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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瑞郴

在上海黄浦江的游轮上，曾有朋友问我，你觉得上
海是怎样的味道？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作何回答，我还真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此后用心去读这个城市，去嗅这个城市，从匆匆的步
履中，闻到了它早期资本主义训练的气息；从合同前谈判
的不厌其烦到合同后严格履行，我嗅到上海人严守信用
的契约精神；从铢锱必较到精于计算，我闻到他们不舍微
尘的积累精神；从逼仄空间的折腾和改造，我嗅到他们精
细不苟的顽强精神。上海，你让我闻到怎样的味道呢？抽
茧剥笋，深入究里，我终于发现了它的味道:精明。

上海人精明，而成都人却迥然不同，他们几乎悠闲而
散漫，喜欢时光的凝固，巴蜀大地的慢生活已经闻名于
世。十多年前，我在成都杜甫草堂就听朋友纵论成都的
味道，从人际到饮食，从文化到衣着，他当时说了很多，
十多年后我基本都忘记了，只有一个观点深深扎根于脑
中——他认为，成都这座城市，是诗圣杜甫为之定调的。

安史之乱后，杜甫颠沛流离，辗转来到成都，在成都
节度使、好朋友严武的帮助下，亲力亲为营建了草堂，并
在此度过一段安逸闲适的生活。杜甫在成都写诗一百多
首，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基本囊括成都民俗，遍及
人间烟火。四川平原，沃野千里，山险水密，蜀道之难，难
于上青天，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营造了锦城云乐的生
活，千百年来养成了城市宽容的味道。诗圣一千多年前
的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这种味道最好的诠释，茅
屋虽为风雨所破，但仍推己及人，企望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

长沙，我一生中居住最久的城市，是我看着它一点
点变化而自己变老的城市。如若外地人问这城市的味
道，我也茫然不知。说是辛辣，那只是生活的气息。贵阳
何尝不辣？成都重庆的辣还要加上麻。说是浪漫，那只是
外象的表现，杭州也总有掩饰不住的标新立异，南京也
不乏趋新赶潮的热情。

的确，我们循味追随而去，虽不是全然扑空，却总是
不得要领，抓不住这个城市味道的本质。

其实，城市的味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代一代
人积淀、传承、培育中，它会渐成风尚，形成大众的美学，
凝固成一种品质性的东西。最近，一个口号悄然兴起，这
就是“厚道长沙”。说实话，我对于口号，总持三分疑问，
理想的丰满代替不了现实的骨感。正是带着这样一种疑
问，我从北城穿过南城，到雨花区实地解疑破惑，去一点
点寻找“厚道”的味道。

我们很容易对生活的改变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对每
天的变化已近审美疲劳，更由于我们对现象往往停留在
表面，并不知道它的前世今生，在浑然不知中漫不经心。

井巷，它的前世是 23冶废弃的厂区，这样优越的地
段，足可以高楼林立，广厦万间，但今却是茵茵绿地，花
木摇曳，把一片绿意送进每一个市民的心中。

民生，真正摆在为政者的心中。同行的朋友问我，这

是不是“厚道”？我用眼观察，用足丈量，用心体味。我知道
在权衡的过程中，其实有民生与货币的厮杀，最后朱笔将
这片土地定格在公园上时，民生被置于最高的位置。

孤例不足为证，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深入了解自己
居住的城市。

圭塘河，浏阳河支流，我20多年前便涉足于这条城
市的内河，飞鸟不栖，鱼鳖不居，臭味阵阵，荒草萋萋，一
幅不堪入目的景象，人称长沙“龙须沟”。而今，当我们斜
倚于共享书店户外水榭时，在羽燕湖畔放眼望去，收于
眼中的是蓝天碧水，绿树繁花，这条把城市串连起来的
内河，将灵性与诗意写进了市民的生活。

环境改变人。对环境的治理其实是对人的治理。在
泰禹小学，在高桥大市场，在绿地空间，在雨花非遗馆，
在比亚迪生产现场，环境的营造，都匹配着现代人的生
活理念。

我一点点寻觅，走一路，想一路。我们容易看到那些
实实在在、可触可摸的生活现实，却有可能忽略另一种
环境。在雨花区，在德思勤 24 小时书店和共享书店，我
看到了这个城市的一束光亮。

24小时书店有一句让人易记的口号：给城市点一盏
不熄的灯。表面看，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长度，但它的背
后，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质，一种坚守。同行的朋友
说，书籍是最能慰藉人心的妙药。当你焦躁、不安、烦恼、
苦闷时，书是最好的伴侣，他会对应你的心灵，让你安静
下来。书籍更是你力量的源泉，他会让你向上，向善，向
美。在德思勤书店看到那么多拥书而坐的读者，尤其是
年轻的读者，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德思勤已经坚守 5
年，每年服务读者170万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这
个城市的一盏智慧之灯，文明之灯，未来之灯。

而雨花共享书店，更创造了人与书的交流，可以
让人从书中感受人的体温。“和天下共享有温度的阅
读”。在这里，书真正展现出自己最广阔的空间。这里
的书，大多来自民间的捐助，捐书者可以写下一段读
后记，读者同样可以写下一段感受，流动的书完成一
种面对面的沟通交心。书，成为无数人研讨人生的媒
介。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喜欢在书上批注、感悟，但
多是秘不示人，雨花共享书店的创意，打通了人与人
之间心灵之路，把共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雨花的味道，长沙的味道，这
算不算“厚道长沙”的诠释。我所理解的厚道，是踏踏
实实干事，是点点滴滴的积累，是默默无闻的奉献，是
民生为上的理念。写到此，我想起苏东坡 57 岁谪居广
东惠州时，仅仅 2 年多的时间，他关心民生疾苦，解决
民瘼之痛，这些并不“伟大”的事情，使东坡赢得了“一
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的美誉。

的确，无论是大手笔，还是小手笔，民生中琐碎、庸
常、平凡的一点一滴，那些起眼的和不起眼的，都会浸融
于市民之中，慢慢地转化为一种品质，一种格调，一种修
养，都会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民心、味道。

家在湖南
（歌词）

申桂荣

我的家乡在湖南，是个好地方，
这里的山水多锦绣处处好风光:
张家界归来不看山古城飞凤凰，
八百里洞庭美如画江南鱼米乡。

一碟糖油粑，馋你没商量，
火宫殿的臭豆腐味道特别香。
一盘红烧肉，加碗黄花汤，
剁椒鱼头火辣辣辣出真豪爽。

我的家乡怎么样别光听我讲，
有机会你来看一看自然好印象。
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努力拼和闯，
活就活出个模样来添彩咱爹娘！

我的家乡在湖南，水土好滋养，
这里的人们吃得苦代代出贤良:
桃花江两岸美人窝姑娘真漂亮，
岳阳楼放眼忧天下男儿有担当。

一曲浏阳河，老少都会唱，
花鼓戏里故事多刘海林十娘。
一座韶山冲，红色基因强，
芙蓉国里数风流谁能比得上？

我的家乡怎么样别光听我讲，
有机会你来看一看自然好印象。
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努力拼和闯，
活就活出个模样来添彩咱爹娘！

聂耀文

我们家很少摆喜酒，我和两
个弟弟考上大学、我们结婚都没
在家里摆过喜酒，父母满六十七
十也没有摆过喜酒。但有一次摆
喜酒让我记忆犹新。

30 年前的国庆节，我家摆
过一次喜酒，当时父亲 45 岁。
这一天我们家恰好是三喜临
门，一是过国庆节，二是我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三是父亲正式
入党。来贺喜的人一波接一波，
有乡政府的领导、村里的党员，
还有附近的乡亲。堂屋中间摆
了两张桌子，桌子上摆满了花
生 、瓜 子 、橘 子 ，还 有 两 壶 米
酒，没什么菜。我忙着给大家倒
酒。父亲平时滴酒不沾，但那天
喝了几碗酒。我记得父亲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想到 45

岁入党了”。
父亲说的是心里话，也是感恩话、自豪

话。由于家庭历史原因，父亲一直没有机会
入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为是 1964 年
毕业的老高中生，他被村民选做村秘书，后
来又到乡里做秘书。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
父亲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能不高兴
吗？

我家第二个入党的是我大弟，1990年
读高三时入了党，是涟源一中最优秀的学
生之一。我第三个入党。1990 年我参观韶
山后，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1991 年成为
预备党员。后来因工作调动，1992 年又重
写入党申请书，1993 年成为正式党员。我
家第四个入党的是小弟。他2004年大学毕
业后考上了广东省选调生，在广东偏远山
区工作。他积极上进，工作努力，为山村做
了很多实事，深深体会到“中国发展关键在
党”，2008年入党提干。第五个入党的是我
儿子，2012年在大学入党。

在我们村，我家的党员最多。过年过节
乡政府和村里会派人来慰问。每当这个时
候，我们都会站在“党员之家”牌匾前，重温
入党誓词。

父亲每天准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联播》，喜欢看中国革命故事片。他经常跟
我们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牢记
入党誓词和党章，要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
员。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能贪污腐败。要
为实现新时代中国梦奉献青春和汗水。”

2019年 4月，正在读大一的女儿告诉
我，她写了入党申请书，还拍了照片发给我
看，整整 3 页，写得特别认真。有几句话深
深感动了我：“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有信
仰的人才有追求、才有勇气、才有力量……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也
是一次特别的人生考试。”

今年回家过春节时，我们“党员之家”
又重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后瞻仰上
海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的视频。总
书记的声音铿锵有力，表情坚定虔诚，让我
们肃然起敬，让我们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
神圣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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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1

板仓，一个不断被惦念的方位，
一个曾被掏空的仓储。
丰盈而饥馑的日子，汇集于此。
跨越时空的粮食，种在大地，
也播散在空中。
匍匐的人们，仰望的人们，
都被一个年轻的名字所感动。

开慧！

2

开慧之花，凋谢在识字岭上。
识字岭识字，却不识一朵旷世的花。

29岁啊！只有29岁啊！
未及而立，便倒在了荒山野岭。

撕破长空的枪声，
久久没有散去，响彻了整整90年。

开慧之花，倒伏，
溅起了尘世的尘，血腥的血。

3

从板仓到识字岭，到底有多远？
29年走不完。
骄杨插遍了长沙城，
圣女的风范吹拂了天下。

从爱情到信仰，到底有多坚贞？
墙缝中的书稿，
那是夹缝中生存的一把火！
那是仓储中最后的一把种子！

用心喂养的眼睛，
遥望生死的远方。
心仪的爱人，在起伏的群山中。
身边的湘江，无语北去。
一千个洞庭，也装不下痴女的流淌。

4

原件与复制品，都摆在那里。
开慧的指纹，都叠加在那里。

我们已经抚摸不到心跳。
那些漫漫长夜，
那些一遍又一遍启明的启明星，
都随开慧走了。

留下了诗书画，
留下了诗，留下了书法，
留下了画一样的江山。

书香门第。诗笺飞扬一个秀女的才情。
耕读人家。纸上笔耕，有了不泯的力道。

5

青山立。
透过石雕的花环，
放大了的开慧，成了一个缩影。

娇妻有知。骄杨有知。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井冈山的润之，撕心裂肺。

红的疆域出现了一个拐点。
心的通道出现了一个堵点。
开慧像流星，一闪而过。
天空中的灰烬，几十年后还有余温。

6

多少次，走过小吴门。
多少次，走进清水塘。
无数的你我他，在城内，也在城外。
无数的后来人，在书内，也在书外。

润之与开慧，
是封面，也是扉页，
是背影，也是投影。
将茫茫大地竖起来，
他们就是奔流不息的瀑布。

板仓，母亲的摇篮。
此时此刻，却像婴儿一样酣睡。
冬暖夏凉的老屋，
凝固着血与火。

开慧的身影，闪进了堂屋。
一张空白纸，像雪亮的阳光一样铺开。
意犹未尽的生命，
像年复一年的美人蕉。

7

登过黄鹤楼的开慧，
也想登上井冈山。
板仓有没有斑竹？
柔情而刚烈的湘女，
滴落了一行一行。

假如开慧也踏上了长征路，
假如开慧也在南泥湾开荒，
假如开慧也在西柏坡相夫教子，
假如开慧也登上了天安门……
早慧的开慧，夭折在凄风苦雨中。
一支长号变成了一根短笛！

一代一代的叹息，随风而逝。
而风不止。
骄杨的年轮圈定在29圈，
扩散的涟漪，打湿了歌喉。

8

试一试脚力。
起步，从板仓到韶山，
从娘家到婆家，
从一种温情到另一种温情。

久别相逢的母子，
围着一盆炭火，烘烤着几十年的潮湿。
开慧念：岸英、岸青、岸龙……
失散的儿子回归到母亲腹中。

血脉穿行在山脉之中，
顺流倒流的江河，都是割不断的倾诉。
板仓的花鼓，与韶乐是一个调。
润之念：泽民、泽覃、岸英……
所有的男子汉，一下子攀援到巨人的肩头。

声声唤，泪如雨下！

9

旋转180度，板仓还是板仓。
旋转360度，板仓还是板仓。

开慧站在那里，
目送着稍纵即逝的时光。
人世间，人类稠密而稀少。
开慧就是板仓的主心骨，
卓然，独立。

徐助全

5月底，有幸参加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脱贫攻坚·百名记者
百村行”，我又一次来到泸溪县石
榴坪乡石榴坪村。当地民风彪悍，
百姓质朴好客，米酒醇烈，腊肉飘
香，气氛祥和，大家畅所欲言。在
一轮形影摇晃的乡村月色下，我
进入酣眠的梦乡。

一觉醒来已是天亮，所住的
民宿靠在太平溪边，感觉仿佛悬
浮在山气氤氲中，推开窗门，青山
欲滴，溪水灵动。远处，高大连绵
的山峰浮荡着白雾，近处，芳草葳
蕤，溪两边的樟树、竹树、柳树葱
郁，鸟儿在枝桠间穿梭，抖动着叶
片，叽叽喳喳，沁人心扉。

1999 年，石榴坪村遭受特大
洪灾，在抗洪抢险中，村民刘支和
为抢救公家财产英勇牺牲，《湖南
日报》和《团结报》分别作了突出
报道。为了采访他的英雄事迹，我
三进三出，因此对石榴坪村的情
况有所了解。村民生活在资源匮
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环境之中，
贫困像一块沉重的大山压在村民
头上，给这里长时间烙下了“敝衣
粝食”的穷名。有民谣云：“有女莫
嫁石榴坪，挑担水吃要半天。要吃
红薯天天有，要想吃肉等过年。”

21 年后，当我再一次踏进这
片土地时，所见所闻完全颠覆了
过去的认知。村庄悄然嬗变，如茧
成蝶，翩跹起舞。

石榴坪村的这一巨变，应归
功于精准扶贫政策的英明，党和
人民凝聚在一起，共克时艰，谱写
壮丽的画卷。2013 年 11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西大地，在
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理念，党和政府的
一系列帮扶惠民政策接踵而来，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易地搬迁，
驻村工作队加大帮扶力度，各项
工作得到了推进和发展。

特别是近 3 年来，扶贫收官
决战，村里通过基础设施推动一
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产业发展
带富一批。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
金 260 多万元，用于路、水、电等
建设，投入了160多万元架通“支
和桥”，解决了一有洪水就要停
产、学生停课的问题。5 月中旬通
桥那天，两边村寨的村民自发组
织放鞭炮，感谢政府感谢党。70
多岁的王桂英老人激动地说：“总
算盼到通桥了。过去绕道要大半
日，现在来来往往方便得很啦！”
在易地搬迁方面，国家扶持投入
近 400 万元，90 多人喜笑颜开地
从山沟沟里迁移到开阔地，住上
了宽敞明亮的两层新楼房，村民
脱贫步伐明显加快，村里开垦了
600 多亩土地作为油茶产业基
地，配套种植了烟叶、辣椒等。
2018 年该村 84 户贫困户户均增
收 5300 余 元 ，有 384 人 脱 贫 ；
2019年又有57户228人脱贫，全
村人均收入达到 1 万多元，年底
全村宣告贫困人口全部“摘帽”，
村里一跃跨进全县美丽乡村先进
行列。

今年 67 岁的王仕栏是一名
退伍老兵，全家 5口人，过去是村
里出了名的贫穷户，他努力过，想
摆脱苦日子，筹集资金 2万多元，
养了 16 头羊，可缺乏实战经验，
有的丢失有的死在山上，损失严
重。用他的话说是“旧疤未愈又增
新伤”，一直处于深度贫困中。乡
党委和政府及扶贫工作队，决定
帮他拔掉“穷根”，为他办了低保，
申请了 5 万元产业扶持无息贷
款，鼓励他继续扩大养殖业。现在
王仕栏成了养殖大户，2018 年卖
羊收入5万多元，去年卖羊收入8
万多元。目前，存栏 120 多头羊，
富裕的日子让他脸上闪烁着幸福
的光泽。

“这些年，乡里、村里、驻村工
作队的干部们，为了让村民早日
脱贫过上好日子，几乎都是迎着
朝霞出门，踩着晚露归家。没有
项目、资金，向上争取，有着‘程
门立雪’的真诚；村民也真心好
啊，征地迁房，筹工筹劳，没有不
支持的；修路搭桥，纷纷捐款，有
的是几万几千，有的是几百几十
元。”陪同的乡党委宣传委员李润
介绍道。

一栋栋新楼房错落有致，清
洁的山泉水欢快地流入千家万
户，道路四通八达，山里的山羊、
鸡、鸭、红薯、竹笋等土货畅销远
方，悠闲的阿婆大嫂们在门口跳
起了欢乐幸福颂……石榴坪村的
新山歌流传开来：“石榴坪，深山
沟，扶贫攻坚吹春风。穷村旧貌换
新颜，全寨大家笑呵呵。”

告别石榴坪已近黄昏，夕阳
正酽，晚霞如灿。远处，群山中不
时有飞鸟掠过；曲折的山道上，一
辆辆小轿车在奔驰；那条不知疲
惫的溪流欢快地流淌着，奔向新
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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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板 仓 （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