，杜甫江阁或可扩
建，在确保行洪、交通等安全情况下，采
现代建筑技术扩大面积，增加文物陈列
等，供游人更好凭吊，并与岳麓山、岳阳
楼、耒阳和平江杜甫墓等连点成线，共
兴“诗圣文化游”，让人们更好追思传承
诗圣遗存。以此为依托，更可于每年设
杜甫祭奠大典或杜甫诗歌节等盛大纪
念活动，以扩大湖南作为诗圣魂归之地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湖湘文化在新
时代更好地传承发展。

前不久，境外一部纪录片用“最伟
大”来形容杜甫，把他同但丁、莎士比亚
比肩。由是观之，杜甫遗存也是湖南可
以与世界文明更好对话的宝贵财富，更
好地缅怀杜甫，意义尤其重大。

更重要的是，2020年，恰逢杜甫逝
世 1250 周年。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时刻，凭吊疾呼“安
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诗圣杜甫，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新
时代的伟大内涵。“万国城头吹画角，此
曲哀怨何时终！”（杜甫《岁晏行》）杜甫
晚年贫病愁苦，却始终情系国运民生，
直至生命最后，实在令人崇敬而哀叹。
然而，“此曲哀怨有时终”，中华复兴，民
生康乐，扩建杜甫江阁、兴起“诗圣文化
游”，也是对杜甫伟大灵魂的更好告慰
吧？

现在离2002年杜甫江阁的建成也
过去近 20 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日新
月异，诸如扩建杜甫江阁、更好缅怀杜
甫的条件，或许也已具备。纵然还不具
备，也可以深信，持续传承弘扬诗圣忧
时爱民的精神，湖南的发展会越来越
好。越来越幸福的湖南人民，也一定会
更加深切地缅怀杜甫。

骆志平

一直把自己当作湘
江的孩子，50年过去了，
从未曾离开，或许因为
过于亲近，反倒多了许
多的疏忽。

今夜，守护湘江的
灯火将堤岸拉得很长，
蜿蜒着延向远方，江岸
上三五成群的人们，七
嘴八舌的，都在谈论着
江水的涨与停。

走在江岸上，我在
揣摩着母亲河的心事，
今年的江水来得不算
猛，停停涨涨，仿佛在有
意地和人们使着小性
子。清澈的江水，夕阳
下玩波戏粼的水鸟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江心图，
丝毫看不到洪水肆虐的
身影。朋友圈里发的微
信图片大多也是一些美
丽的江景，于是不由得
心生喜悦，这份喜悦源
于母亲河此刻的宁静和
妩媚，也是我陪伴母亲
河此刻的心境。

小时候，喜欢光着
脚丫在江滩上玩耍，当
游轮越过江心的时候，
便会拾起堤岸的小瓦
片，朝着游轮驶过的方
向打水漂，那串起的水
花不知承载了多少童年
的记忆和欢乐……

而今，那些瓦砾堆
砌的堤岸早已成了城市
的风景线，而那些在江
岸上玩耍的孩子，也依
着母亲河期待的眼光走
向了远方。日子红火
了，但真正理解母亲河
心思的人似乎减少了，
特别是少了顽皮孩子光
着身子在江滩上跑来跑
去的身影，母亲河的孤
独一定还不少。

在母亲河身边生活
久了，偶尔也领略过母
亲河的性情。记得2017
年那场大水，肆虐的洪
水咆哮着，淹没了江心
的洲岛，也漫上了城市
的堤防，漫长的堤防线
全 是 沙 包 筑 起 的“ 掩
洪”，战斗工事一样，铺
写着壮观和激烈。那个
汛期，全城的人们很凝
重，特别是因堤防缺口
而淹没了家园的人们。
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母
亲河愤怒时的模样，也
是我唯一一次因守护母
亲河，而累趴在堤上。

顺着思绪，我来到
靠近老街的江岸堤，碰
到了一位年逾七旬的老
人，江风和窑火都写在
了脸颊上。老人说，他
是来巡堤的。说起湘江
涨水的往事，他不单如
数家珍，还能讲出许多
感人的细节。他说：“现
在真好，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江水来了，老百姓
只能寻亲靠友往外跑，
现在堤防固若金汤依然
日夜值守，我们感觉住
在这里很安全，很踏实，
很幸福……”

是啊，半个世纪过
去了，江河未变，变了是
这里的堤防，这里的村
庄和日益长大的城市，
还有越来越时尚的老街
记忆。回望走过的江岸
堤，那蜿蜒的灯火与满
河的江水不知啥时已悄
然连片，分不清哪是母
亲河的身影，哪些是母
亲河的孩子……

江月卫

小区幼儿园、卫生健
康服务中心都是独栋的大
楼，健全的设施。舞台、球
场、单双杠等娱乐健身器材
一应俱全。楼宇间绿树成
荫，炒沙路蜿蜒平整——这
不是开发商的楼盘，是沅
陵县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
太安社区。占地143亩，共
52栋1392套房，湖南省最
大的集中安置点。居民来
自沅陵县22个乡镇和2个
便民服务中心的1359个贫
困家庭，最远的来自120多
公里外的七甲坪镇洞溪
村，最近的来自4公里内的
太常乡白杨坪村梅冲组。
他们有着不同的故事，如
今却是同一张笑脸。

我深知故土难离。因
此，我的采访从这个话题
开始。在树下歇凉的老奶
奶叫邓金莲，83岁，长年的
劳作把她的腰身压成“弓”
形，仍耳聪目明。她在离
县城60公里的借母溪竹坪
村生活了60多年，20年前
房子倒后住在棚子里，但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
窝”，有些舍不得离开。想
改变“得了上餐找下餐”的
日子，儿子提出申请，经乡
村推荐于 2019 年上半年
搬到太安社区。儿子谢根
平在小区当保安队长，每个
月按时领工资，儿媳身体不
是很好只能季节性务工，但
她住院国家给报销百分之
八十五的医疗费，孙崽患病
享受低保，孙女读小学每学
期政府给补助……老奶奶
感叹道：只有共产党做得
到啰！

我问了一个谁都不愿
意提及的问题：你想过你
的后事么，百年归世后这
里离老家那么远？

老 奶 奶 呵 呵 大 笑 起
来，露出残缺的黄牙：每个
人都有那一天，想是想要
和老伴埋在一起。可是，
死了哪还晓得，生的时候
过好每一天。

你每天做点哪样？
政府给我们分了块菜

地，天色好的时候我散步
去望望。

你还能去菜园？
就在围墙外面，只有

几步路。
站在我身旁的怀化易

地搬迁联席办主任田敏搭
话道：考虑到老百姓一辈
子没有离开过土地，我们
给搬迁户在小区旁每户划
分 了 30 平 方 米 的“ 微 菜
园”。

老奶奶说，以前进屋
出门换鞋子老不记得，被
年轻人讲，来了一年多，开
始习惯了。

不脱鞋也没关系。
家家都干干净净的。

老奶奶伸手一指：五楼阳台
上有簸箕那就是我家。种
的豆角吃不完我拿来晒干
了做酸的。

那是六楼啊！
一楼不是住房，是电

子厂，叫扶贫车间。停了
一会儿，老奶奶笑着说，做
梦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脑壳
就要挨黄土了还要做一回
城里人。

正在这时，穿着白花
短裤白T恤的小伙子背着
大个大个的满满一背篓李
子走来，很热情地对我们

说，吃李子，说完放下背篓
捧出一捧。

你这样卖李子不亏了
老本？

不是卖的，是到朋友
家摘来的，为了我们，你们
当干部的辛苦了，请吃两
个李子算什么。

小伙子很健谈，他说
今天只罐了两百瓶腐乳和
剁椒豆豉，一下就卖完了，
没事便跑朋友家摘李子。
他叫符永州，1991 年 2 月
出生，2岁死了爹。家在沅
陵县火场乡桃坪村符子界
组，离张家界只有 20 来公
里 ，离 这 里 有 100 多 公
里。他妈身体不好在张家
界打零工。他初中毕业后
到武汉富康美容美发职业
学校学习理发，自己开店
没本钱，给人打工每个月
只2000元工资，还要租房
吃饭，养不活自己。后来
到江苏打工当仓库保管
员，工资4000多元。觉得
那活没前途，自己创业，第
一单生意被骗了 2000 多
元。想来想去，还是搞点
特色的，2015 年春节后到
长沙烤糍粑和红薯卖，5块
钱一个，比老家贵 3 块钱。
一天，一位大娘硬要买他
拌糍粑的半瓶腐乳，突然
给了他灵感。就这样他开
起了腐乳和剁椒豆豉加工
作坊。

2017年经村支两委和
群众代表评议，符永州一
家成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
户。2019年5月正式入住
太安社区。家安到了城
里，方便了他的生意。只
是爷爷奶奶都九十多岁，
妈的身体也不好，都帮不
了他，再说这腐乳和豆豉
是有季节性的，只能在打
霜时做，一年做3000来斤
腐乳和2000来斤豆豉，密
封窖藏，再装瓶慢慢卖。
一年有6万左右的毛收入。

我说，成本不是很高。
他点了点头说，一共

只要几千块钱。
你 可 以 把 生 意 做 大

啊！
要资金投入咧，场地、

包装……还有一个问题是
要营销，卖不脱怎么办？

现在主要销往哪？
线上线下都搞，做5年

了，有一些固定的客户，最
远的我卖到了台湾。平
时，我用背篓背到县城各
单位去推销，大家还蛮喜
欢的，基本是一些老顾客，
一般一个星期我上门送一
次货。正说着，符永州的
手机响了，是一位要货的
顾客打来的。

走，带我到你家去看
看。

符永州家的房子在小
区39栋3单元3楼，一进门
就看到摆在客厅里上网的

“猫”。4口人，根据规定分
得 100 平方米，分房时已
把门窗灶房和厕所搞好
了，拎包入驻。

你爷爷奶奶呢？
奶 奶 不 久 前 病 了 一

场，需要人照顾，现在和爷
爷住到小姨家里。

社 区 的 负 责 人 告 诉
我，现正在筹建有安专业
合作社，准备支持符永州
把产品做大做强。既可解
决一批人就业，还可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小区有了
美桀电子科技和德云服装
两个有限公司，现正扩大
进行三期投产。为了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的目标。目前，政府通过
工业园就业、自主经营和
扶贫特岗等办法来解决搬
迁户的就业问题。

夜幕降临，小区灯火
璀璨，流光溢彩。在广场
舞的音乐声中，微风吹来，
感到在这夏夜里格外神清
气爽。

王家富

三下五除二
烈日
就在战士的脸庞
描出了
心疼

滔滔洪水负隅顽抗
借助山洪的野性子
随手在战士的脚丫
素描心疼

心疼呵，一个个故事
看得手机小小的屏幕
泪眼婆娑
看得抗洪大堤
成绕指柔

鱼水之情

切成一块一块
的红西瓜
不是“一针一线”
亲手剥壳的煮鸡蛋
也不是
自己都舍不得喝的矿泉水
熬出的绿豆粥
也不是
群众说，这都不是

人民子弟兵
嘴里的“一针一线”
是心疼
的善意表达
当你们
用血肉之躯阻挡洪魔
当你们
以义不容辞的逆行
换取我们的岁月静好
收下吧
这份血浓于水的
鱼水深情

刘新昌

凌晨4点钟，天还没亮，邵
阳武冈市里仁村的田间地头已
经灯火闪烁，那是早起摘花的
村民手电筒里发出的亮光。悠
长的光柱时而划破夜空，远远
望去，仿佛流星在田间坠落。

这个雪峰山下、资水河畔
的小小村落，曾经因为贫困，被
人几乎遗忘。现如今，在国家
电投五凌电力驻村帮扶工作队
的努力下，昔日贫瘠的山村发
生了巨大变化，每年的6月到9
月，一大片一大片金黄色的花
海格外引人注目，村民们忙着
收摘，游人们忙着拍照，一张张
灿烂的笑脸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上午 7 点不到，里仁村黄
蜀葵加工厂前热闹非凡，田间
地头归来的摘花人陆续到来，
肩挑的、推车的、用三轮车的，
排满长长的队伍。这边过磅、
计数、发钱，那边摊铺、晾晒、装
机加工，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忙而不乱，大家在欢声笑语中，
开启生机勃勃的一天。

贫困户陈一南因车祸右腿
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今
年，他和老婆种了3亩黄蜀葵，
盛花期，每天卖花150公斤，收
入 200 多元，一改往日愁苦的
面容，逢人便夸黄蜀葵花就是

“黄金花”。种植大户方友成流
转38亩土地种植黄蜀葵，已采
摘鲜花近 2 万公斤，收入 3 万
余元。

2018 年3月，五凌电力驻
村工作队正式进入里仁村，在
解决好村贫困户“两不愁、三保
障”的同时，下大力气，花主要
精力解决脱贫后老百姓怎样持
续富裕的问题。

脱贫既要“输血”，也要“造
血”。有产业，脱贫才有底气。
工作队经与当地政府、广大村
民研讨和考察，结合发展乡村
旅游的背景，最终商定发展黄
蜀葵药材种植加工产业。

2018 年 10 月，不到半年
时间，占地 3000 平方米的加
工厂拔地而起，改写了里仁村
集体企业为零的历史。加工厂
每年可提供40个就业岗位。

加工厂建成后，怎样发动
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种植，满足
配套产能是驻村工作队又一严
峻任务。工作队抓住春节前回
村过年人员集中的机会，对全
村 22 个小组全覆盖逐院落进
行走访宣传。

78 岁的种植户陈一和开
始并不想种植黄蜀葵，工作队
见到他时，已经是大年二十九
了，他正和打工回家的子女们
忙着过年，听说动员他种植黄
蜀葵，陈一和头摇得像个拨浪
鼓。子女们也担心老人家年纪
大了，体力上吃不消，再加上老
人没文化，不懂技术，怕出了力
又没收益。

工作队给老人家详细讲解
种植技术和激励奖补保底收益
措施。在半信半疑中，2019
年，老陈种植了6亩黄蜀葵，没
想到，种花收入超过 3 万元。
现在，碰到工作队人员就夸：

“让老人也有钱挣，花钱不用再
找子女要了。”

里仁村今年种植黄蜀葵
400多亩，参与种植176户，贫
困户 41 户。村民通过黄蜀葵
种植、加工厂务工、旅游配套服
务等增收约 60 万元。里仁村
成了远近闻名的产业村、潜力
村，漫山遍野的黄蜀葵让这个
古老的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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