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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走在凤凰的小巷子里， 充满苗家文化
的衣饰店和土产美食店依次接踵。 突然， 一首
熟悉的旋律飘入耳中， 寻声而去， 一位少女在
半暗的店内伴着旋律敲击着手鼓。 伴奏带放出
的音乐是吕方唱的版本 《弯弯的月亮》。 伴奏音
乐作为陪衬， 声音放得很轻， 正如平静的夜色
沱江， 不去搅动江中的月亮一样。 但手鼓的节
奏是如此鲜明， 苗家姑娘翻拨灵巧的双手， 随
着音乐的节拍上下挥舞。 她将身心全浸入音乐
之中 ， 啊 ， 有如此美妙的音乐 ， 如诗 、 如画 ？
入诗、 入画？ 或者两者都是。 在这一瞬间， 我
想起了我的童年， 那弯弯的月亮穿透过的童年。
我想起了故乡， 那清澈的小溪流淌着童年的纯
真无邪， 我想起了溪中的小鱼儿， 那是我从小
一起长大的伙伴。 啊， 这一瞬间产生的感悟和
共鸣， 穿越了时空， 沟通了过去和现在。 苗家
姑娘的身影， 她轻拨手鼓的舒展的手姿， 还有
那首永不忘怀的 《弯弯的月亮》。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1990年， 那是由刘
欢演唱的。 在西北风强劲的时候， 这首歌的真
假声音的相互转换、 刘欢自由发挥的情感宣泄，
让我一时分辨不出这是广东民歌， 还是通俗歌
曲。 永恒的怀旧情感、 浓郁的民族元素， 古典
诗词中流出的情境， 让我一下视为经典。

我至今喜欢这首经典通俗歌曲， 是因为它
能将我的情感带入幽深、 娴静的童年之中。 那
是没有污染的天空与大地、 村庄与河流。 我记
忆中， 那时天空是蔚蓝的， 黑夜也是如此。 天
空星光闪烁、 月光皎洁， 人们在月下行走是不
需要点火把的。 家乡的小溪是那么清澈， 石上
清泉、 潭中游鱼， 那是故乡的乳汁， 哺育着我
们祖祖辈辈， 完成人类的传承。 那碧绿的田野，
只是在收割中才转换为一片金黄。 那是父辈们
为我们开辟的粮仓 ， 让我们子孙相传 。 悠远 、
悠然、 恬静、 纯朴， 这就是我的童年。

我喜欢这首歌 ， 是歌中反复咏唱的女主
角———童年的阿娇， 晶莹玉立的阿娇， 是童年
纯真的影子， 是纯真土地养育的纯真之女。 你
看， 月下童年的你我， 在皎洁的月光下， 在平
静清澈的小河上泛舟 。 童年的阿娇轻摇小船 ，
两小无猜的嬉笑， 清脆的笑声或许会吵醒沉睡
的鱼 ， 引来一片蛙叫 。 但宁静是月色的主题 ，
孩子们的欢畅只是宁静的一个生动的衬托点 。

天空永远沉寂地注视着沉睡的天地， 月亮和星
星永远是大地沉睡的看护者。

我更喜欢这首歌在传统道德守护中的呐喊。
经历过纯真的童年之后长大的青年人， 走入了
城市。 在都市的喧哗中， 接受了现代文明。 于
是， 他就有了来自两个方面的煎熬。 他一方面
看到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诱惑力， 感到了现代文
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摧毁力； 另一方面， 他又
在传统道德、 传统社会摧毁后产生一种失落感。
那失落的， 是故乡的月亮 、 故乡童年的阿娇。
但是在都市之风侵蚀下长大的阿娇， 还能回到
旧时模样吗？ “只为那今天的村庄， 还唱着过
去的歌谣 ” 这两句歌词 ， 是对现代
文明的歌颂 ， 还是对现代文明的反
思 ， 或者更倾向于一种呐喊 ， 一种
守护中的呐喊。

流行音乐、通俗音乐本身就是时
代反映的一个侧面。 《弯弯的月亮》就
生动的反映了这个变化的时代，反映

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青年一代的思
想历程。困惑与向往、得到的与失去的，物质利益
成功后所付出的思想和道德代价。 还有，静之美
与动之美，一切均在恍惚与得失之中。

当今， 据说每年通俗歌曲的词曲歌曲已达3
万余首之多， 但是， 能承载时代变迁、 反映我
们这代人情感历程的歌却凤毛麟角， 能让我们
梦回故乡、 重温童年、 高唱纯真的歌也难觅寻。
此刻， 苗家姑娘挥动手鼓的身姿、 她表达的情
感、 吕方深情的演唱， 勾起我对月下皎洁故乡
的美好回忆。 我脑海里突然浮现王安石的名句，
“明月何时照我还”。

根
记忆里
娘亲的奶水在灵渠
左奶滋养了大哥， 右奶喂养了我

吮吸着， 河床慢慢动笔。 写下了
母亲奔腾的诗歌

一路懒散的景致， 把步伐缓缓向东
挥一挥衣袖， 流淌的胡须
依旧藏青

茎
你像男人般把臂膀张开
果断地霸占了潇水的温柔， 而且
勇敢地侵略

扩张的脉搏， 在拐角处跳动
浏阳河畔的相思
在冬日的河床高歌

是谁， 把你奔涌的眷恋遗忘？
那牵手的候鸟， 呜咽着
八百里洞庭的悲歌

叶
孤单的河水， 点滴地流动
秋风里， 枫叶还在减肥

河水感冒了,谁为她号脉？
鸫鸟远走了， 谁将记忆封存？

请为母亲的腰带添一次彩
请为女儿的嫁妆描一抹红

携起手， 为干涸的母亲河洗洗肠
请相信， 清澈的媚眼
依旧可以
灌醉我万千的柔情

油茶树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
这儿的泥土曾伴我离开又回来
风起的时候，我的眸子常常浑浊
面对那一片连着一片的油茶林

在这生养我的地方，像父亲一样
我愿做一个朴实的农民，娶妻生子
让我的油茶树年年挂满沉沉的果实
给每一个来村的客人呈上我的油茶枝

平静的村庄抑制不住儿子的童年
他每天嬉戏在那后山的油茶林里
树叶和泥巴沾满他的双腿和脸庞
这是大地和阳光，风和雨的快乐

荷锄归来，我看见妻子就在路旁
望着我，为我拭掉额头上的汗珠
油茶花在那夜间又烂漫地开了一朵
飘来的香味，把我的疲倦轻轻覆盖

岸柳垂挂在那里 ， 一条 、
两条、 三条……那么多垂下来
的柳丝， 在冬天里仍然坚守一
生的绿意。

并没有老去， 并没有失去
健康的本色。 岸柳持续地将绿
色垂挂下来， 让湖水照照， 让
阳光梳梳。

岸柳垂挂在那里， 跟对面
的山峦对峙。 山黄了， 草木早
已枯了 ， 岸柳却着一身绿装 ，
四季不变。

朴素的柳， 你该在此时中
脱去一身的旧装， 垂下来的心
思， 又是怎样的追求和向往！

长长的柳枝 ， 任由风吹 、
雨打， 满身负荷下的叹息， 或
者呜咽， 只有湖水可以听到。

或者从来就没有忧伤， 从
来就没有苦恼， 垂挂下来的岸
柳， 一直坚持不变的姿势， 让
路人亲近你苗条的倩影。

岸柳垂挂在那里， 丝丝垂
挂的是一生的方向。

岸柳垂挂在那里， 条条面
对的是不变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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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东安县紫溪市镇渌埠头的那条
河，是湘江的最上游。 年满甲子那年深秋，我刻
意地领着家人从长沙回到东安县，重游了家乡
门前的那条河，去再次感受大自然的造化之功，
去寻找岁月的记忆，去领悟时代变迁给予人生
的启示。

那河由广西入湘， 河边的斗牛岭是湖南与
广西的界山， 立有界碑。 我们在调元渡口登舟
顺水而行，最先的目标是去寻找绿树成荫，翠竹
婆娑、 芳草萋萋的那片偌大的绿洲。 小舟漂过
“下西洲”茂密的竹林，划过一泓深不可测的深
潭后， 我遍寻绿洲不见， 眼前只有几处泥沙混
杂、杂乱堆积的沙洲。我努力搜索沉淀在记忆膜
上成群起落的野鸭子和白鹭， 心底里油然而生
发出一阵阵揪心的疼痛。 我下船去祭奠被淘沙
船扼杀了的绿色生命，心里责怪主管部门为什
么对因为缺钱而不惜缺德的非法采砂、破坏生
态者不予以取缔？ 当无意中堆积如山的砂砾中
找到了几十块像山水像花卉、千姿百态的鹅卵
石后，心里才有了一丝丝窃喜，然而，窃喜之后
留下的仍然是遗憾与心疼。

我心情郁郁，登船离了伤心处。 水推船移，
船往下行，倒映在河里的青山岸柳慢慢地拂去
了我心头的阴影。 当靠近渌埠头古船坞时，宽
阔的江面，如诗如画的水光山色重新使我豁然
开朗。 左岸上大条石砌成的古盐船码头， 青墙
灰瓦的古街道，沿河而建面河而立的古店铺和
古柜台，被踩得溜光放亮、蜿蜒伸向远方的青石
板路，无一不向世人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古时，
这里的水域北通长江，南接漓江，是边境省、府、
县食盐集散地，历代王朝在这里建有官办盐库，
南来北往的船只、商贾、脚夫络绎不绝，当地人
自诩为“日有千人朝拜，夜有万盏明灯”。 现如
今，老街旁边建起了集贸市场，摆有数张屠桌，
多副鱼担，新鲜猪肉、正宗河鱼，时令蔬菜、新鲜
瓜果应有尽有。

集市的左侧的村卫生院曾是全国先进单
位，多年地接纳两省区三县的患者看病。 云南省
委书记秦光荣当年担任零陵地委书记， 曾为该

院题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现如今，随着医保
条件的改善，村民们都参了医保，完善了健康档
案，小日子过得乐陶陶。 我与村人攀谈，他们告
诉我，每到端午节，沿河各村就将龙船升河，河
里击鼓鸣炮，挥桨相竞，浪花飞溅；岸上人头攒
动，呐喊助威，笑语喧哗。 每到中秋节前后，村头
上万棵丹桂开了，香飘十里，醉了走亲访友者，
醉了游客和商家。 每到九月十九日，是传说中的
观音娘娘生日。 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到
沉香庵供奉菩萨，烧香许愿，顶礼膜拜，祈愿未
来的日子简单、轻松、自然，就如同行云流水。

我凝望着不远处尖峰岭下的沉香庵， 定睛
形象如同菩萨、被称之为“石观音”的那根独立
高耸的石柱， 遐想着沉香庵夏日傍晚头上夕阳
斜照，霞光四射，脚底波光潋滟，渔舟唱晚的美
景， 耳边厢便响起了明代大学士解缙歌咏这里
的《沉香潭山水歌》：“溪山有逸趣，苍崖凌紫烟，
远峰落天半，中有飞流泉”。

离了古船坞沿河而下， 扑入眼帘的便是伍
家湾大绿洲。 在这里，河水将绿洲环抱，矮山与
水相依，船在河中走，人在画中游，满眼的碧水
绿树沃土良田结合得自然而得体， 给人一种融
和之韵，温馨之美。 绿洲人家在耕种之余，捕鱼
为乐。 此刻正轻摇乌篷船，或将鸬鹚放入水里，
或将渔网撒向江心，优哉游哉，形同仙家。

船往前行， 江边出现了一条石槽残迹。 顿
然， 孩提时到百合塘自然村来看水筒车的画面
出现在记忆里。 巨大的蜘蛛网般的水筒车悠悠
地转着，咿咿呀呀地哼唱着田园牧歌，把一竹筒
一竹筒的河水从低处提上高处， 不紧不慢地添
加到通向田地里的渠道里。它忠于职守，既不需
要人监督，也不需要油料和电能；既不管是白天
还是黑夜，也不管是赤日炎炎或者冰冻三尺，就
那么“咿呀吱呀”地悠悠唱着，永不停歇的给田
园输送着琼浆玉液。

船划行三华里许， 便到了当地人称为白滩
河的地方，亦即兵书峡河段。 兵书岭悬崖临江，
高百余米，岭上坎凹处，四块紫色长方形石头堆
叠，煞像四卷巨书。 清《永洲府志》载：崖石上有

兵书匣，峻峭不可攀跻。明解缙有诗赞曰：“百尺
苍崖吼石麟， 兵书匣在楚江滨， 人心只是推诸
葛，木石无神自有神。 ”

边看边品边评，不知不觉就落日西下，天现
暮色，虽然游兴未尽，也只能回归住处。 返程时
逆水行舟，船速自然缓慢，船吃力地爬上了落差
约为6米的一段急流险滩后， 走过一段距离，回
到石观音脚下时，已经是夜色笼罩，两岸的古码
头、古街道、村落以及古藤、野花、翠竹、奇石、峭
壁都因夜色朦胧而更神秘。

数天后，我与家人离别故土返长，途经铁弓
岭。爬上铁弓岭半山腰后，我驻足停留，回过身子，
居高临下地再次品读家乡门前那条河。 我细细读
着那S形的河道,读着兵书峡对面的江北岸那块形
若硕大“果盒”的大园石,读着石观音脚下斜刺里
凸出伸向河心的悬崖峭壁, 读着上游一泻而下的
江水冲撞到伸向河心的峭壁后回旋的情景。

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巴佬， 后来或读书、
或参军、或打工，只身闯天下，功成业就后回报家
乡，为建设新农村献计献策，捐物捐款。留守在家
的人也不甘示弱，建村部，修学校，建卫生院、敬
老院，推行“四清四改”工程，硬化道路，搞电网改
造，抓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打造生态园林……

我站在铁弓岭上心潮难平。 远在他乡的游
子，祝福这条母亲河！

压题照为饶力明摄

“南濒呼伦水、西临蒙古国、北接
俄罗斯”的满洲里，是红色国际秘密交
通线教育基地，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之一。

满洲里原称霍勒津布拉格， 是蒙
古语，意为“旺盛的泉水”。 1901年因中
东铁路的修建而得名“满洲里”。 满洲
里在其百年历史的发展中， 曾经记载
了中国共产党人寻求革命真理， 拯救
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记
载了李大钊、陈独秀、刘少奇、周恩来、
瞿秋白、 李立三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
导人前往苏联，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系，
学习马克思主义， 引导中国革命走向
胜利的革命事迹； 记载了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往返莫斯
科、 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等重要历史
事件； 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的后代们经这里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
院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记载了共产国
际的代表和军事顾问从这里进入中
国，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以及支援中
国抗日战争等风雨历程。

沿着历史的足迹， 我们首先参观
了国门景区。国门建于1989年，高30米，
宽40米。 门体上方镶嵌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7个鲜红的大字，金色的国徽闪着
耀眼的光彩。 在巍巍的国门右侧有两
驾马车。 据导游介绍，这两驾马车是当
年中共六大代表乘坐过的。 当年，前去
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代表是从这里前往
莫斯科的。 如今，这两驾木制马车虽已
破旧，但仍然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 登
上国门，放眼望去，俄罗斯境内的赤塔
州后贝加尔斯克城的风光尽收眼底，
并可以看到与我国国门遥遥相望的俄
罗斯国门。 此时，一辆满载货物的火车
从国门下的国际铁路线通过。

当思绪还在感叹国门的威严与神
圣的时候， 我们在红色旅游展厅内看
到了红色秘密交通线的整个发展历
程。 1920年至1937年，共产国际和中共
东北党组织先后在满洲里建立了国际
秘密交通站， 护送来往于中苏国境的
革命者。 经过满洲里往返中苏之间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有李大钊、陈独秀、周
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 1928年6月18
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召开。 为了使
代表们安全到达莫斯科， 党中央决定
大多数代表乘坐中东铁路的火车，由
哈尔滨至满洲里出境。 满洲里秘密交
通站护送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
邓颖超、蔡畅、罗章龙、张国焘等40余
名六大代表偷越中苏国境， 使他们顺
利到达莫斯科， 为中共六大胜利召开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展厅图
文并茂， 每个阶段都包含着共产党人
的智慧和心血， 也承载着无数仁人志
士的血与泪。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 许多
共产党人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为了
保护、抚养和培育红色后代，中共中央
陆续把一些烈士遗孤和中共领导人的
子女经满洲里等地送到苏联国际儿童
院学习和生活。我们在红色后代展厅，
看到毛岸英在苏联儿童院时使用过的
俄文词典， 看到早期中共党员伍云甫
之子伍绍云在大学时戴过的手表，看
到模拟当年苏联国际儿童院真实生活
布置的教室和食堂。 这些珍贵的历史
照片和实物， 记述了红色后代在国际
儿童院的学习生活和鲜为人知的坎坷
经历。 据导游介绍，2008年展厅开馆之
时， 有3位曾在苏联儿童院学习和生
活， 现已年逾古稀的尊贵客人应邀出
席。 他们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
时之女任远芳、 抗日联军领导人李范
五之子李多力以及中共早期党员曾三
之女曾芳兰。

翻阅人类文化创造的浩然长卷 ，
展览三山五岳隆起的华夏诗篇， 开启
满洲里尘封已久的“红色档案”，无不
让人为之感叹。是啊！满洲里红色之路
的历史悠久， 而且在中国革命史的进
程中一直接续着，直至全中国解放。满
洲里红色文化资源的突出特点是红色
之路和赤色枢纽———一条联系共产国
际的红色通道， 这是大多数内地城市
不具备的历史文化资源，独具魅力，弥
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