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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苗儿滩，山势向上，路如飘带，紧
紧缠着山腰。村寨一一掠过，满眼是那种砖
瓦的小洋楼，虽然不免有些单调，但我知
道，这也是一种变化，一种见证。

车厢安静下来，只有微微鼻息，以及各
种打盹的憨态。从洛塔出发后，车厢便众声
喧哗，沸反盈天，大家止不住感叹，尤其是
洛塔的今昔，让人振奋。

我小眯一会，便被洗车河哗哗流水惊
醒。山扑面而来，湿漉漉青葱欲滴，捉摸不
定的雾，时散时聚，山在虚无缥缈中迷迷茫
茫。

惹巴拉，是此次龙山行的第六站。23年
前，因为湘西的百所希望小学，我曾在龙山
的里耶、长潭、召市、苗儿滩、惹巴拉、洗车、
火岩等地采访。同窗田雄甲，那时就是龙山
一县之长，记得当年他陪我走遍大半个龙
山，在颠颠簸簸中见识了龙山道路的崎岖险
峻。好几次我们的车陷在泥泞道上，都是村
民拽呀扛呀，才得以脱险。

路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山路虽然
弯弯，但拓宽后铺上柏油，行车如磐，平稳中
油然升起一种时代感觉。

惹巴拉，美丽的地方，这是土家语的意
思。我喜欢这个名字，我相信它有远古的色
彩，它神秘而富有韵味。

1997年，我采访途中来到惹巴拉的人
字桥上，它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的风雨桥，
它勾连惹巴拉三个村庄，我当时简直惊呆
了，这山野处，竟有这巧夺天工的尤物。我
忘记了我的采访任务，我在桥上足足坐了
一个中午。洗车河，靛房河，两水交集、糅
合，溅起层层浪花，流水变成很奇妙的音
乐，四野只有蝉喧，夏花在河沿静静开放，
偶尔有水撞击岩石的声音，变成了一种大
自然的节拍。

我就斜倚桥亭，怔怔看清澈无尘的水，
听悠长而天籁的声音，惬意而享受。

这么美丽的地方，这么神奇的景区，这
么精巧壮观的构筑，从田野考察中我们知
道，它是商周的古城址，它是王逗留过的地
方。我无限的感慨，惹巴拉，即使没有人文
的支撑，仅凭那一座风雨桥和四野美景，它
也可以撷住人心，让你放出两眼的光芒。那
个中午，让我思绪万千，情不自已，只能用
俗语赞它了。它是遗落于山野中的一颗明
珠，它是未能撩开面纱的新娘。我想，这应
该是旅游的秘境，有一天，它会惊艳世间。

捞车河水流了万万年，它悄无声息，泱
泱而去，当今天我们一众人在人字桥上谈
笑风生时，三分感叹，七分醉意时，无不翘
首以赞，惹巴拉，惹巴拉!

惹巴拉没有秋意。
惹巴拉的山没有秋意。清晨，你推窗四

顾，山郁郁葱葱，绿在流动，一山连着一
山，茂茂盛盛，那里有一点秋的苍黄，树叶
迎风招摇，一片片稳稳地挂在树上，秋风
也吹不走它的青春，若有雨水的滋润，简
直是黄花少年。

惹巴拉的水没有秋意。虽然流了千年
万年，它仍然是孩童般的笑声，哗哗流过
去，天真而明澈，像少年藏不住心思，一眼
望到底，它有野性，嬉闹打斗，总溅起一片
欢愉，这只有夏天，才可见到，山里的孩子，

赤条条扑向溪水。
惹巴拉的人更没有秋意。这个微雨的

日子，我们在惹巴拉寻访，村村寨寨，到处
洋溢幸福的笑脸，当然，你可以警觉那些安
排的节目中的笑脸，但偶遇中的人的笑脸，
一睨就可以闻到幸福的气息，在茨岩塘、太
平山、茶园坪、洛塔、比耳以及后来的里耶、
八面山、白岩洞等处，脱贫后的乡民，眼晴
中都泛着笑意，他们一挥手，一投足，都有
一种满足感，自豪感。20多年前，我在湘西
的寻访，除了感受贫困外，还是贫困。尤其
是孩子们怅惘、渴求的眼神，总让你读出一
种艰难。

今日的惹巴拉，满脸春风。我们投住的
民宿，是两夫妇前年投资上百万的客栈，旧
宅地上的大投入，看好惹巴拉的旅游前景。

这是山水好，人好，政府这么大的投
入，我们有信心啊。

老板娘笑呵呵。我们恭喜她发财。
莫讲发财，总算有个家，免得到外面去

打工。
说完又是一阵响铃般的笑声。
这种笑声我在惹巴妹外贸工厂听到，

一个敢作敢为的土家妹，把残疾姐妹组织
起来，用勾针编织惹巴拉美丽充满智慧的
图景，小小织锦，走遍五湖四海。

惹巴拉矿泉水，龙山腹地之泉，汩汩流
进人的心田，泉水的笑声是如此甜美。

比耳村的甜橙，满山满坡，我们询问，
这么好的脐橙，为什么长沙见不到？

比耳的脐橙全部远销欧亚，外贸可卖
得起价，可卖 5 元钱一个，我们看到的都
是待字闺中，早就名花有主了。

满枝的挂果，是一张张满面春风的笑
脸，在绿叶的包裹中，笑意盈盈。

………
惹巴拉让春风吹拂大地，驱赶这个有

些寒意的落寞秋天。
我驻足在惹巴拉宫的中心广场，在山

环水抱这片难得的旷野中，惹巴拉宫堪称
雄伟建筑，这是土家族灵魂的栖息地，黛青
而泛出古意，庄重而威严，但这个秋天，那
些载歌载舞的土家少女的摆手舞，打败了
浓浓的秋意，把春天般的欢腾奉献给大地，
只有挖断穷根的人们，才可能这样欢欣鼓
舞。

这种见证，在往后的日子愈发显见。
一个小小的村庄，喜气洋洋，他要举行

揭牌仪式。天也格外佑人，这是我们龙山行
的唯一一个晴天。

作家水运宪，一部《乌龙山剿匪记》
赢得天下名，他要为自己亲书的“乌龙
村”和“乌龙山大峡谷”揭牌。这可是乌龙
山村的名誉村主任第一次履职。当谭谈
动情说，我们今天是来送亲的，把水哥嫁到
乌龙山……水运宪眼中闪出泪光。

一个作家把作品写在大地，一个作家
把虚构变成真实，一个作家能够用作品参
与向贫困宣战，这是幸运。

作品为老百姓碑口相传，幸莫大焉。
只有如此，作品才不会秋寒向晚，才能不
断焕发生命活力，永葆青春年少。

龙山行，到处所见是春意勃发，惹巴
拉深秋一日，我居然感受不到秋和落叶的
迫近，这个惹巴拉之秋，老迈，落寞，寂寥，
都未能在我心中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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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孔明塔下，江面、沙滩、塔顶皆弥漫
着一层薄雾，眼前一片迷蒙。

我们在塔的周围徜徉，没有急于登塔，而
是等候雾散。曾当过相市乡党委书记的倪本
利老先生说，拾级而上，台阶三十六，寓意诸
葛亮神机妙算、巧施三十六计。凝望雾罩的耒
水，我想起史上那一夜著名的草船借箭。

渐渐地，暖暖的冬阳随倪老娓娓述说，拨
开了层层轻纱，逶迤的耒水不再迷离，峭拔的
孔明塔清晰起来，沉淀的历史人文随着金色
的阳光顺塔倾泻而下。

孔明塔，也称相公塔，距衡南县相公堡(今
相市街)约三里，静坐相市乡沿江村官塘组，伴
耒水，依官塘，一河一池将它偎依怀中。西靠
金钱山，北观龙脑山，小山萦回又把它围半个
圈儿。东与相公书院(现已圮毁)琴瑟对应，南
与相公祠隔河相望。在这种布局中坐落，也算
是占尽风水。或许建塔人的有意构筑，这座层
层内收楼阁式八边七层形宝塔，高31米，无意
中让人将诸葛亮排八阵七擒孟获、酬三顾事
一君以忠联系起来。塔下相伴而生成双成对
的鸳鸯樟，自然长成，古老苍劲，株数正意合
诸葛亮六出祁山。鸳鸯樟沐风雨而不倾，经霜
雪而不倒，仿若六位久经沙场的宿将，夙夜守
护着孔明塔，无怨无悔。塔的底层供奉孔明本
尊像，器宇轩昂，沉静端穆，生气逼人。塔身漆
栋画梁，庄重秀丽，颇有气势。整座塔出檐简
练，雄健有力，翘起的尖尖檐角，有飞往蓝天
之势。

登临塔顶，浓雾散尽，空气明净。环顾四
周，眺望八方，无论从哪个角度谛视，都会发
现恢弘里蕴含温婉秀美，洒脱中流淌清宁简
洁，足够让人性灵陶醉。远处，睡在水上的鸟
岛半遮琵琶，影影绰绰，通往江口的县道蜿蜒
绵长，白白细细；近处，金钱山上的树木有些
浓淡深浅的消瘦，但润着耒水的滋养，仍勃勃
盎然，显得茏郁。暗绿色扑奔而来的耒水，水
中央的两个小洲，或似深情的明眸，凝望着宝
塔，或似探背的巨龟，沉眠于江面，或似绿色
的船只，永泊在那里，让人滋生亲近探究的冲
动。传说金钱山是天上钱公钱母下凡憩居之
地，他们各投一枚钱币于江中，便形成两个小
洲，洲上各有一处泉眼，泉水旺涌，经年不息。
亦有传说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间，诸葛亮
途经耒水急水滩(今衡南县相市乡沿江村官塘
组相公滩)，为此处山光水色风水福地所深深
打动，遂靠岸留宿，定滩练兵，特在龙脑山脚
建驿筑站，汲官塘水煮茶为炊，还将这两个小
洲视作荆益二州之棋盘，推演八卦，排兵布
阵，常望洲上的两处泉眼，洞世事，察天机。

时近中午，天空澄蓝得愈发纯粹。吮吸着
耒水官塘水分的孔明塔，在茂阳中放着熠熠
光华，显得威武雄壮，透着骨气灵性。历史尘
封的笔迹折射而来，模糊而又深刻。《清泉县
志》载：“蜀相诸葛孔明督赋蒸湘，常泊舟陪宿
于兹。”嗣后，这一带百姓相继集资筑相公塔、
相公祠、相公书院于耒水之滨，以垂纪念，每
年于诸葛亮的卒日——10 月 8 日绕塔参拜，
缅怀一代名相。孔明塔历经千年沧桑，饱经岁
月磨难，几度毁损。今之孔明塔，已非曩时之
塔，是官塘开明的倪家兄弟于诸葛亮诞辰
1835周年（2016年）之际捐资动工重建。虽非
古迹，没有斑驳老态、悠悠古魂，也无法在抚
摩中穿梭或再现历史场景，以满足访古寻幽
者的愿望，但铭先贤、励后学，在催人奋进、勿
忘报国、光耀梓里的层面上，却尤显珍贵，是
可弥补缺憾的。

新塔建成后，官塘人为塔生色，又在塔下
修公园，葺房舍，筑亭廊，美塘池。塘中有亭名
迎雅，四根漆得鲜红的圆柱上刻有两副对联，
字迹灵秀，意蕴高远。前联曰：“前知耒水鱼戏
浪；后识青山鸟鸣歌。”后联曰：“塘面虽微，能
由众鲤跃龙门；亭楼不大，欲引群英临宝地。”
亭联抒发了官塘人的胸襟姿态，也从一个侧
面印证重建孔明塔的缘由。塔亭池廊的和谐
构建是唯美的，透露秀雅风韵。塘水澄澈无
痕，在塘边徐行，让人诧异难忘的是依依塔
影。岸上的塔直指青天，出落得亭亭玉立，水
中的塔深沉塘底，衬托塘水洁净幽深，心情会
跟着一澄到底的清澈和静定。只不过，偶有风
起，悄悄颠簸的水纹便如金钱山上钱公钱母
撒下的铜钱，塔影亦随之微微颤动，似乎在向
沉默不语的塘水诉说自己不凡的身世。

塔影的感受是多重的，委实难以概全。若
是晨晖、夕照、霏雨、霁雪、月夜之下定会更加
楚楚可人，更加引人遐思漫想。默默地盯着塔
影，我想象着诸葛亮铁马冰河的传奇人生，心
头回荡起相公祠那副对联的右阙——“收二
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
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继而想到相市乡现
当代名人和回乡创业的在外贤达，恍惚闻到
万亩油茶千亩桃林百亩荷田飘来幽远的清
香，眺望到一只燕子飞离折回燕子山诗意的
弧线、以融雪的速度奔回的背影。或许，这塔，
不仅仅是一座塔，已成激励他们向上的图腾，
促使他们创业的徽帜，牵引他们回乡的路标，
召唤他们归家的乡愁。这塔，已在风雨里汗水
中倔强地分身成无数座象牙之塔、文学之塔、
创业之塔、富民之塔……

登塔归来，复经托塘、白衣、虎塘、仰山，
漫山皑皑的油茶花，先前在雾中隐隐约约，此
时显得特别精神，加上新垦的梯形黄土，胸襟
自然开拓，眼前一片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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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三记
（组诗）

甘建华

咱们去栗山种橘吧

栗山在湘阴，在洞庭湖以南
滨湖平原，屈原种橘的地方
橘树已经不见了
根脉还在，气味依然
楚国子民的后裔
微微细雨中，灼灼烈日下
似觉橘树还在生长
那个瘦长的男人
火中燃烧的脸
在栗山的林木深处
倏忽闪过

栗山是一个令人颤栗的动词
带着电光火石
随周瑟瑟去了拉丁美洲
与阿根廷发生奇妙地碰撞
大海与星辰下的写作
借助中文古老的语言
让我知道一个祖母级的诗人
葛莱茜拉·马图罗
她的名字，是舞动的水？
汹涌的水？沉睡而孤独的水？
抑或孔波斯特拉的雨声？

柳庄观左宗棠书法

耕读传家。这个著名的雕塑
让我蓦地想起
湘上老农，健硕的块头
与蔑视一切的眼神
此刻，他正在池塘边的粉墙上
秉烛夜读，一个晚清的湘北塾师
两株柳树，后人栽种附会的
左公柳。园内各处拓印的墨迹
连出恭的地方都不曾放过
难以超迈的对联隽语
书法雍雍穆穆
洵洵有儒者君子之象
无人能够模仿的“左”字
酣畅淋漓的浓墨
如同铁崖，苍劲有力
最能见出湖南人的霸蛮

与燎原大兄及一帮诗人
围坐而谈，湘军不世出的人物
天下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尔后，将五元一杯的
姜盐芝麻豆子茶
一饮而尽

樟树港辣椒

听说过樟树港吗
出产一种羊角状辣椒的地方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刚上市一斤曾卖过两三百元

左宗棠大帅的故乡在那儿
诗人周瑟瑟胞衣地也在那儿
樟树港人的骨髓与血液
都有擂辣椒的因子

两湖一港，傍水依山
土壤与小气候特征明显
广告也很邪乎
生猛远逊于衡阳辣椒

樟树港辣椒就像湘阴方言
却比长沙话软糯动听
以至于回家许多天
耳边还听到一个女孩与我打招呼

苏景文

“山多情，水多情，有个地方叫望城……”
从空中鸟瞰望城：湘江蜿蜒北去，

沩水逶迤西来，麋峰巍峨东峙，团头湖
碧波万顷，月亮岛静卧江心，书堂山稻
香泉涌……这样的山环抱着这样的水，
这样的水缠绕着这样的山，犹如一幅大
型山水画徐徐展开，又似一只五彩斑斓
的蝴蝶振翅欲飞。

望城山水的多情是大有来历的，也
是出了名的。

这份多情啊，回荡在文人墨客的浅
吟低唱里。

古时，乔口是由洞庭湖入湘江、溯流
而上长沙的必经之地。于是，怀才不遇的
三闾大夫来了，一次次徘徊吟啸，把愤懑
和苦闷倾泻在江水里，发酵出了中国诗
歌的浪漫之源。命途多舛的贾太傅来了，
凭古吊今，感时伤世，为屈大夫也为自己
发出了悲愤的呐喊。穷困潦倒的杜少陵
来了，“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尽管
坐着孤零零的破船，拖着疲惫的老病之
躯，笔下的景物却依然明丽动人，也许是
江南早春的气息给了这位风烛残年的老
人心灵的抚慰吧。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
的三颗巨星汇聚于此，乔江的夜空怎能

不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这份多情啊，雕刻在穿越千年的铜

官陶器上。
熊熊的窑火烧出了大唐的繁华气象

和绚烂多彩。李群玉有诗为证：“焰红湘
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
响闻。”有声有色，何其壮观！见多识广的
诗圣从北方过来，从未见过如此场面，惊
喜之余，误以为是“春火更烧山”。长沙铜
官窑是世界釉下彩的发源地，也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出发点，还第一次把诗歌书
法绘画等元素完美融合到陶瓷艺术中。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
春鸟弄春声。”真是写不尽的春色春趣春
情啊。“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
生迟，我恨君生早。”用情有多重，陶纹就
有多深。没有山盟海誓，只有抱憾终身，
幽幽的深入骨髓，不经意间刻入陶罐，也
惊艳了唐诗。

这份多情啊，流传在功臣宿将的传
奇故事里。

靖港扼湘江逆上长沙之要冲，历来
为兵家必争之地。旧有戏台，其联云：溯
湘水南来，百里河山，仗此楼台锁住；唱
大江东去，九天烟云，好凭弦管吹开。视
野开阔，气势不凡。靖港原名沩港，唐朝
开国之初，大将李靖领兵讨伐萧铣，平定

江南，曾在此安营扎寨。为了纪念他，当
地百姓改沩港为靖港。清朝同治年间《长
沙县治》记载：“唐李靖驻兵于此，秋毫无
犯，百姓德之，名曰靖港，以志不忘。”李
靖与红拂女的故事在民间也广为流传，
英雄的传奇版本上又涂抹了些许浪漫。

晚清的曾文正公就没有这么好的
运气了。翼王石达开的太平军与团练大
臣曾国藩的湘军在此对垒，两军杀得天
昏地暗，曾帅起家的老底几乎赔光，羞
愤交加，情急之中，向江中纵身一跃，幸
亏幕僚章寿麟眼疾手快将其捞起。否
则，晚清的历史将被重写。我想，即使没
有章寿麟，温柔的母亲河也不会忍心看
着这位将来号称半个圣人的栋梁之材
葬身江底。多灾多难的大清还眼巴巴望
着他收拾残局、荡平东南呢。章寿麟也
自云：“以见公非偶然而生，即不能忽然
而死。”

这份多情啊，深埋在革命先驱的诗
文遗嘱里。

工人运动领袖郭亮就义前夕，给妻
子李灿英仅留下寥寥数语。“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
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没有气吞山河
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缠绵悱恻的卿卿我
我，儿女之情、报国之志却在字里行间缓

缓流淌。
被誉为革命母亲的陶承，丈夫和两

个儿子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回忆录《我的一家》影响了几代人。她在

《五律·孤燕》里怀念丈夫：“梁上有孤
燕，朝去暮归来。独宿凄凉甚，喳喳费我
猜。玫瑰红朵朵，青春能几回。回忆当年
事，犹然令人悲。”其情也真，其悲亦切！

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生前曾
写信给毛主席，并附上《菩萨蛮·惊梦》一
词：“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
六 载 无 消 息 。醒 忆 别 伊 时 ，满 衫 清 泪
滋。”对丈夫的无尽思念和哀痛尽在其
中。毛主席读后，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
来的人民领袖，悲从中来，情不自已，挥
笔回赠了那首催人泪下的怀念亡妻之作

《蝶恋花·答李淑一》。
多情的山水啊，你孕育了多少游子

情、思乡情、儿女情、伴侣情、战友情、家
国情？这情似悠悠湘水长流不息，这情如
巍巍麋峰万古长青。

多 情 的 山 水 啊 ，我 能 为 你 做 什 么
呢？我就沐浴在这静谧的秋光里，沉醉
在这无边的秋色里，什么也不做，什么
也不想，默默享受这山河无恙岁月静好
吧……

登云麓峰

麓山寻胜迹，江水浣云心。
茂树苍颜浅，名亭醉意深。
松风清耳目，蕙气袭衣襟。
百舸争流急，潇湘万马骎。

农耕晚归

西山落日圆，七彩出东边。
树鸟归巢噪，池蛙上岸眠。
青苗枝叶壮，棚架果蔬怜。
劲起锄禾晚，躬耕半夜天。

诗二首
邓星汉 贺郴州楹联协会

成立三十周年联
杨英

上下片似半条棉被，卅载联心初见；
仄平声荡一缕春风，万古郴水长流。

山水多情看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