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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伯

我在《湘府咏怀》中有“杏叶潇然
落，黄花自在开；枯荷藏绿梦，瘦柳待
春来；万物皆复苏，惟人向老衰；霜鬓
深几许，与客比荻猜”之句。一诗友建
议将“衰”改为“哀”，一则符合平水韵，
解决了“衰”出韵的问题，二则由景生
情入理，形成呼应。

诗友言之有理，特别是注重打磨
平仄和韵律的行家看来，的确尚待完
善。但我总有“因韵伤意”的顾虑。本人
拙作的特点往往是有感而发，一气呵
成，但经不起推敲，经不得打磨，其原
因是麻袋绣花底子太差，即使镶金嵌
银也毫无华贵之气，往往是草就几行
自爱不已，改成雅句形同陌路，这也是
我学诗填词一直不进步的“毛病”。

我之所以用“衰”而不情愿用“哀”
字，有如下考量：

一是自然规律“衰非真衰”。冬景
咏怀中的“叶落、荷枯、柳瘦”是湘府人
都熟知的冬日景象，这种“衰”不是败，
更不是哀。自然界的玄妙和神奇，就在
于基于规律的苏复与隽永。眼前萧瑟
春来发，四季轮换岂长衰。冬天来了，
春天一定不会远，叶落荷枯柳瘦是暂
时、是过程、是蛰伏、是无奈、是等待。
满园春讯关不住，只是未到谷雨时。人
们往往从自然的演变和更替中吸取能
量，懂得尊重，也学会希冀和期待。

二是诗文规律“景由心生”。诗中
之景乃情中景、意中景，王国维言“一
切景语皆情语也”。同样咏春，白居易

“莺争暖树、燕啄新泥”，欧阳修“泪眼
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煜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同是
巴蜀感怀，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杜甫“风急天高猿啸
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我始终怀着同
许多湘府人一样的归宿感、荣誉感和
家园情怀，我看到的叶落是潇洒飘然
的，我看到的野菊花是自在惬意的，我
看到冬眠池荷像老母鸡一样孵化着亭
亭玉立的花魁，我看到的疏枝瘦柳在
风中抖落一身尘嚣，向无边的嫩绿招
摇。湘府的青山绿水让我留恋，湘府的
枯荷瘦柳更让我怜爱、让我震撼。

三是人生规律“老当服老”。人生
易老天难老。年少不知愁老亦不知恼。
青春少年“杏花吹满头、谁家翩翩少年
足 风 流 ”，功 成 壮 年“ 一 日 看 尽 长 安
花”，花甲暮年“乡音无改鬓毛衰”。人
都怕老但都免不了要老。纵使门前水
朝西，终将白发唱黄鸡。应该说，衰老
是一种客观规律，服老是一种理性思
维，乐老是一种积极态度，尊老是一种
社会美德。站在现代社会的激流中来
思考，我认为老是一种姿态，老是一种
时机，老是一种自由，老是一种财富。
老的姿态是宽厚容人，老的时机是从
心所欲的理智，老的自由是不为名利
所累的轻快，老的财富是你对财富有
了崭新的认知。什么时候你拿得起放
不下，那说明你未老；什么时候你拿得
起放得下，那证明你老了；什么时候你
无所不能，那证明你未老；什么时候你
心存敬畏，那证明你老了；什么时候你
想占“C”位，那说明你未老；什么时候
你淡出了视线，那证明你老了；什么时
候你计较名利，那说明你未老；什么时
候你寄情山水，那证明你老了；什么时
候你仍记恨一些人一些事，那说明你
未老；什么时候你只记好感恩，那证明
你老了。如此老，我愿老。已然老，我服
老！

我想辨析的主题思想是“衰非真
衰”、“衰而不哀”。枯荷绿梦、瘦柳待
春，何“哀”之有？老得优雅、老得醇厚、
老得豁达，何“哀”之有？饮露撷英、上
下求索，何“哀”之有？箫鼓画角白骨青
苔已成往事，何“哀”之有？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何“哀”之有”？“一枝清瘦竿、
独钓湘江春”，何“哀”之有？

“衰”是客观规律，“哀”是主观故
意。满目萧瑟之时必有生机盎然之期。
这是一种规律与信念。心不哀而泥土
芬芳，志不哀而幼苗参天，理不哀而道
贯古今，诗不哀而情满潇湘。

“衰而不哀”，是以为答。

乡居夜
结庐疏竹掩，
陌向藕塘边。
珠落玉盘响，
雨荷轻弄弦。

故园春
笋出明前雨，
茶青屋后山。
门开驱犬吠，
童叟笑容憨。

旧剧照
懵懂楼台会，
姻缘化蝶飞。
红颜存旧照，
白日剩余晖。

草台班
乡间红白事，
吹打闹天堂。
何似山中鸟，
簪花饰凤凰。

屠牛祭
荒土杜鹃啼，
耕田谁负犁？
屠牛人祭祖，
畜眼泪迷离。

香客多
穷家富祖坟，
遇事拜佛门。
泥塑高堂坐，
烟弥菩萨心。

暮思亲
西望村头路，
痴看牛舔犊。
夕阳迟不落，
也怕月孤独。

梦不同
好梦离家远，
他乡月更圆。
寒门迁闹市，
富贾置田园。

牧羊女
落榜又逃婚，
恋诗追白云。
歌谣如嫩草，
天上牧羊群。

老榕树
独木渐成林，
长髯垂作根。
琴台丝万缕，
风过杳无音。

王孝忠

2011年至2012年开展的
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经过详
细的调查和科学的论证，得出
权威结论：发源于九嶷山脉蓝
山县紫良瑶族自治乡的潇水
河与发源于广西兴安县内的
海洋河是湘江的两大支流。两
大支流相比，潇水河比海洋河
长102公里，集雨面积宽2857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多68立方米，海拔高近千米，
而且方向一致。

按照国际上对河源确定的“河流惟
长、流量为大、方向为正、海拔为高”的几
个标准，认定湘江源在蓝山县。这改变了
2000多年来漓湘同源、海洋惟源的说法。

湘江源头确定在潇水源头蓝山县后，
湘江干流全长948公里，比原来长了92公
里；湘江流域面积 94721 平方公里，比原
来大了61平方公里。

本着“感恩母亲河，好奇湘江源”的心
理，我冒着高温酷暑实地来到湘江源头，
一睹源头神奇美丽的风采。

车行至耸立“湘江源”石碑的沙石坪，
我徒步沿溪登山。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九嶷
山脉香炉石。这座香炉石与北京香炉峰同
名，气势也差不多，却比北京的香炉峰高
得多，海拔达 1771 米。远古时期，香炉石
称为舜峰，传说是舜帝驾崩的地方。科学
界定湘江的终始源头就在香炉石的中河。

登上香炉石，确有“海到无边天作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之感。放眼周山，万亩翠
竹碧波绿浪，山峰深谷为竹覆，农田小溪
被竹盖，农舍村落入竹海，一幅经典的“湘
源竹韵”图。源头并不是一条溪流，而是几
条溪流。定神观看，遍山都是溪流，四周都
听水响，真是不积涓流无以成江海。

边登山，边看景，蓝山县水利局谭局
长边介绍。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源头是
动植物的天堂，这里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49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0种。源头的小
地名叫野狗岭，虽然野狗不多，但野猪、野
山羊多得很。他又说，蓝山人在这里修了
两座高山水库，不仅可以集蓄水资源，而
且可以调节气候，源头是真正的天然氧
吧。我实地观看了高塘坪水库，这座水库
大坝海拔900米，库容1006万立方米，是
我省海拔最高的中型水库。水面平滑如
镜，水质清澈优良，水鸟自由飞翔，这是九
嶷山的镜泊湖，这是湖南的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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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泓毅

通透者，大成也。
何为通透？是林徽因的“山

与水可以两两相望，日与月可
以毫无瓜葛。那时候，只一个人
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
流”。因她阅尽千帆，满怀对祖
国古建筑的热爱。

何为通透？是叔本华的“生
命是一条环形轨道，满是岩浆
和泥流”。因他有对生命本真的
深刻洞悉，有对宇宙无穷的思
考和探寻。

活得通透，知兴衰无常，荣
枯有定。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
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有回首
历朝文化精粹的由衷赞美，更
有对世事无常的慨叹。

活得通透，是已知名利皆
过眼云烟，而仍“吾将上下而求
索”，积极入世，却又蕴含着顺
应自然、超脱物外的出世精神。

活得通透，知掌声也许会
迟到，却从来不会缺席，而时间
是最好的观众。抗战时期后，在长达近一
个世纪中，音乐家冼星海唯有一首《黄河
大合唱》为人盛称，其众多优秀作品却被
时间埋没。今年，纪录片《丝路星海》在各
地演映，国庆期间更掀起了对老艺术家的
新一轮追忆和致敬。当年的冼星海并未曾
思及现在，只是怀一颗赤子忠心、通透之
心，一腔热血投入祖国的怀抱和火热的斗
争中。

活得通透，知自己所求，故脚踏实地
走好脚下每一步。“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
瓜儿苦后甜。”先苦后甜，方品人生真意
味，不曾后悔，亦无所遗憾。被称为美国国
父的富兰克林成长于贫苦人家，年少时便
想成为优秀的人，虽只读两年书便辍学回
家，却从不忘博览群书，最终上知天文，下
通地理，晓多国语言，成为著名议员。他定
下“美德十二条”，日复一日地朝着自己的
目标一点点前进。他通透，是因他坚定。谁
又能想到当年穷小子最终会成为美国精
神的代表人物呢？活得通透，心中自有沟
壑，行过万水千山，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
大器晚成。

活得通透，爱己所爱，爱己所有，知足
而常乐，有舍有得。隐士林逋放弃官场利
禄，梅妻鹤子，湖堤立岸，看山岳升彩霞，
听秋露滴雨荷，感江山盛极，世事如梦，不
为世牵，了无羁绊。活得通透，因他终成自
己想要的模样。岁月荼靡，如此便好。

怀通透之心，行万水千山。情之所至，
理之所道，其间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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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龙

燕子，曾是富贵人家的宠物吧。如
鹤，是仙人宝养；如獒，是富人豢养；如
鹦鹉，是文人调养；如画眉，是闲人供
养；如金丝雀，是大人圈养。燕子，你以
前也是黑八哥，只住在王谢人家吗？

燕子，住刘家，住周家，住张家，住
郑家，住在赵钱孙李家，住在我们乡下
老百姓家。是燕子来了，春天才来，还
是春天来了，燕子就来？恻恻轻寒剪剪
风，杏花飘雪小桃红。春眠深深，啼鸟
吵醒，叽叽喳喳，啁啁啾啾，推开窗，眼
前燕子，如千机万机抖音开。稻田禾苗
青青绿，山上桃花菲菲红，燕子，你给
春天录了什么声？

燕子刚来江南，好像要点名似的，她
们一只只地，一双双地，一排排地，一队
队地，或站在田埂上，或立在阶檐下，更
多的，是蹲在电线上，都很调皮，不列队，
眼看着整齐列装了，一只燕子蹦地一跳，
队伍又不成行了；电线，是天空画的一条
灰线，有的燕子是正面蹲态，有的偏偏要
反面站姿，点点在线，也是歪歪成行。这
些燕子啊，她们来到江南，太兴奋了，不
愿循规蹈矩，仿佛一个久别回家的孩子，
见到什么都喜悦顿生，他不会听你喊立
正；喊稍息，倒差不多。

到我家而居的燕子，正是旧时相识，
剪剪尾上，有一颗孔雀裙斑呢，是的，是去
年住我家堂前的那只。抬头望，碓屋楼板
之上，第三根房梁之间，那里是燕子老家，
老家有点旧了，窝着收拢来的门口，还缺
了一角。啾，燕子倒身，金鸡倒立，在那里
摆pose。眼珠滴溜溜地，转360度似的，
在打量我。燕子，我是平宝，真是平宝。嘴
角生了绒毛是不，是的呢，你去后日子，我
长了一岁，小小少年，有了小小烦恼了呢。

我把稻草剁碎，剁成穿衣针一样碎。
我家老屋砌在一条高坎上，屋下面是一
条小道，春雨绵绵，路人络络，把路踩出
许多稀泥来，很稠很稠的稀泥。燕子，衔
来这样糯糯的泥巴，到我家房梁下结巢，
精心砌她的老屋。燕子若是衔了杂着稻

草的泥巴，她砌的房子，会很牢很牢的。
后来，我觉悟出了，将稻草剁得再碎，也
与燕子所需的泥巴不太兼容的。我跑到
了院子端头理发师傅家，把他家头发都
扫来，撒在稀泥里，路人踩啊踩，踩稠了，
踩糯了，燕子衔去，衔到我家碓屋楼板
下，她的房子格外结实了。

坐在矮墙上，望着江南，江南正
春，江南正春转夏，黑青黑青的屋上
瓦，都被江南之春染绿了。我家屋前是
稻田，我家屋后是麦土，稻田是一拢的
绿，麦土是一坡的绿。无风那会，那绿，
绿得好是整齐，却也是，绿得好生板
滞。这时节，一只黑色燕子，从无尽的
绿中，画出一条弧线，你会感觉，整个
江南，突然间，无限生动起来了。

春天的江南田野，若是静物写生，
那么，时而高飞时而低飞时而贴禾苗
平飞的燕子，便是旋律流动。燕子是春
天的动感，燕子是故乡的喜感。

坐在矮矮的门槛，看到燕子飞翔
高空，突然一个低飞动作，嗖，飞到了
老巢，燕子生了好几只燕宝宝了。啾，
燕宝宝们，凭一声唤，知道母亲回来
了，她们闭着眼睛，叽，叽叽，叽叽叽，
都张开嘴来，嘴唇嫩嫩的，粉红粉红
的，还可以看到那细长细长的舌子，齐
齐地伸了出来。母亲从禾苗中叼来的
虫子，成了她们一餐美食。

看到头顶上楼板下的
燕子，毛绒绒的，黑亮亮的，
便生好奇，便想把她抓下
来。若一只麻雀，若一只鸳

鸯，在你家住，在你头顶上耍，你不想
把他抓住？我曾找了一根两头尖的扁
担，望燕子巢戳去。我娘见了，甩过来
一巴掌，把我扇得打了几个趔趄：你戳
啊，你戳，看你头上生癞痢脑壳。我有
堂哥，大家喊他癞子，头上左一个孔，
右一个疤，坑坑洼洼，丑死了。我娘说，
是他戳燕子窝呢。

戳燕子窝，捉燕子仔，各地说法都不
同，我老家说是会得癞痢头，有的说是会
变扁鼻子，有的说会变大哑巴的。把我给
吓着了，再也不去骚扰燕子。人不怕燕
子，燕子也不怕人，人与燕，便在这些传
说的守护中，相安着，相亲着。

燕子造屋，燕子建窝，燕子结巢而
居，都在百姓家屋檐下，碓屋上，不像
麻雀一样垒房子在树林，更不像老鹰
那样，高高地砌房在树尖尖上，他们不
想与人住在一起。好吧，燕子愿意跟人
住一块，那么，又怎么不把他们的家安
在我们客厅里？客厅有窗，春天与夏
天，都是打开的，可以不用燕子敲窗，
就可以飞进来。住在碓屋里的燕子，要
屙屎的，掉在地上，花花点点。母亲晨
起，给燕子打扫卫生。燕子，不去客厅
安家。燕子知道，那里，是菜桌，是饭
桌，是酒桌，燕子知道人爱他，她也不
给人添烦吧。燕子与人，心有灵犀。

燕子与人，在人与动物里是独一无
二的关系。你说狗吧，你说羊吧牛吧，还
有鸡鸭鹅，他们都与人离得很近的，甚
或，是很亲的，他们都是人养着，人养着
他们干嘛呢？鹦鹉与画眉，也许不是养来
吃的，却是被人笼子关着呢。麻雀与天
鹅，人类没笼养他们，人类笼养不住他
们，他们见了我们，嗖地飞了。他们眼里，
我们是魔头吧，人类惭愧不？

燕子居我们家，燕子不是我们家
养的；燕子是家居的，却是独立的。燕
子与人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的典范。

旧时王谢堂前燕，本来不飞寻常
百姓家的吧。人爱燕子，燕子便亲人。
燕子这样与人相亲着，那么麻雀也会
吧。我相信，每一种鸟，人类不伤害她，
她们都会：旧时深山远人住，飞来寻常
百姓家。

沧桑故园
（绝句10首）

刘舰平

10首乡土绝句发给韩少功并附言：借杜甫情怀，
是写山南水北的旧体诗版本，博韩公一笑。

老韩回复：刚蹭到微信。原来是刘公隐居山野，韩
公倒是漂泊红尘了。写得好！眼看不如心看，亲历不如
梦历。

倪锐

杀猪的冬至，极寒。
天还没亮，我就被妈妈叫醒：“起来起

来快起来，今天家里杀猪，做不赢。”待我
起床，舅舅已经背着一袋子杀猪行头来
了，爸爸已经把两条梭凳和一个门板放置
在坪里，厨房里，妈妈烧开了一大锅水。

“今天冬至，买肉的应该多。”舅舅这
么说。“昨天约是约了几个，都说会来。”爸
爸说这话时明显底气不足。“硬是没人买，
过年多炕点腊肉。”舅舅安慰道。

帮忙的叔叔来了，3 个男子汉开始拖
猪，抓的抓耳朵，逮的逮尾巴，只听得猪

“嗷嗷”直叫。妈妈吩咐我去地里扯萝卜，

我正好不敢看这屠宰血腥的场面。
池塘里的水冒着热气，手伸进去刺

骨，我把萝卜洗得白白净净的，一个个摆
在篮里，又把萝卜樱子一片片洗净放好，
双手已冻得乌红乌红，失去知觉。

回得家来，猪已经安安静静地躺在了
案板上，任由舅舅和叔叔摆弄。

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这个一斤那个
两斤地开始分猪肉。妈妈则在厨房忙碌，
我在灶台帮妈妈添火。猪血端进厨房，妈
妈用萝卜炖了一大锅猪血。爸爸又拿进来
一大块肉，妈妈一边切，一边说：“这一大

块卖得好多钱呢！”舅舅又拿来了猪肺和
猪肝，吩咐妈妈多放辣椒和大蒜。

那天早餐，我家围了满满一大桌的人
吃杀猪饭。

饭后，爸爸妈妈看着剩下的一大半猪肉
发愁了，这如何销得出去。舅舅出主意说，他
全部砍成一斤两斤地放到箩筐，然后爸爸妈
妈挑着走村串巷，保证可以卖完。

爸爸妈妈挑着一担猪肉就出门了，直到
天黑才回来。箩筐里就剩下一挂脑壳和两个
猪脚，还有猪肠子及半块猪肝、一副板油。

晚上，爸爸妈妈在厨房忙着用火钳烫

挂猪脑壳和猪脚上的毛，满屋子烧焦的气
味。“还是自家养猪划算，往年哪有这么多
年货。”“是的，这副板油可以吃过正月，油
渣子也可以炒好多餐……”

突然想起中国古代的九九消寒图，
非常有诗意，冬至以后就数九寒天，有一
个优雅的习俗叫画九，就是格子上面写
了几个字，“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每一
个繁体字的笔划都是九画，每天画一笔，
画到最后一笔的时候，亭前的垂柳就开
始泛绿了。人们归结于古人的诗意和优
雅，以及浪漫的生活方式。其实，对于饥
寒的人来说，冬天是漫长难熬的，我宁愿
相信他们是盼望着春天早日到来，有饭
吃，天暖了。

杀猪的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