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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测海

湖湘之西，是湘西。湘西之西，是
龙山，县名。龙山再西北，是火岩，乡
名。火岩再西北坡上，是我家。三户人
家的自然村落。

从三家村走路到县城，一天两头
黑。从县城到州府再到省城，大串联
时，我一步一步走过，历时28天。走水
路，经酉水，沅水，过洞庭湖，到汉口，
历时半月。

夜西望，月远。地偏。路遥。丈之荒
蛮。虽见秦时明月，唐宋佛光，圣人经
典未得普及，尧舜之风更隔千山万水。
只是，年年子归啼阳春，草木神灵护众
生。

老家有多处地名叫回头望，或九
回头。从谷底攀爬半山腰，一处回望来
路，流年光阴尘与土。再抬脚，山重水
复脚踩路。

不止每一个脚印，连每一块石头，
都是劳动者的史书和纪念碑。肩挑背
驮，在路边的石头上歇一口气，接下地
气，蓄一下力气，再挑起，背起，与日月
血肉相连的艰辛生活。扁担，背篓，锄
头，柴刀，除了农具，可借力的，就是耕
牛。我的父辈，我的先人，几千年来，就
是这样，踩着泥巴，倚靠石头，一步一
吭地走过来的。我的先人，是在对来年
的期盼中度过的。他们的愿望，是糍粑
能吃到清明节，腊肉能吃到端午节，粮
食能接上青黄。

是的，这叫贫困。我的肩挑背驮的
先人，也曾期盼走出贫困，日久天长，
他们忘记有好日子，甚至不以为这叫
贫困。

上个世纪末，国家开展全国范围
的乡村脱贫解困行动，组织8亿农民奔
小康。那时候，我和谭谈、水运宪三人，
受中共湖南省委指派，走访全省贫困
地区，行程 3 个月，走访 21 个贫困县，
108个贫困村。那时，乡民贫困，干部也
穷。古丈县常务副县长，管钱，一叠发
票无钱报销，10斤橘子回家过年。县委
大家，共用一台座机电话，因欠话费，
电话停机。保靖县管农业的副县长，从
农村老父那里借米接济伙食。龙山县
已欠发干部职工3个月的工资。路边电
线杆上有标语“光缆没有铜，偷盗光缆
犯法”，直白，警示一穷二白的乡民。

当然，艰难中有奋力，困境中有希
望。那时的扶贫，是修路，山地开发，种
果树，种药材。古丈断龙乡，省里用
800万资金，引来阴河水，世世代代缺
水的断龙乡，有了一条河。上下齐心，
泥土成金，奇迹是靠双手创造的。

23年又8个月后。
谭谈、水运宪和我，去湖湘之西，

湘西之西看龙山，看一条叫乌龙山大
峡谷的山沟沟，重走23年前的访贫路。
特邀湘西籍文化学者、湘西籍作家田
瑛，京密朱秀海，徽客胡竹峰，又约我
的同事梁瑞郴、马笑泉、龙洋，一路西
行。多一个人，多一份记录，多一双眼
睛，多一眼见证。去看看湖南最西边也
是离省城最远的一个县。看看它脱贫
后的新颜。

于我，是看看大疫之中那一方乡
土，你可安好？哪怕只是看一眼，问一
声。

从省城至千里之外的龙山，全程
高速公路，开车6小时。乘坐高铁，3小
时，西行，跨湘资沅澧4条大河。较之我
少时千里徒步，这叫飞行。数十天时
间，变化为几个小时。体验这个速度，
也自会体味我那一方乡土的变化速
度。这速度，我感受流血流汗的接力，
无数先烈和劳动者，写下力量和智慧
的史诗。

走龙山，看乡土。从茨岩塘老苏远
的红色种子，到比耳酉水河边新农村
的果子；从白岩洞的知青屋里的青春
理想，到惹巴妹的文化智慧产业；从燕
子洞的剿匪故事，到云顶上扶贫攻坚
大业；从唐朝的老庙到佛教文化园兴

建……青山绿水，乡村盛世。乡民歌
舞，可见乡村精神气象和物质生活的
富足。

一路所遇，三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三位土家族妹子，各有颜色。珞塔

界上吴添春，儿时患股骨坏死，身有残
疾。穷乡苦命，无比言说的艰辛。得扶
贫政策支持，学开网店，领残疾人姐妹
加盟，土特产热卖大都市。给乡亲们找
了财路，自己也积累了财富。一脸阳
光，天有祥云。县城惹巴妹，把土家族
织锦做成产业，她设计的产品，件件有
故事，有创意。且容纳湘西各种民间传
统手工艺产品。传统加创新。产品畅销
欧亚。可望做到过亿产值。保护发展传
统工艺，支持残疾人就业。返乡办企业
的土家女子陈红艳，网名惹巴拉女人。
她投资办惹巴拉天然矿泉水公司。上
规模，上档次，水质好。家乡水好，卖水
也发财。千年万年，好水白流，银子流
失，今天变成巨大的财富。

两位土家汉子，两个狠角色。龙
山人，回龙山。惊动两座山。北边太平
山，南边八面山。李建章修太平山，立
功德。张向阳扶八面山，济民生。太平
山，有普照寺，始建 1800 年前，有赵
朴初为太平山题字，佛教古迹。有果
利河，太平山森林公园。李建章投巨
资修寺庙，县里大力支持，投资基础
设施，造数十平方公里风景区，成几
十万县城人大众休闲的好去处。万丈
佛光照，八方香客来。太平山，太平盛
世的一朵祥云。南行 50 公里，是里耶
秦简古城，一街巷古意，漫步历史，由
明清回望，接秦时明月汉时乐声。傍
酉水，倚八面山。山连湘渝。山上的云
顶村，山的最高处。驻村第一书记张
向阳来山顶几年，与村人同戴日月，
共扶山村。张向阳初来云顶村，山上
美丽景色让人心痛，村民的贫困也让
人扎心。几年来，与村民一起努力，发
展养殖种植，引水修路。贫困的云顶
村变成幸福村。县里也在八面山大力
开发旅游资源。荒凉的高山台地，成
为旅游胜地。八面山民，往日最甜的
生活，是包谷粑粑就蜂蜜，现在是真
正过上甜蜜的生活了。

龙山，武陵山中的山。山民苦做
苦吃，日子是熬过来的。一年接一年，
熬过几千年。他们有秦时或更古老的
文明，他们起过冲楼，编过云霞般灿
烂的织锦，有过摆手舞，三棒鼓的欢
乐，而更多的是千年忧患，梦中千条
路，醒来一条艰辛的路。只有国家富
强，政府来帮扶，山民们自强，这山中
的山，自会变成金山银山。现代文明
之风吹进山里，开眼界，明心智，山中
处处是金银。我们见到比耳脐橙园，
土质好，果大果甜。好果十个十斤一
百元。真是岩窝窝里种金子呵。山地
开发最初阶段，大种果树，品种不一，
市场销路不好，农民丰收不增收益。
三十年来扶贫路，走出精准扶贫的新
路子。迎来扶贫大业的阶段性胜利。
这是富民富乡建设，也是一场消灭贫
困的战争。当年，抗日战争 8 年，解放
战争 3 年。加起来不到这场扶贫攻坚
战的一半时间。艰苦卓绝，流血流汗，
一样可歌可泣。

八面山顶，满天彩霞祥云。想一路
相遇的三位女士和两位男子汉，他们
是战胜贫困的英雄。千千万的乡土儿
女，是大地的灵魂，是生活的力量。

那一天，水运宪作为乌龙山村的
名誉村长，给乌龙山挂牌。他说，我一
生最看重的，就是荣誉村长这个头衔。
我们一行，都愿意，做一个大国村民。
兴国兴乡，政通人和，安居乐业。

乡村，永远是我们灵魂的栖居地。
湖湘之西是我家。我是一个有故

乡的人。我再一次告别故乡，我要再一
次回去。

那个三户人家的村落，万亩青山，
百鸟欢歌。有公路连接县城，直到很
远。

王孝忠

近日，我去了一趟岳麓山。放眼望
去，只见岳麓山在苍茫翠绿中泛起了
阵阵红浪，时而晶莹剔透，时而闪闪发
光，啊，岳麓山的枫叶红了。

岳麓山的枫树集中在爱晚亭、麓
山寺、云麓宫这几处。岳麓山的枫树高
大伟岸、坚毅挺拔、抱团紧簇。尤其是
枫叶，春叶青翠欲滴，夏叶遮天蔽日，
秋叶层林尽染。在枫叶的飘拂下，岳麓
书院、爱晚亭显得更加悠久深远；在枫
叶的裹护下，烈士纪念堂、黄兴纪念
堂、蔡锷纪念堂显得特别庄严肃立；在
枫叶的映照下，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湖南师大、省委党校显得尤其朝气蓬
勃……

岳麓山的枫树红叶，历史悠久，源
于杜牧的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岳
麓山的枫树红叶，声名远播，源于岳麓
书院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
麓山的枫树红叶，威力无边，源于毛泽东
的词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我在
岳麓山下生活了 8 年，湖南师大 5 年、
省委党校3年。耳濡目染，深深被枫树
红叶的品格所感动，被枫树红叶的精
神所鼓舞，被枫树红叶的特性所教育。
枫树红叶不怕风霜、勇于牺牲、再接再
厉，是值得人类永远学习的。

我儿时就对枫树红叶有感情。我

家旁边有一株大枫树，喜鹊在这里筑
窝，穿来飞去，叽叽喳喳，喜气洋洋。人
们在这里纳凉，看月亮、数星星、讲鬼
话、唱阳戏，在枫树下集合，从枫树下
回家，好一幅农家夕下图。少儿捡红
叶、拼图案，就像现在的小孩拼积木，
童趣无穷。枫树球还是一个宝，那个年
代感冒发烧、身上长疮，洗个枫球澡就
好了。

在常德一中读书，加深了我对枫
树红叶的感情。常德一中位于太阳山
下、柳叶湖畔的白鹤山上。白鹤山顶有
两株大枫树，30里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两株树上栖息着上千只白鹤，小小
白鹤山名扬省内外，除了抗日战争时
期办的这所中学，也因为两株枫树上
栖息着上千只白鹤。红叶照我去战斗，
白鹤引我去飞翔，在这里读书的学生
没有不发奋的。

1993年至1994年，我在中央党校
学习一年，利用休息时间，从卧佛寺到
香炉寺看了几次香山红叶。十月的香
山，彤红的枫叶衬配苍劲的雪松，雄
伟、壮观、霸气，别有一番北国风光。双
清别墅屹立在红枫翠松之中，标志着
祖国从这里走向兴旺发达、繁荣富强。
当时我写了一首小诗“深秋十月在北
国，结伴香山看红叶。纵然风景撩人
心，专心致志读马列”。我觉得只有这
样，才无愧于红色的指引。

醉花阴三首
蔡建和

重阳

遍地金黄秋色好。果满山
枝俏。佳节更登临，湘上繁华，
极目群山小。

商风奕奕开清照。莫道朱
颜老。四季有风流，留得童心，
竞插茱萸笑。

问天

月叩南窗凉若水。梦醒愁
思起。仰首问蟾宫，桂斫千
年，轶罚何时止。

冤冤相报无穷已。谁解吴
刚累。天帝应宽怀，放却雠仇，
海内同欢喜。

桂花

不屑蟾宫迁世驻。特立持
如故。四季影青青，夏送凉风，
秋把芳馨度。

红尘难懂真孤苦。笃守谁
能侮。但得散余香，飘坠人间，
何惜归尘土。

野草
（外一首）

宁乔

路边，水塘，山上
风一来，点点头
一语不发

二叔在菜园子拔着
一把一把地，渐渐
堆成一个小山坡

深秋，豆角树落藤
然后，茫茫大雪落下来
然后，满园又冒出嫩绿

多么庆幸——
这些淡淡
的命，又被人间收留

山下灯火连绵

黑暗飘落，像海水，从四
面八方围过来

崖涯边。小草，石头，一朵
黄绒绒的小花

默默抱在一起，仿佛是流
落在这的三兄弟

风暴虐的刀子，从正面、
侧面砍过来

也许它们感到了痛，嘶哑
着喊

那年冬天。我爬上山顶
山下灯火连绵

世界真大呀。我感觉
整个身体飘荡着，成了它

们的第四个兄弟

刘丰

资江河畔，往事悠悠。记不
清多少个宁静甜美的时刻，我像
个俏皮的孩子，游玩在时间的旷
野，回望童年的岁月。沉睡的记
忆积满了时光的尘埃,伴随着河
流的涌动慢慢苏醒……

乡人把过境资水称之为资
江，家乡地名也因资江水质清澈
冷寒而得名。儿时的记忆里，多
半与资江有关。她，或静谧温婉，
或波水翻浪，时滔滔汩汩，时涓
涓绵绵，细声吟唱着一辈又一辈
的人间烟火，像一条穿连过去与
未来的时间隧道，虔诚地记录着
昔时的酸甜苦辣。

母亲说，我出生于一个叫作
三尖村的贫困落后小山村，全家
以耕种田地、饲养家禽维持生
活。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吃
苦勤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
母迫于生计，在我不到周岁时，
便举家前往县城，择水相伴，临
江而居，开始了漫长艰辛的小城
求生之路。

在城里租住的房子，距离资
江支流涟溪河不过几百米，这也
给我留下了更多关乎河流的记
忆。租住的房子很小，母亲回忆说
只有 12 平方米，虽是青瓦红砖，
但时常墙潮雨漏。虽简陋如此，月
租金也需40元。对于刚进城的农
民家庭，这笔支出是十分巨大的。
进城后，父母白天在汽车站售票，
晚上挑些水果摆摊零售，迎着清
晨第一缕阳光出发，伴着小城最
寂静的那盏霓虹灯归来。他们潜
沉在生活的角角落落，用最勤劳
的模样撑起整个家庭。

资江河水静静流淌，时间在
不经意间流逝，我也到了上学的
年龄。父母虽未读过多少书，但
是对教育却尤其重视。为了创造
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换租了一
间20几个平方米的房间。父亲在
这个本来狭小的房屋内，隔断了
一个小空间专门用做我的学习
之处。小学时段的记忆就好比河

边的细沙，在生活的反复冲洗
中，能记起的并不多，偶尔一些
片段总是盛夏时节和小伙伴河
边玩耍嬉戏的画面：泼水打闹，
沿河奔跑，有时织一根狗尾巴草
当作饵料，诱捕藏在大石头下边
的螃蟹，那时候单纯又快乐，简
单又满足。

到了中学，家里的生活条件
有所改善。90 年代初，父母在市
场租下了固定的摊位，依然从事
水果生意，尽管仍然劳累，但却
不用再遭受日晒雨淋的苦楚。家
乡是一座工业城市，并不盛产水
果，为了保障稳定充沛的果源，
父亲常常外地进货。他长途跋
涉、日夜兼程，走南闯北。母亲则
负责卖水果。因为节省开支没有
租用仓库，有时候当天没卖完，
就必须有人留下来守夜。夜深
了，在摊位上边架起木板，铺上
棕垫、被子，一张简易的床便搭
建了起来。夏天，高温难耐、蚊虫
叮咬，冬日，寒风刺骨、雨雪交
加。或许，这些成长的煎熬和生
存的疼痛才是生活的本质。父母
从不让我帮忙守过一次夜，只是
一次又一次念叨，一定要好好念
书。

2000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年份。我们在县城买了近100平
方米的房子，我像做了一个美丽
的梦。对我而言，最开心的莫过于
有了自己的书房，有了自己独处
的空间。从新家到资江河岸的风
光带步行不过三五分钟，我常常
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坐在河堤的
岩石上，拥抱江河，阅读时光，回
望先贤。那河面随波摇曳的斗笠
渔夫、那江边村舍里升起的袅袅
炊烟、那沿江道上的人声稠密，都
是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

哲人说，河流是所有人的出
发之地。因为，河流象喻着家园、
历史还有生命的源头和彼岸。我
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
条河是维系乡愁的最牢固的纽
带，既联结过往，又承载希望，最
后流向远方。

李梁宁

退休后被几位老领导、老同事拉到一个老字
号协会干老本行文字活：策划，组稿，审阅；不累，
自由，开心。干活的地方在闹市中心，是个经常举
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每天停车位很紧张。第一天
上班，就被“车位已满，谢绝进入”的温馨提示拒
之门外，我只好开车拐入旁边的另一家单位，结
果被门卫挡住。我忙下车笑脸相求，说是隔壁邻
居，请多关照。门卫个子矮小，但显得精神，他仔
细打量了我，大概认为此人可信，笑着对我点了
点头，让我把车开了进去。

当天下班，我开车出来，很礼貌地交给门卫
10元停车费。谁知这门卫硬是不收，说是单位有
规定，停在单位里的车辆一律不收停车费。第一
次碰上停车不收钱的，我不大相信，赶忙翻包找
到一包精装烟递了过去，嘴上不停地说，“师傅，

太感谢你了，以后可能还要麻烦你，这烟你拿着
吧。”他看了看我，很干脆地拒绝了，半开玩笑地
说了一句，“领导，你这是拿买肉的钱来买小菜呀
——划不来！”我有点尴尬，只好把烟又收回包
里。不过，从此以后，我们成了熟人。每次没有停
车位，我就开到这里，他总是笑脸相迎。

一次，我从他的岗亭路过，看到他正拿着几
张皱巴巴的钞票，愁眉苦脸地对身旁一位妇女
说：“我也只有这些了，先拿去帮爹交入院费吧！”
我知道他碰到什么难事了，忙上前去问他。他告
之说，老父亲生病住院，老婆来拿钱，不够，还差
400多元。我二话没说，掏出500元给他老婆，催
她快去办住院手续。他两口子莫名其妙看着我，
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很快就离开了……几周后我
又找停车位，他刚好看到了，赶紧出来要我开进
去。我停车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钱还给我，一再
说，“领导啊，您是个大好人，我全家感谢您啊！”

我笑了笑说：“我不是什么领导，与你一样，也是
个打工的。”他说:“哪里，哪里，你办的那张报纸我
经常看，还卖过哩，老老少少都爱看。”我十分诧
异：“你怎么知道我办过报纸呢？”他说，“我曾在
报刊亭代别人卖报，你那时常来了解报纸的销售
情况。”真是无巧不成书，过去的客户成了现在的
朋友。

一晃到了年底，那天下班回家，路过那个岗
亭，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站在门口，声音有
点低沉地拦住我说：“领导，年底单位精简临聘人
员，我被解聘了，想请您在这张您办过的报纸上
给我签个名留作纪念好吗？”我回过神，眼睛有点
湿润，掏出笔来，认认真真地签了名。遗憾的是，
当时我连他姓啥都没问就分别了。

我只知道，他看重的并不是我曾经的职位，
而是那张我曾经办过 20 年的报纸，其间连接着
一份平平淡淡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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