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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红专

初冬时节，海拔1400多米的八面山景区，
暖阳普照。游客的车辆把山上的停车位和道路
塞满了，民宿住满了，星空帐篷住满了，“喳西泰”
烤全羊店一天卖出了24只烤全羊！过去的这个
季节，山上冷清得只有原住民和他们的牛羊。

昔日作为贫困代名词的八面山，何以在不
到一年时间就成为湘西旅游新的网红打卡地？

八面山的高海拔台地地形，造就了它独特
的高山草甸和小气候，四季可见壮观的云海日
出和璀璨星空。为了加强旅游开发，以旅游业
带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今年年初，龙山县
将八面山定位为高山户外休闲度假胜地，仅用
短短 9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八面山旅游业态建
设，创造了“八面山速度”：在全国疫情防控期
间，上山的公路改造动工，“五一”通车；高端民
宿三月动工，八月营业；星空帐篷七月底动工，
八月底营业；房车酒店九月动工，十一月营业。

“八面山速度”一靠“逼”：2021年湘西就会
进入高铁时代和航空时代，旅游产业的发展将
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抢占四省市边区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新的制高点，赢取旅游大提质、大发
展的主动权，龙山高位布局，积极谋划从旅游
资源大县向旅游强县新跨越；二靠“蹲”：龙山
县委县政府扎实工作，县委书记刘冬生、县长

时荣芬抓总，蔡龙、黄勇、李冬梅、田大治、魏福
生等一班人，经常“蹲”在各个工程项目的现
场，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工程进度；三靠“拼”，
里耶管委会、里耶镇干部和旅游公司一班人能
吃苦，克服高温、雨季等困难，长时间挑灯夜
战，多数干部每月只下几天山。

如今的八面山，建设了星空帐篷营地“星
云居”，建有星空帐篷、轻奢帐篷、野奢帐篷，多
达 500多个床位，在普通旅行帐篷区为帐篷客
提供自由搭建区、公共浴室、帐篷餐厅、酒吧、
篝火晚会。高品质民宿“八面山居”共 17栋，每
栋都有独立院落，适合家庭和亲友组团度假。
房车酒店配有 25个房车，车内温馨舒适，设施
齐全，每车配套提供一个庭院。在八面山不用
担心吃的问题，羊廐酒吧里有八面山自产的烤
羊、土猪、土鸡和萝卜汤，在餐厅旁有彩虹滑
道、水幕秋千和蹦蹦云，孩子们能在这里度过
美好的时光。年轻人，在大小岩门租上一匹骏
马，可以在草原上策马奔驰，感受高原的清风
扑面。八面山，使人回归自由、浪漫和亲情。

不到一年时间里，里耶、八面山景区，就举
办了星空帐篷节、“云端骑行”赛、“巅峰湖南·
大美里耶”登山赛，举办了“寻找乌龙山抖音
王”抖音赛，“八面山”杯摄影大赛，一时间吸引
了大量户外运动和休闲度假游客的眼光，抖音
赛点击量超过 2亿人次，八面山成为抖音热搜

话题。
八面山自生桥村的吴官文，从打工之地浙

江回到了八面山上，养湘西黑毛猪、烤酒，一天
忙得不亦乐乎；住在八面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的贫困户彭老汉，开了一个小卖部，夏天每
月销货上万元。云顶村扶贫工作队扶持村里办
猪场，今年出栏的 800 头云顶黑猪卖 45 块一
斤，已经预订了大半。八面山上更多的在外打
工者，正准备回来开吃旅游饭；在柑橘成熟季
节，半坡村的柑橘园边停满了小车，村民不再
为柑橘销售发愁了。八面山旅游公司共45名员
工，其中 41名是山上的居民。借着旅游开发的
东风，八面山群众已经登上脱贫致富的列车，
向着全面小康飞驰。八面山也成了全县乃至全
州发展乡村旅游、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一个典范。

当前，八面山已经动工了57公里的环崖步
道，正在谋划从里耶古镇上山的观光索道，打
造四季冰雪项目，预计明年的日住宿接待能力
达到2000人。一个具有无限震撼之美、生态之
美、生活之美、健康之美的高山休闲度假胜地
呼之欲出。

八面山上四季云海，八面山下是出土秦简
的千年古镇里耶。“云上一日，云下千年”，为八
面山的发展点赞，为湘西生态文化公园的美好
明天点赞！

杨丹

言及中国现代诗，洛夫
是一个绝不能绕开的存在。
他被喻为“诗魔”，著作等
身，影响深远，公认为世界
华语诗坛泰斗。

衡南县相市乡燕子山，
是诗人的故乡。这里属丘陵
地貌，山不高，水幽深，时值
深秋，金橘挂枝，油茶飘香，
炊烟、狗吠，鸟语、野花，安
详、静谧。这里生长着诗意，
也流淌着乡愁。

边界望乡

有一天，我跟着鞋子/
去了远方/大战结束后还没
有回来/父亲把骸骨丢在他
乡/魂魄/在风中游荡。

历史的创伤，海峡的分
割，酿成了洛夫浓重的乡
愁。乡愁也成为他终生不愈
的伤口。

洛夫的乡愁诗可分为
“大乡愁”和“小乡愁”。“大乡愁”写的是
对神州大地、故国河山的怀念，牵动其心
弦的是那千丝万缕由历史地理积淀而成
的中国情结，也即是“文化乡愁”。“小乡
愁”写的是对亲友故人的深情爱恋，抒发
其浓厚的个人情感。

1979 年 3 月中旬，洛夫先生应邀访
香港。16 日上午，余光中先生亲自开车
陪他参观落马洲之边界。薄雾氤氲中，望
远镜中的祖国河山隐约可见，耳边响起
鹧鸪“冒烟的啼声”，声声扣动心弦，诗人

“双目尽赤，血脉贲张”，洛老后来回忆
说：“所谓近乡情怯，大概就是我当时的
心情吧。”

之后，就有了这首为海峡两岸广为
传诵的《边界望乡》：望远镜中扩大数十
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
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故国的泥
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
雾。

这内伤一直伴随着洛夫，成为他创
作的原动力和灵感之源。

最可贵的是，在大寂寞大漂泊中，他
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个体生命与浩渺宇宙
之间的和谐关系。他的诗意象鲜明大胆，
是凄凉苍茫哀丽的，也是蓬勃昂扬宏阔
的，具有猛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持久的灵
魂震撼力，还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之美，以
及天人合一的哲学体验。

寻根老屋

“为何雁回衡阳，因为风的缘故。”乘
着东风，游子终于回家了。

1988年8月17日，洛夫偕妻探亲寻
根，回到阔别 40 载的故乡。衡阳文艺界
特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洛夫
十分开心。之后，他先后七八次回到衡
阳，写了大量饱含“小乡愁”的作品，如

《家书》《寄鞋》《湖南大雪》《与衡阳宾馆
的蟋蟀对话》等。

“燕子飞走了，梁还在；孩子离家了，
老屋还在。”这次返乡探亲，洛夫完成了
两件心事：一是到母亲坟上祭拜，二是探
访凭吊老屋，那是他的诞生地和童年生
活的地方。这是他的两个根，血缘的根和
大地的根，没有这两个根就没有洛夫。

洛夫在老屋出生，读私塾，抓螃蟹，
掏鸟窝，帮奶奶锤背……稍长，搭把梯子
才能爬上去的阁楼成了洛夫最迷恋的地
方，因为在这里，他可以静静地偷看叔叔
留下的那一大箱子小说：《西游记》《封神
榜》《红楼梦》《七侠五义》……这无疑就
是日后诗歌创作的一粒粒火种。

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圆拱木窗，绿
苔浸染，老屋高大，寂静，空旷，沧桑，门
楣上挂着“洛夫旧居”的匾牌。在堂屋的
墙上，有几块刻着字的老砖，是建房时专
门烧制并嵌在墙而上的。历经岁月打磨，
字迹已有残损，仔细辨认，还可看出“须
以操作为荣”几字。想来这应是莫氏家训

（洛夫原名莫运端）一类的话语。父亲是
一个商人，没有子承父业的洛夫几十年
笔耕不辍，佳作不断，何尝不是一直谨记

“以操作为荣”，在方块字的惊艳操作里，
到达华语诗坛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峰。

屋右边是棵高大的乌桕树，很有些

年份，不知老树可还记得那
个爬在它身上掏鸟蛋的顽
童？一旁的柚子树，被金黄
的果子压弯了腰，一阵风吹
来，空气中飘浮着草木混杂
水果的清香。没有众荷喧
哗，但最近最静最最温婉又
寂寂的那支荷，却似乎悄悄
地从水中升起，倏尔沁入心
头。

老屋是家，是图腾，是
灵魂安放的地方。

相市烧饼

“刚才奶奶突然想起衡
阳的烧饼，如时间来得及，
可否请带 20 只烧饼来，不
要多，就 20 只！”这是洛夫
在 2015 年 5 月 17 日写给衡
阳诗人罗诗斌的便条。此处
的奶奶指的是洛夫夫人陈
琼芳女士。

洛夫深爱着家乡美食
烧饼，不知是爱屋及乌，还
是相市烧饼确实太有魅力，

伉俪情深的夫人也对烧饼一吃上瘾。当
时，洛夫获首届“李白诗歌奖”，罗诗斌和
10 多位衡阳诗友一道前往颁奖地四川
绵阳为他祝贺。洛夫特地请罗诗斌给他
捎带家乡的特产——相市烧饼。

“洛老说要 20 个，我后来买了 200
个。以为够多了，没想到后来还是不够
分。洛老真的是爱极了家乡的这个口味。
连带着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受到影响，
以吃到烧饼为乐。”时隔多年，罗诗斌仍
清晰地记得洛老收到烧饼时的满足与欣
喜。

在相市老街，一个没有招牌也并不
打眼的店面里，慕名前去的我们吃到了
最正宗的洛夫当年最爱吃的烧饼。店主
莫双起是洛夫本家的一个侄子，做烧饼
已有 30 多年，勤劳朴实，手艺精湛。他
说，每天凌晨 4 点多钟就起床，发烤炉、
和面、烤制烧饼，早些年生意好时，他每
天要做一千多个。现在随着乡村旅游的
开发，做烧饼的人家多了起来，生意淡了
一些，但一天也能卖几百个。

相市烧饼有 100 多年的历史，才出
炉的烧饼更是脆甜馅薄，外酥里香。小小
烧饼散发着百年的酥香和温热，也传递
着洛夫笔下那份对故土的眷恋和热爱。

访杨泗庙

从烧饼店往码头方向走，穿过老街，
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相市乡政府。

在读了 3 年私塾之后，1938 年，10
岁的洛夫进了仁爱乡国民中心小学。小
学旁边有一座杨泗庙。洛夫在这儿读了
3 年书，由纯真的孩童成长为白马般的
少年。因为自小爱读书，课外书更是读了
不少，他作文很好，常是全校第一，老得
表扬。这座庙，供奉的是杨四郎，有庙会
必唱大戏，锣鼓声一响，洛夫就会与同学
溜出教室去看。所以，朗朗的读书声，喧
闹的锣鼓、唢呐声，以及老师抓学生回去
上课的管教声……成了洛夫关于故乡与
童年的又一个深刻而温暖的记忆。

时光荏苒，学校和杨泗庙俱成历史，
让我们想去看看的愿望落了空。相市乡
政府就是在其原址上建成的，院子内至
今还保存着一块石碑，刻着“杨泗庙”几
个大字。

乡政府紧挨码头，耒水绕相市逶迤
而过，由南向北注入湘江。三国时期，诸
葛亮曾在这里屯兵征赋。为纪念此事，相
市又名“相公堡”。河对岸，还建有相公祠

（武侯祠），不远处，还有孔明塔一座。
悠悠耒水，曾见证武侯的风云，也目

睹了洛夫的远行。13 岁的少年，包里装
着他最爱读的书和最爱吃的烧饼，与父
亲一道在这个码头乘船前去衡阳市求
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异乡之旅。从
青年时的“一度流放”（从大陆到台湾），
到晚年的“二度流放”（由台湾到加拿大
的温哥华），洛夫一直在漂泊，也在漂泊
中创作了“天涯文学”，构建了“天涯美
学”。

当地人介绍，洛夫回乡时，曾站在那
块仅存的“杨泗庙”石碑旁，肃静凝视，久
久不语。

流浪的那滴泪，可找到了安置的脸？
想来，洛夫那时心中应该有了答案。

张家界夜兴
（三首）

甘建华

天子山，兼怀贺龙

寒夜里，天子山巉岩上的
一树茶花，与飞雪说着梦话
它的寂寞开放，是为了
记录自己的年华，也是为了
躬身山中挖黄精的妇人
坐在火塘边抽水烟的阿爸
它喜欢黑瓦上袅袅炊烟
白狗轻吠，鸟儿问答
还有一群紫蝴蝶，正在
风雪中，赶往春天的路上

犁青山庄，兼怀洛夫

并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山庄
峰林深处，花瓶岩溪涧边
三十二年前，确有洛夫的梦想
犁青、李元洛、孙健忠
两岸三地的文人，拟出赀
各建一房，或者半房
来访的友人，手植一株桃李
修篁，则随它任意生长
嬉笑随流水，今夜
温暖了异乡客，还有雪花

定山神针，兼怀陈复礼

三千座奇山异峰
八百条溪流
皆因一根定山神针
成就了武陵源

一只苍鹰飞来助兴
反复盘旋于峰顶
惊诧于摄影大师的慧眼
成就了国际张

美在湘西北的张家界
有近邻 亦有远亲

宋扬

小区里，一棵蓝花楹在冬天的
树丛鹤立鸡群。

在刚刚过去的秋日，树木王国
的银杏显然是头戴金冠的国王，君
临天下，满城璀璨黄金甲。然而此
时，银杏如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只剩下残身在苟活，不得不在时令
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俯首称臣。

然而，风中的银杏毕竟辉煌
过。所以，小区里那棵战斗过的银
杏树不是末代君王，是挺立在寒风
里的悲壮英雄，让你想起不肯过江
东的楚霸王，想起精忠报国的岳
飞，想起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
祥！

中午，我在食堂三楼望对面一
棵梧桐树。梧桐树叶的红低调而灰
暗，绝没到妖冶的程度，恰与背后
十多年的墙砖颜色浑然一体。梧桐
叶与人手最为形近，却已如垂垂老
者的手毫无生气，既看不到血液的
流向，也辨不出爱情与生命的线

条。它们就那样蔫蔫地命悬一线，
似乎马上就要掉落，可是过了几天
去看，它依然悬在那里。银杏叶片
太小太轻，一阵北风即簌簌如雨；
梧桐叶宽大厚实。树下，那个老妇
从凳子上起身，蹒跚离开，摇摇晃
晃地，仿佛一片从枝头飘下的叶
子。

还是更喜欢那棵蓝花楹，不是
因为它曾开过粉蓝的花，是它绿得
好像忘了冬的存在。这脆生生的绿
在梧桐叶上不曾出现过，它小小的
叶片不如梧桐叶一样贪婪——梧
桐叶总是摊开手掌，试图握住更多
阳光，却蒙上了太多的尘埃。蓝花
楹懂得有舍有得的真谛。开花时，
只在绿叶间藏一串串深深浅浅的
蓝，并不如银杏一样轰轰烈烈；冬
来到，小小的叶片青嫩如初，在阳
光的照耀下，你能看到绿色的血液
在奔流。

蓝花楹的日历完美屏蔽了冬，
它的叶片就这样静静地绿着，绿到
下一个花期……

刘琦

盖湖湘之盛，在人才之盛。人
才之盛，在重教致用。昔茂叔开濂
溪一脉，子美题石鼓之诗，朱子治
岳麓书院，壬秋教船山之徒①。是
以文运昌隆，洞庭涌风骚之浪；英
雄辈出，湘水扬文化之波。

宁乡，荆楚旧地，文化名都。
地多秀美之所，人多经济之才。更
有四方盛景，造化所钟。望北郁
秀，惠我学子；桑麻四野，芘荫儒
林。雨过楚江，且喜一篙春水；云
开靳水，尚饶半日征帆。秋凉密
印，柳暗花明，霰生灰汤，月明回
龙②。当此奥区，足堪规模志士，
化育英雄。故官山有南轩之居③，
沩山留裴休之墓。崇文尚礼，庠序
气象井然。重教尚学，耕读之风尤
盛。

云山学院，开绝学在城南、岳
麓以前，续正传于乾道、绍熙之
际。四周皆山，群峰叠翠；二水回
澜，倒影涵虚。云壑晴岚，雾起而

山隐；长桥夕照，水落而江空；桃
李阴中，幽径常迎学子；石泉声
里，危岩时倚云僧。悬崖飞瀑，自
开图画；云寺钟声，遥合书声。奎
阁凌云，插汉干霄，登楼远眺，四
面云山尽在几席；方塘倒影，荇藻
交横，自岸而望，金碧楼台皆入其
中。将军立学，本求格致正诚本
领；四髯而继，始为救国救民图
存。教以科学民主，声声皆关家
国；学以明体达用，事事务求治
安。师皆明哲，执鞭既为大儒，投
笔而成良佐；生怀志气，在帐寒门
子弟，出则国之栋梁。步云亭外，
曾见伟人游学；崇道堂前，尚余何
谢激昂④。五二学子，携手而入黄
埔；一方书院，遂成革命摇篮。

庚子初夏，吾游书院，见古树
参天，凉风吹苑；惠草绕阶，馨香
弥庭。室聚生徒，朗朗书声绕屋；
窗连夏木，嘤嘤鸟语敞扉。乐此间
化雨宜人，春风坐我；看诸生文章
华国，经济匡时。

抚今追昔，涵咏深沉。盖与时

进者则国进，与国强者则人强。致
天下之治者在人，成天下之才者
在教。救国图存，先烈之力；复兴
强盛，吾辈之机。时逢盛世，举国
重科教之力；恰遇良时，寒门得施
展之机。当击楫竞渡，惟争鼎元，
经世致用，不负韶华。与湖海英
雄，致力强盛；并三湘子弟，共赞
复兴。

注释：
① 茂叔、子美、朱子、壬秋分

指周敦颐、杜甫、朱熹、王闿运。
②望北、楚江、靳水、密印、花

明、灰汤、回龙分指宁乡境内山川
名胜望北峰、楚江、靳水、密印寺、
花明楼、灰汤、回龙山。

③南轩指张栻。
④将军指刘典，云山书院由

其倡导创立；四髯指宁乡籍革命
家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
波，四人先后在云山书院任教或
担任校长；何谢指何叔衡、谢觉
哉，两人曾在云山书院演讲革命
道理。

云山书院赋

人
新新

风景正好八面山

长
在
冬
的
几
棵
树

游客在八面山观看日出。

洛夫旧居。 夏夏 摄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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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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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只是历史中流浪了许久的那滴泪
老找不到一副脸来安置

—— 摘自洛夫《石室之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