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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平

许多年前，我在偏僻的乡下教书，日子单调，内心十
分羡慕城市人的生活。那儿有人声鼎沸的菜市场，有烟火
气十足的餐馆，有高大的建筑——还有迷人的景色。

听人说，长沙岳麓山景色如画，登山顶，若天气晴朗，
可俯瞰大半个长沙；坡子街的小吃，令人垂涎三尺……于
是，逛街，品美食与看风景，成为心底最纯真的愿望。

有一次周末，同事邀我一块前行。揣上新发的百余元月
工资，两人从湘乡坐绿皮火车至长沙，傍晚进了同乡的屋。

屋里的同乡问，从哪儿来？我答，从乡下来。“我们在
长沙打工起屋，都是同乡人。”同桌的黝黑脸庞的中年男
人笑着说，然后喊“夹菜”。末了，还吩咐道，呷嘎饭（湘乡
土话）带你们去工地住宿。

白炽灯光从低楼层的走廊阶梯射出。这是一幢挺高
的楼房，已封顶。我们手扶墙壁，弯着身子，缓缓拾级而
上，因消防梯的另一端尚未装安全扶手。躺在地上松软的
稻草铺上，浮想联翩，彻夜未眠。不时伫立窗前，看万家灯
火，绵延数里。

美长沙，长沙美。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长沙人。
第二日，淫雨霏霏，没打伞，搭公交过湘江大桥，匆忙

爬了一段岳麓山后，只好匆忙下山。长沙的画面不时在脑
海里旋转，也许这就是期盼已久的城市生活吧！

如今，从乡下到长沙已十分方便。每至周末，往返长
沙，不经意地在长沙生活了多个年头。孩子的居所位于长
沙县星沙大道旁，茶余饭后的散步是种超级享受。盼盼
路、天华路、三一大道等，马路宽敞，地砖整洁，沿着豆腐
格子般的林荫道，可行走很远。厂房鳞次栉比，路两旁停
满工薪族的私车，着工装的劳动者在人流中迈着迅疾的
步伐，显得繁忙而热闹。

曾盼望在长沙的街巷里行走，殊不知，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清早第一件事——往菜市场买菜，那讨
价还价的吆喝声伴随着熙攘的人流，已然成
为一种熟悉而温馨的场景，心底便荡漾着快
乐与幸福。

长沙为历史名城。打开手机地图，搜索
长沙旅游景点，转乘地铁，出站，过通道，亦
可从北门沿石阶登岳麓山。

至岳麓山漫游，置身鸟语花香的氛围
里，心底陡生对生命的敬重与呵护。那座座
坟茔，似乎诉说着，生命是脆弱的，却顽强无

比。一座山，半部辛亥史。无数革命者，为谋求民主自
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一部部壮丽的革命诗
篇，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换来今日的幸福生
活。山腰上弯曲的柏油便道与涂满金黄色夕阳的马
尾松丛林，让人心生无限遐想。傍晚的路灯很快亮起来，
你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夜行散步的队伍似乎从未间断，如
蚁般慢行。树丛里，不时传来鸟虫或蛙类的鸣唱声，一派
和谐与宁静。

长沙著名小吃繁多。在坡子街，与家人择一店坐下，鲜
香臭豆腐、麻辣鸭肠串，呷得额头冒汗，过瘾。玩累了，寻得
地铁口旁的庙街，楼道里是一个个精致的摊位，各种食品琳
琅满目。吃晚餐时添加几串油炸蚕蛹滋润肠胃，儿时的味道
立马重现，舌尖上的孜然味仿佛诉说着时代的进程。

湖南省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地质馆等，只需凭身
份证登记，即可入馆参观学习。这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
力，成为假日常去休闲的场所。安静有序的人群，彰显新
长沙的独特魅力，小康生活的滋味若湘江边的晨雾自然
地从心底氤氲升腾。

傍晚，驾车至江边散步。湘江水轻轻泛着波
澜，江边有夜钓者，有结伴而行的情侣，有老人孩
子。路灯下，脸上都洋溢着欢快的神情。举头望去，
橘子洲大桥路灯、车灯闪烁，车流滚滚；金融中心
霓虹溢彩，若仙境一般，引人入胜。于是，小康生活
的画面渐渐丰盈起来，在热闹的氛围里，那获得的
精神慰藉，珍惜当下
的 心 境 ，正
是小康生活
的真实写照
哩。

乡情
谭滔

一夜雨
淋湿了发芽的乡情
凝望被雨水泡软的乡间小路
一种莫名的颤栗
从灵魂深处穿越
激动不已

乱蹿的小鸟
迎着雨雾
找不到栖身之厩
我苦苦追寻家乡的身影
听不到牧童吹响的短笛
也看不见小河撒欢的船桅
只有马达的嘶喊
扰得我三心二意

迁徙的鸟
纷纷飞向南方
沉重的乡愁
好似一辆奔驰的邮车
沿途丢下纷飞的信件
盖满了耀眼的邮戳
每一枚戳在心里
深一脚，浅一脚
彻夜未眠

在异乡
终于嗅到家乡散发的酒香
终于看见村姑的红头巾
一颗心长满思念的青苔
遍地开花结果，落叶生根
我抚摸岁月碾压的痕迹
细细领略家乡的风景

把酒临风
生死相依
故乡我欠你一首长诗
我要把乡愁嵌进历史
任思乡的人
掀开沉重的一页
慢慢品读

卜算子

桃李芬芳
林目程

花瓣海棠薄，花蕊朱红小。
叙述雷公爱护花，色彩惊人巧。

晨望树冠繁，夕见枝头照。
道是园丁爱秉烛，杏雨桃李娇。

行走长沙

汉诗新韵

哦，书香坪
（外一首）

曾跃平

沿着二里半
往南
苍翠的樟树掩映着红墙
初春的细雨有些微凉
漫步走过小径
因你的伴行
一路馥郁芬芳
江畔的风
湖畔的歌
相约在山腰不知名的亭台
书籍层层叠叠
堆砌出整齐的石阶
翻开扉页
向上
再沉静地立在
凤凰起舞的地方
总会以某种方式
遇见
总能嗅到
扑鼻的书香

永远

永远有多远
是相隔千山万水
相隔几十年的光阴
还是
相隔一生
我们相隔
其实
比永远还远
但我仍然想念
青春纯洁的情谊
想念一种关注
在冬日温暖我
默默感怀的心
我渴望永远
甚至
比永远更远

陈卫民

那一年暑假过后回到教
室，地面灰尘好厚一层，犄角旮
旯里竟然蹿出几株野稗子，上
课钟响，老师进入教室，环视一
周，将野稗子一把捞起，拔掉，
扔出，在黑板上写下三个苍劲
的字：周后林。

老师转过身，我们惊讶地
发现，老师左手袖管空荡荡晃
悠着。

周老师大概读懂了我们的
诧异眼神，微笑着说：“同学们
大概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这
样？”

“我年少时争强好胜，有一
回去碾米，用手去扯皮带，手被
皮带卷走，轧断，血流如注。我
变成残疾，觉得这辈子废了。后
来想想，幸好断的不是右手，我
还能做事。比起那些得癌症的
人，我好歹还活着。所以，高中
毕业后，我成了民办老师。”

那堂课，鸦雀无声。就连教
室窗外低头吃草的老牛，似乎
也瞪大铜铃似的眼睛，静静倾
听。

窗户边有泥腿光膀子的汉
子觑看，周老师报以善意的眼

神。有人拿着红纸求帮忙写个福字写个对联，周
老师来者不拒。运气，下笔，一气呵成。写完后，周
老师左右端详，脸上荡漾着满意的神色，残缺的
左手，似乎也在微微上扬。

那时起，我的写字与作文常常得到周老师的
肯定。母亲有时来学校，周老师总是不遗余力地
鼓励：卫民灵性，好好培养，前途无量！

之后我在县城或者省城读书，每次路上遇
见，他都会嘘寒问暖，问成绩，问生活，问有无坚
持写作。再后来我病了，他看着踽踽独行的我，拍
着我的肩膀。我感觉他传递过来的力量与勇气。
我估计，若是他双手齐全，他一定会给我最有力
的拥抱。

重生后几年，工作，带娃，读书，写作，有年头
不见恩师，想去看看了。

多年未见，但我从未觉得疏离，反而有冲上
去拥抱周老师的冲动。到了跟前，我却收回了几
欲张开的双臂。

这是我第一次上周老师的家。在两三层小洋
楼随处可见的村庄里，这座平房显得简陋突兀。
进得屋来，方觉这座小屋游离于时代之外：没有
电视，没有冰箱，没有风扇，一盏台灯算是唯一洋
气的家具。旁边放着的手机，也是老年机。近距离
看老师，鬓发白，背微弯，我突然惊讶，印象里那
个可以单手举起百斤石锁的老师，怎么老得这么
快！

在周老师的叙述里，一个乡村教师从教40年
的苦与乐，清贫与富有，满足与担忧，随着时代的
巨幅画卷，慢慢向我展开。

周老师的教师生涯从 1982 开始。那时候代
课老师工资 20多元一个月，勉强维持柴米油盐，
所以，老师们放落教鞭拿起锄头，后来工资涨到
1000 元，日子稍微轻松些；转为公办教师后，现
在涨到3000元。教师难免清贫，但看到学生们有
出息，心里又很富足。

老师开玩笑地说，教书近 40 年，教“倒”了 3
个学校：村小倒了去片小，片小倒了去镇小。在片
小，学生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带娃的也是留守老
人。学生从几十个到十来个，后面只剩三四个。一
个老师，三四个学生，门前一条高铁，周围一片鸟
声蛙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来年。下午 3点多
钟放学，留守老人都在山里干活，最怕孩子们出
安全问题。周老师每天挨个给老人们打电话，或
等他们来接，这才放心走路回家。

为什么走路？三轮车来回6元，一年就是两千
来元，划不来。这么些年，周老师都是走路往返。
夏走三伏，冬走三九，老师当作是锻炼。有时，被
曾经教过的学生看到，总会捎上一程。

不变的是走路往返，变化的是教学器具、教
学方式。所以，老师从未停止学习——学业务，学
法律，学信息技术。对他来说，传统板书变为幻灯
片教学，就得从头学起。还有五年注册一次的教
师资格证，也不可忽视——两次未过，就得重考。
这些考试，对于不服输的周老师来说，不足为虑。
身体陆续出现状况，才是他内心深处的隐忧。

去年暑假，周老师口腔不舒服，经检查发现，
口腔内肌肉树根状，增粗增厚。医生诊断，这是教
师的职业病——常年扯着嗓子说话。

另一个职业病，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
备课久坐，讲课久站，都会引发或者加重病情。忍
了几十年，实在忍不了，做了牵引手术。术后服药
几年，耳根有了肿块，越长越大，脚部腋下也都有
肿痛。从医多年的老医生觉得难以确诊，唯有切
片活检，才能确诊是否肿瘤侵袭。

周老师选择拒绝切片活检。“万一是肿瘤，我
可能很快被击倒；若不是肿瘤，那就是浪费时间
浪费钱。拖着吧，还忍得住。”周老师的淡定里，带
着些许无奈。“我不担心自己。我倒是担心，片小
没了，镇小优秀老师都往城里跑。以后若是镇小
也倒了，孩子们都往城里挤，而农村人若是在城
里买不起房，就没有资格在城里读书，何得了，何
得了？”

沉默。
“卫民，你也是绝症中过来的人，活着就是幸

福，你比我理解更深刻。知足感恩，开心过好每一
天。不用担心老师。你养好身体，安心创作。你一
直是我的骄傲。”

我起身，第一次给了老师一个扎实的拥抱。
然后，迈出老师的门。不敢回头，怕老师看到，快
到眼角的泪水。

刘本楚

一排排高低、大小、
长短不一的杉木柱子，疏
密有致地蹬立在高高的
土坎上，岩脚处，水泥堆，
撑起长长的木梁、短短的
瓦檐，将一排排整齐划一
的吊脚木楼远远地伸向
河岸。把晨曦和晚霞，把
山岚和水雾，把渔船的网
兜和船舱的活蹦乱跳、把
白帆的光影和船工的撸
歌全都兜进了木楼。这湘
西江岸风景就驻足在溆
浦大江口的犁头嘴上。

一边沿着沅水的江流，一边依
着溆水的河岸，两水合欢于此，划出
一个大大的半圆。把一块犁头式样
的犁头嘴镶嵌于江河之中。终年滋
养着这个上接洪江下连辰溪的三面
环水、物资丰饶、水陆通达、人流拥
挤、浪漫而鲜活的繁华集镇。

站在犁头嘴上纵观江面，金秋
骄 阳 和 着 阵 阵 秋 风 铺 满 了 平 湖 细
浪，涟漪荡漾，这是下游电站蓄满的
美景。升高的水位虽然淹没了过去
许多的自然景观，但丰厚的水利资
源抚平了许多险滩急浪，拓宽了两
岸的水域风光，丰富了水域风光的
旅游资源，更加滋养了沅江与溆水
两岸的生态环境。

沿 着 犁 头 尖 上 的 码 头 拾 级 而
上，踏着阶梯青石岩板，如同踏进了
千年历史。从石板上呈现的凹凸不
平的窝窝点点里，透视着当年犁头
嘴繁华的人流足窝和历史风雨剥蚀
的痕迹，还有那往来稠密的撑船竹
篙铁嘴点出的石眼，密密麻麻，正洞

察着历史的变迁。层层石
阶的岩缝里长出了棵棵
年轻的小草，有枯黄的，
翠绿的，也有鲜嫩的。由
此渗透了历史演绎着时
代与事物的兴衰，也同时
预示着新时代新事物的
发展未来。

步至码头顶端，从长
满茅草藤蔓的古街转过
弯去，便见“屈原庙”的字
眼写在一方封闭的木门
上。一把大大的铁锁垂挂
门前，仿佛把厚重的历史
文化紧紧锁住。

沿江岸老街前行，这是记忆中
当年最繁华的街道，青石板路面依
稀尚存，但多有水泥凝固的泥土裸
露。最具湘西特色的河岸吊脚木楼
已被风雨蚕食，破落尘封。那吊楼下
通往码头的阶梯石板路，一头曲扭
在岁月的时光里，一头淹没在浪漫
的波动中。

路转街横处，有钱庄古楼一幢，
整体形貌保存完好，只是外墙与楼
内 的 地 面 装 修 掺 和 了 部 分 现 代 气
息。三层宫灯红絮和中间的四方天
井，蓄满了天光红彩，辉映着古色古
香的木质雕梁和壁板，可见古钱庄
当年的辉煌。楼内住有男女双老一
对，从他们的脸上和楼内整洁清静
的环境，我读到了殷实与快乐。

我问老者：“老伯呀，这庄院多
少年啦？”

“哎呀，年轻人啊，已有120年啦，
不算久啰！”老人乐呵呵的笑谈着。

“啊，不错不错啊，百年钱庄，人
兴财旺啊！”

“ 哈 哈 ，哈 哈 …… 难 为 你 讲 得
好，讲得好哟！”

步出钱庄数十步，又到了一个
较大的码头。溆浦文友告诉我，这是
当年的黄家码头，在犁头嘴算得上
一个大码头。伫立码头，审视着眼前
层层下延的梯级石板路，一头接着
古街，一头伸向江水。这历经风雨和
云烟尘积的石板阶梯上，不知烙印
着多少商客喜怒哀乐的足迹，不知
酝酿了多少离愁别恋的相思。

岁月流转，世事沉浮，远观山川，
思接千载。打开百度，从明代心学大师
王阳明的诗文中，我读到了犁头嘴的
一道道遥远的历史风景：“溆浦江边
泊，云中见驿楼，滩声回树远，崖影落
江流。柳发新年绿，人归隔岁舟。穷
途时极日，天北暮云愁。”驿楼，滩
声，崖影……都是从历史的流风里
走来，阅尽了岁月的沧桑。

而今，犁头嘴的人们正用历史
的温度与时代的活力，酿造出一壶
醇香甘甜，醉陶江山，芳流千古。

王道清

平塘，是贵州黔南的一个小县，只有 30
多万人口，因为天眼的建造而闻名天下。出于
对天眼的向往，我走进了平塘。

汽车下了高速，平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道
路宽广，楼房高耸，市面整洁。仿佛到了闹市，不
像边远的小镇。整个县城静静地躺在群山之中，
平舟河穿城而过，把县城分成了两半。

从平塘到天眼，全程高速，30分钟车程。
站名就叫“天眼站”，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克度天文小镇，整洁，大气，建筑物几乎
都是白色，像宇宙的浩瀚，似天体的无垠。充
满了奥秘，深藏了疑问。

感谢对医务人员的关心，登记了我的证
件，140元的门票全免了！按照要求存放好物
品，摘下手机，登上交通车，向大窝凼出发。

汽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周边的景物满
眼的青石和灌木，偶尔有一棵或两棵松树和
柏树从石头缝里倔强的长出来，根部都是弯
曲的。这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岩石峰
丛。汽车七拐八拐，终于停下。我们以为到了，
却被告知还要乘坐20元的交通车。

这就是天眼，大国重器！此刻她静卧群
山，张开镜面，呈现在我的眼前。没有炫耀，没
有动静，连鸟雀的鸣叫都没有。观景台修在山
顶上，离天眼很近，我手扶栏杆把视线从脚下
延伸到对面山脊，震撼！巨大的银色球面有些
耀眼，光芒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有人说:“不
看天眼遗憾，看了会更遗憾。”那是因为你不
了解天眼的作用和内涵，没有体会到建设者
的努力和艰辛。

这里还留下一个感人的故事。大窝凼的
12户63位居民得知建设天眼需要搬迁，毅然
支持，无私奉献。现在，12户全部搬迁到克度
镇。在扶贫政策的引导下，已经全部脱贫向小
康迈进，实现了双赢。

回到天文小镇，我们走进环幕电影院，刚
落座，便熄灯。头顶上突然呈现出天体的影像，
无数星球奔袭而来。影片介绍了地球和金、木、
水、火、土星的运行轨迹，形象地说明了各个星
球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告诫人们要爱护
地球，保护环境，是很好的科教片。

说到天眼，不得不提南仁东。从 1995 年
开始，南仁东带领科研团队从考察、选址、建
设，呕心沥血，不畏艰难，科学布局，以身作
则，攻克了一个个世界难题，终于建成了举世
瞩 目 的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
候，南仁东却因为过度劳累，身染重症离开了
我们。

看到天眼，遥望天空。南仁东像一颗恒
星，永远在宇宙中，在我们头顶，昭示日月，催
人奋进！

平塘观天眼平塘观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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