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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龙

满庭芳·脱贫攻坚
复兴年关， 脱贫互助， 户帮户、 血情怀。

同心同德， 良序意思哉。 整合资源聚力， 多善
举、 无敌天涯。 谋思路， 相帮邻里， 热度卷尘
埃。

台阶， 人仰首， 攻坚、 奉献， 圣者难裁。
对多少贫家， 举爱心牌。 不息生生奔梦， 精神
好、 自语窗台。 人人乐， 共同勇往， 众智迎春
来！

菩萨蛮·濓溪
濂溪边上垂青柳。 心中感叹敦颐秀。 盛世

又廉名。 酸儒乐绿莹。
爱莲池水浅， 故里游人满。 仰望自然生。

踏行又一程。

尹振亮

“年后春风吹，田埂木棰响。耕牛拖犁耙，田野穿绿纱。
农夫站田边，小鸟叫喳喳。汗水和泥巴，收成心头挂。”每年
立春过后， 村里各家各户的当家人就会一手牵着水牛，一
手扶住肩上扛着的木棰和铁锹，踏上村口那片经过冬天孕
育，充满新年愿想的田野。

我的故乡潜倚在山边， 村口溪边的稻田一层一层的，
大多数是“米筛田”，不保水。为防止垠头坝渗漏，村民们在
上春后，就会背着铁锹和木棰赶到自家的责任田上跳“芭
蕾”，整垠头，护堤坝。

站在一畦畦的稻田垠头上， 村民们弯腰手握铁锹，铲
着垠头坝边被水一整冬浸泡，或干枯后被蚯蚓、钻地虫拱
得已经松散的泥坯；摞卷衣袖，挥舞木棰，依次在垠头坝边
捶打着。在垠头劳作久了，内心耐不住寂寞的男女，便会有
人一边扎着马步，甩开臂膀，捶打垠头坝，一边吆喝着“山
边垠头长又长，哥哥心里想新娘，锤心打在田埂上，妹妹何
时进新房”之类的民歌民谣。

我的父亲属穷人孩子早当家那种。十多岁时就犁田耙
土挖井铲地样样精通，做田地里的活计十分认真，从不手
懒，村里人封他一个雅号“弄田高手”。土地责任承包后，那
些“半边户”人家都喜欢找我老爸去帮他们修整田土，特别
是垠头坝，整得不过细，或捶打力气不够，田里就储水不
好，渗漏厉害。

上春后，整田弄土，最常用的工具是木棰和铁锹。木棰
大多是山里长的野灌木，棰柄圆锥形，两头微凸，六点六八
寸长，直径有20厘米的，有30厘米的。 木棰中间连接一根
菜刀把粗的木棍，大约一米左右长，便于使用者抓摔。

整田弄土有几道工序，首先用铁锹把垠头坝边的酥松
泥巴铲掉，再用木棰狠劲依次捶打，捶打的方式要用斜捶，
力度均衡，捶出来的泥巴印子才会像老屋上的瓦砾，一个
棰印叠加着一个棰印，似半轮月亮。垠头高的捶两条，垠头
低的捶一条，恰如桶箍，把一丘田捆绑起来。整丘田的田埂
都过捶后，主人才会把水源引进田来，待田里的泥巴浸泡
十天半月成为泥浆， 主人再到田中挖捧泥巴敷到垠头边，
黏贴到有棰印的垠头边，刻有主人的手指印，垠头边在太
阳光的照射下就像一条闪光的五线谱。

垠头坝捶打的质量好坏，决定一丘田一年的收成。 我
中学毕业后，老爸见我已好几次跟着他学甩木棰，便放心
地把家里的农事活交给我， 跟着南下的打工队伍赚钱去
了。 当初，我也很自信，认为那些都是“区区小事”，到了树
冒芽、草争春的时节，也学着左邻右舍的大伯阿叔，背起木
棰、铁锹来到自家责任田边，按照父亲临行前的“特别交
代”， 甩开膀子捶打起田埂来，“呯呯嘭嘭” 摔打了好一阵
子，手中的木棰就是使“性子”，一捶高，一捶低，很不整齐。
上丘田的武叔知道我爸打工去了， 见我捶打垠头坝没经
验，便停下自己手中的木棰，来到我的跟前，手把手教我怎
么抓棰把，滑棰杆，均衡用力使劲，才能使垠头坝边的印子
按照高低线条走。

武叔走后，我按照他的指点，似演员站在舞台上，有点
自豪地在垠头边甩着木棰，心里想着等稻田种好后，有了
好收成，好向老爸报喜请功。 然而，木棰捶打了不到20米，
突然“啪嗒”一声，棰杆从中间折断。我呆呆地看着木棰，不
知所措。田对岸的武叔见状，忙背着他的木棰过来，走近我
说：“没关系，回去我帮你换根棰杆就是了，我家里有现成
的。 来，你先用我的。 你的垠头捶得蛮好，你爸晓得了会好
欢喜。”在武叔的鼓励下，我又抡起木棰在垠头边谨慎地摆
起了“舞姿”。

背起木棰走在弯弯曲曲、 被农夫修整得很清晰的
田埂上，我哼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我们的家乡，在希望
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
旁流淌……”

30年后，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季节，拂着田野清
风，我来到村前村后寻找，但铁锹、木棰藏进了人们的记
忆，垠头坝上那些哼着民歌小调、呼着民谣号子的风景，也
都被岁月拉成了长长的影子，若隐若现。

蔡英

春日，萧条的花盆里长出一根生机
盎然的藤，细小的叶，空心的茎，紫色的
结。 好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喜旱莲子草。

莲子草，多么有意境的名字。 你似乎看到碧波粼
粼的水面上，开出一朵朵粉白的小花，精致而秀丽。一
只野鸭子猛地把头插进水里，只留下硕大的屁股左右
摇摆，一会儿便叼出一条银白的鱼，还活蹦乱跳呢。微
风吹来，水面便一圈圈生动起来。

喜旱莲子草，在我们乡下唤作“革命草”。 这看似
羸弱秀气的小草，怎么能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关联上
呢？ 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革命草”却是
“星星之草，可以燎原”。 这草，本不是长沙土生土长
的。长沙的草，多少带些烟雨江南的温婉气质，虽然春
风吹又生，却也有凋零枯败之时。而这来自南美的“革
命草”却四季常青，见土就长，拔节又生。 塘里，坝里，
河里，哪怕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涧里，都霸满了这
种植物。 这种草因生生不息的昂扬精神，如火如荼的
生长态势，才被命名为“革命草”吧。

儿时的记忆， 多与玩乐或玩乐式的劳作有关，革
命草也就占据了一点空间。 放学后的我们，相约着去
塘边扯猪菜，你一把我一把胡乱抓起革命草，随手就
是一大把，能装满半篮子。革命草浸在水中，节疤上长
着黑根须，让人联想到水鬼的毛发，看起来十分可疑。
果然，一条条蚂蟥扭着身体游出来，直奔裸露的手脚，
大家连滚带爬惊叫地上岸。一条灵敏的蚂蟥钻进某个
孩子的小腿，鲜血顺着光嫩的皮肤流下来。 大孩子揪
住蚂蟥猛一用劲，终于撕扯下来，受叮的孩子忍不住
哭起来。 小伙伴们同仇敌忾，都狠狠去踩那细长诡异
的生物，直到它变成碎末。 一把把革命草被遗弃在水

里，颓废地浮在水面，像一堆破抹布。
童年的岁月，无忧无虑。斜阳里，每个孩子都东倒

西歪地提着一个大竹篮， 里面塞满革命草和野苎麻，
得意洋洋地回家。 那个被蚂蟥叮哭的孩子，也一脸灿
烂。

长得快的草，营养是跟不上来的，我们很早就明
白这个道理，所以采革命草的时候并不多。除非偷懒。
我们情愿多费些工夫，去寻别的野菜，竹叶菜、蒿子、
蒲公英之类。江南草木繁盛，鸡鸭也不屑于吃革命草。

从革命草里游出的蚂蟥，咬得人鲜血直流，有种
钻心的尖细的痛，很多年后还纠缠在梦境里。 静寂无
声的考场里，难题像革命草一样布满试卷，则是另一
个如影相随的噩梦。再后来，这些噩梦消失了，可新的
噩梦接踵而来，周而复始。就像革命草一样，稻田里的
消灭干净了，新的却鬼鬼祟祟出现在菜地里。

革命草野火烧不尽，给它一点泥土，就能蔓延出
一片草地，绿成一片水下森林。它没有脚，却比人类走
得更远，能到达更辽阔的地域，所以它比人更自信，也
更自由……

薄雾如纱初日晴，
半笼湘水半笼城。
白沙滩上莺啼早，
碧浪湾中燕舞轻。
古寺钟声云外冷，
扁舟烟霭岸边横。
我怜春色空濛好，
疑是天阶月殿行。

田瑛

春分
一夜抚摸， 十里花海。 是谁， 误把春分

当春风？
此刻， 你的双手游离在我的锁骨， 耳膜。

摩挲让我的脉河解冻。 酥软， 从头到脚。 青
翠揽住一树梨花， 还有梨花浅白里的绯红。

蓝天， 是你悬起的帷幕。 鸟儿的翅膀掠
过来， 留下七彩的图腾。 碧绿的河岸， 歌舞
长巾， 悠悠的江水， 与你温存。

细雨， 轻描你的淡眉， 一笔一笔， 滴酿
成酒， 我在女儿红里迷醉。

一些细嫩的芽， 以婉约的姿态， 在阳光

里一耸一耸， 在细雨中习声。 我的眉心， 温
婉点上一粒朱砂， 菩萨蛮的珠链， 成了装饰
的环佩。

色彩开始燃烧。 阳光漫不经心地徜徉，
你一路欢歌， 抛洒迷香。

花开的时间， 是我们激情的绽放。
我以花开的力度癫笑， 你以花开的状态

张扬。
脉搏再一次汹涌， 合着花开的声音， 摇

动静笃， 清扫一个一个废墟的阴霾， 推开春
天虚掩的大门……

谷雨
一声滴血的鸣叫， 思绪一下腾空， 渗入

一种白色的苍凉。
一场雨， 成了季节的分水岭。 一边有怅

惘的脚步， 一边是生命开始燃烧。
四月， 凋残与艳丽不分上下， 在雨水中

抗衡。 一抹嫣红瘫倒在地上， 随花魂葬入泥
土， 期待再一次孕育， 巧遇一场美丽之约。

青苗吐着蛇一样的舌头， 以火苗的姿态
排列成行， 用誓言预示秋日的丰盈与饱满。

眼神里的光， 踮起脚跟眺望， 以傲视群
雄的气势， 笼盖四野的苍茫， 邂逅一路柚子
花香。

刘鸿洲

1997年秋天， 接到湖南美术出版社的邀约， 为
沈从文先生的 《从文自传》 画插图， 去怀化地区深
入生活， 第一次到洪江古城， 领略了这个高墙深院
的古商城的韵致。

站在沅水和潕水汇合的河岸上， 感受到两江交
汇的气势， 壮观而宏阔。 江水平和旖旎得让人忽略
了江水中暗流的涌动。 在潕水大桥上， 看着这个有
如武汉重庆一般夹江而立的古城， 已然华灯初上。
那正是农历的七月中旬， 按照湘西的风俗传统， 家
家都在傍晚焚烧纸钱冥币来祭祀先辈故人。 江边燃
起一堆堆的纸钱冥烛， 长长的火龙， 映红了江水长
天， 也托起了这座古城的万家灯火。 这传统的古老
习俗， 炽热隽永的场景， 一种厚重的历史的印迹，
成为洪江古城给我无法抹去的第一印象。

洪江是我从小熟知的地名。 我的家乡距此不过
100多公里。 家乡的小城向北都是大山， 想要闯出
去一睹外面的世界， 最方便就是向南， 只要能够进
入沅水主流， 便可放眼世界了。 古代水路交通远远
发达于陆路交通。 沅水水系， 是湖南的四大水系之
一。 它发源于贵州， 逶迤而来， 到得洪江， 已成浩
然之势了。 一些繁华的码头富庶的商埠， 明珠般地
嵌缀在去往洞庭湖的水路上， 洪江， 是我从小就仰
慕的闻名遐迩的“大都市”。

上世纪中叶以前， 这里是沅水上游最大的码
头， 是大湘西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湘西盛产的桐
油， 药材， 生漆， 朱砂， 水银， 木材， 大宗地从这
里运出去。 从上海、 广州等老远的地方运来布匹百
货等生活用品及书籍， 现代知识和现代文明也都是
通过这里进入大湘西这片偏远的土地。

这里的大船有高高的桅杆， 上面挂着的白帆被
当地人称为风篷， 靠风作动力来帮助驱动它。 廉价
的动力在古代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 沅水里顺水飘
浮的木排， 连结得长长的， 难见首尾。 水上人家升
起的青烟， 回声应和的高亢的号子， 时时勾起许多

人浪漫的情思。 正应了“一篙下洞庭” 的诗意。
新鲜和激动， 催促我抓紧用画笔尽可能地记录

下视觉捕捉到的印象。 从我住宿的汽车站附近的客
栈开始， 沿着长长的石板路， 进入古商城的上部。
随着长码头为主线， 三条自上而下的主街， 搭配上
许多横向的小巷， 织成一张巨大的网， 覆盖在一面
山坡上， 构成了这座古城。 街巷依山而连， 曲折蜿
蜒。 我一边走， 一边停下来画速写。 画了两天， 一
直画到江边。 江边停泊着一艘很大的趸船， 经常有
轮渡停靠在它的旁边。 只因有了它， 江边那条单调
的一字形水线被打破了， 视觉上变得凹凸有致起
来。 岸上的景观， 也变得进退有序。 那些忙碌的人
们， 使得这座古城的景象生机蓬勃。 相比之下， 古
商城就显得十分冷寂了。

古商城里， 时宽时窄的石板街巷， 上上下下，
错综复杂得让人仿佛走进一个迷宫。 路， 甚或需要
从别家的大门进去， 穿过别人家的庭庑， 然后通过
另一扇大门， 就可以来到另一条路上， 使人产生一
种别有天地的况味。

这里， 家家的石头大门都开得极气派。 门头上，
饰有精致的门罩， 门罩下每每悬挂巨大的匾额、 灯
笼。 大墙深院仍然属于徽式建筑的模式。 白墙黛瓦，
瓦檐下饰有整齐的瓦当， 高翘的马头墙昂首向天。
因为古城完全是建在山坡上， 各式缤纷的高墙， 都
会随着这些上上下下的小巷， 作相应的变化。 马头
墙也就依次一递一递地升高， 或一步步地下降， 并
无一定的规矩。 随着道路的曲折， 建成带有转角或
弧形的大墙抑或有之， 看得出当地建筑师们应时取
势的迁想妙得。

而稍为平整处的大墙，有时会逼近人的视点，成
为一种巨大的展示。 除开偶尔凿开的高高小窗外，就
是几枚一米多长的铸铁护钉， 牢牢地嵌在墙体的要
害之处。 从审美的角度看，倒是因年代久远给白粉墙
造成的那些斑驳，那些水渍、疤痕、青苔，那些微褐的、
淡黄的、浅赭的、绛紫的、灰绿的些微生动的变化，像
轻音乐中丰富多彩的节奏，让这些无语的高墙，不至

于沉默。 使它们在冷寂的美感中，透出历史的沧桑、
过往的从容，隐含着人世的暖意。

大门外的空旷之处， 一定设置有大而结实的消
防水缸。 这种用巨大的青石板围砌而成的水缸， 四
周都凿就精美的花边和文字。“备而不用”“积善纳福”
之类的吉语， 展示出书家们深厚的功底， 也充分体
现了雕工的不凡。

这水缸守护着大墙， 成为古商城有别于别的古
城的特色风景。 财富积累和财富守护的诸般道理，
都浓缩在这大墙和水缸中间。

真正进入古镇人家， 已经是20多年之后的事
了。 戊戌十月， 参加湖南九歌画院组织的洪江写生，
供我再次饱尝了古商城的美学大餐。

随着洪江古商城的旅游开发， 古城的小巷迎来
了游客， 古城重新获得了生机。

过去被高墙封闭的院落， 为旅游者打开了。 在
导游带领下， 我们似乎置身于清末民初的洪江， 躲
藏在缤纷大墙里的生活， 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
前。 这些令人仰止的大墙里， 曾经有20多家钱庄，
可观的金融业是现代商业发达的重要标杆啊！ 清末
这里就设立了电报局， 此外竟然还有十几家报纸。
这都展示了躲藏在湘西腹地的这个商埠， 在当时处
于一种何等前沿的位置！

繁荣的经济造就的高墙背后， 自然催动着文化
的提升， 也孵化了浮华而奢靡的生活。 狭窄庭院里
构建的雕梁画栋的戏台， 让人仍然仿佛听到古化石
般的傩戏锣鼓， 听到辰河高腔女旦凄绝的清唱和唢
呐嘶哑的伴奏； 也见证了汉戏班子在古镇的留连盘
桓， 记录了远来的京剧明星的新戏装在排场的汽灯
下的闪耀。

我走过国内外许多旅游景点， 少有如此密集的
高墙深院， 形形色色的门楼和廊桥， 承载了厚重得
让人喘不过气的历史。 那些被踩光的石板踏步， 那
些长了青苔的水缸， 那斑痕累累的粉墙， 那些高墙
上满身铁锈的钉栓， 都深深融进我的梦里， 成为了
我记忆深处删除不掉的碎片。

缤纷的大墙
田埂的声音

汉诗新韵

词二首
革命草

春
之
声

咏湘江 （二首）

楚石

︽
十
分
春
色
到
湘
江
︾
楚
石
作

湘江渔歌

江上溶溶白鸟飞，
烟波漠漠浸缁衣。
浅滩水暖虾偏瘦，
深港浪生鱼正肥。
四五扁舟贪暮色，
二三钓者拥苔矶。
时人不识渔人乐，
细雨斜风总不归。

湘江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