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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邦

记得上世纪 60 年代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

句歌词：“通向天堂有大路，人民公社是金桥。”如

今，人民公社已成历史，但金桥还在乎？

阳光明媚中，我们走进了金桥。

长沙县高桥镇的金桥村，离星沙县城 50 公

里，总面积 21.5 平方公里，总人口 3900 多人。这

里，是高桥老街的所在地，自古以来，就有产销并

举既农又商的传统，盛产水稻、湘莲和绿茶，明清时代 48 茶庄 72

店铺远近闻名。

这里，阡陌纵横，田园层叠，炊烟袅袅，瓜果飘香。金井河清

澈见底，波光粼粼，载着两岸的安宁与甜蜜缓缓流淌，从村中蜿

蜒穿过，投入湘江的怀抱；玉皇山、三尖林巍峨挺拔，郁郁葱葱，

山中古树参天，寺庙林立，更添了金桥的壮丽与神奇。

村口，一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敞开胸怀，热情地迎送络绎

不绝来此观光的客人。路的两边，成行连排俊俏、葳蕤的枫树迎风

招展，傲然挺立，毫不掩饰地将村民们的满足与自豪展露无遗。

许是秋婆婆的到来，枫树已悄悄地换上了新装，从下到上，

由外及里，由绿泛黄，由黄转红，从浅红变为大红、深红，直至红

遍全身。一眼望去，像一炬炬升腾的火焰，又似一团团萦绕的晚

霞，将整个金桥染成一个赭红的世界。煞是好看！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惊叹之余，我不由得吟

出了这句古诗。此地此景，不正是唐代诗人杜牧笔下的写照么？

“金桥为何对红枫情有独钟？”我好奇地打问。

“红枫代表相思，让我们记住乡愁，让外出创业的人记得家

乡的味道。”村支书史勇维感慨不已，答话里充满了诗意。

是啊，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为国家建设发展献力，可不能让

他们的家园荒芜、冷落！

老街后面，是一片开阔地，虽然秋天已近尾声，是作物生长的

淡季，但青菜、豆角、辣椒等蔬菜不甘寂寞，仍然在顽强地汲取阳

光与土壤的营养，实现快生多产，为丰富人们的餐桌尽己所能。

菜地中间，有一小块地方，面积约 300 平方米，四周以青砖铺

路，栏杆围挡，里面花草茂盛，吐红争鲜，典型一精致、玲珑的小

野地花园。

我探身凝望，只见吐着鲜红花瓣的美人蕉，撑着状若雨伞叶

面的风车草，还有佩剑满身霸气凌人的花叶芦荻，密密匝匝，挤

成一团，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争先恐后将水灵、鲜活与绚丽肆

意挥扬。

“这是净化生活污水的人工湿地。”见我们心生疑惑，史支书

解说，“美人蕉、风车草、花叶芦荻都是吸收氮磷的‘高手’。”

我们恍然大悟，了解到“花园”的真相：在这些花草之下，隐

藏一口深水池，村里各家的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流入池子，通

过里面的格栅池、厌氧池先后去除渣滓与有机物，再将污水抽上

来，浇灌在这些花草上，由花草吸收净化后，从底下的卵石、沙砾

层过滤出去，就成了透彻、明亮的纯净水了。经检验，达到一级 A

类标准，不仅可以养鱼，人畜饮用也没有丝毫问题。

真的吗？污水也能饮用，太神妙了。千真万确！生

怕我们怀疑，支书的回答斩钉截铁。

“这需要多少投资？”身为财政人，对投资颇感兴

趣。“150 多万元。”支书回答。“钱从哪里来？”我知

道，办任何事，少不了一个“钱”字。“政府投资，从治

理生态环境专项中解决。”陪同一旁的镇党委书记彭

万贵插话，“金桥的群众基层好，积极性高，是全市生

态环境治理的示范点呢！”

当有人介绍我是省财政厅的老领导时，史支书

马上转过身来，冲着我，“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不好

意思领谢，岔开话题，“拨款够吗？”“当然不够！”“那

怎么办？”“想办法呗！”“情愿吗？”“情愿！情愿！这是

大好事呀！”话语干脆，他连说了两个“情愿”。

多好的带头人啊！我无需再问下去。

望着那脱胎换骨、明净如镜静静流淌的“污水”，

像乖孩子般地向金井河奔去，我心中如滔滔江水，激

起了翻腾的浪花。如果广大农村排放的污水都成这

样，那江河湖海、万物生灵该多么高兴，我们的生态

环境又何愁不能彻底好转？

金井河边，竖立一块宣传牌，上面白底黑字，是

一封“清水行动”倡议书。当我读到“从我做起，从身

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让水更清，岸更绿，家更美”时，

豁然开朗，算是彻底了解了金桥人的心声与行动。

沿河西岸，是一排排绿树簇拥，漂亮、整洁的楼

房，或红瓦、或绿瓦盖顶，或涂料、或贴瓷饰墙，或金

属、或原木精制门窗，各具风格，各有特色，与远近散

落在林间、山脚、路旁造型别致、风味十足的农庄、商

铺、民居遥相呼应，相映成趣，与蓝天白云、青山绿

水、田园阡陌携手一道，构成一幅天然、美丽、迷人的

乡村画图。

我们边走边看，被眼前鲜亮、气派的民房所吸

引，好生羡慕金桥村民宽敞、舒适的居住条件与环

境。

突然间，我发现，在一栋民房门口墙上，挂一块

精致的小木牌。走上前去，只见小木牌暗红油漆打

底，镌刻描金，在上工工整整书写着几行字：“宁让

人，勿使人让我；宁吃亏，不使人吃亏。”

见我凝望良久，史支书跨上前来，告诉我，这是

村里的“家训牌”，每家每户都有，牌子由村里统一制

作，“家训”则由村民根据自家实际情况拟定，挂在门

口，每天出进都能看到，既让每个村民以“家训”为鉴，日行三省，

又烘托气氛，促进全村的文明蔚然成风。

果然，一路过去，每家门口无一例外，都挂有一块“家训牌”：

“友善宾朋，和睦邻里，尊老爱幼，帮亲助戚。”“积谷防饥，积德防

老；送子读书，儿行孝道。”“干本分活，行侠义事，做正直人。”“先

尊重别人，才能让人尊敬。”虽内容各异，语言平实，但朗朗上口，

通俗管用，倡导和谐文明、弘扬真善美的正能量尽在其中。

在村中一扇墙垛上，我看到了一幅巨幅水彩画：一老一少两

个人，中间放一盆暖水，小伙子蹲在地上，毕恭毕敬、细致入微地

替坐在轮椅上的老奶奶洗脚、擦脚、剪趾甲；年迈的老奶奶高挽

裤腿，双手搭膝，像小孩子似地顺从地接受小伙子的服侍，一脸

的幸福在荡漾。多么温馨、感人的场景！

在金桥，我们还参观了家风家训馆、雷锋号志愿者服务站、

邻里帮扶中心等精神文明建设场地，传承弘扬文明道德、行动实

干的好人好事不胜枚举，无处不在，似烂漫的山花竞相开放，无

不闪耀出新农村新风尚、新气象的光芒。

是啊，如今的农村物质条件好了，生活富裕了，日子过得一

天比一天顺心、甜蜜，老祖宗传承下来的道德风尚，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可不能丢啊！

郭桥，一座百年老桥，横跨金井河水，是金桥村的交通要

塞，它历经风雨沧桑，承载担当与使命，见证了新

时代新农村的深刻变化，是金桥人的生命之桥、幸

福之桥，一座通向“天堂”的金桥。

清水，在静静地流淌。我站

在桥上，金桥的美景尽收眼底，

鲜花盛开，绿意满园，气象万千，

欣欣向荣。我看到了金桥的安居

乐业、勃勃生

机，也看到了

金 桥 人 的 美

好 梦 想 与 璀

璨未来！

苏景文

铜官很像湘西凤凰。凤凰有沱江穿城

而过，铜官有湘江逶迤北去。凤凰是座山

城，因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高飞的凤凰而

得名。铜官也是山城，云母山绵延数里，工

厂民房犬牙交错，铜官人用废旧的陶缸围

墙，琉璃瓦盖房，远远望去，房屋林立，烟

囱高耸，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别有一番风

味。凤凰出名人，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

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铜官也出角色，郭

亮、袁仲贤、谭希林同样是有史可查的名

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凤凰就像一幅

水墨山水画，色调是淡雅的；铜官则更像

一幅暖色调的油画，红彤彤的，酣畅淋漓！

关于铜官的得名，历来说法不一。安

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曾提到湘水边

一个叫“蝶”的地方。鄂君名启，系楚怀王

的弟弟，拥有 150 艘庞大的商船，生意做得

很大。当时的蝶应是楚国铸铜币的场所之

一。清嘉庆《长沙县志》却云：“旧志载，铜

官山，县西北六十里，为楚王马殷铸钱处，

未知孰是。”在铸钱处置管理铸铜事务的

“铜官”，这便是铜官地名的由来。三国时

期，铜官为吴、蜀分界处，相传吴将程普与

蜀将关羽约定互不侵犯，共铸铜棺，故名

“铜棺”。后因忌讳“棺”字不吉利，改作铜

官。此为“铜官”之名的另一来历。不管哪

种说法，铜官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自古为

兵 家 必 争 之 地 ，亦 为 商 家 青 睐 的 黄 金 码

头，曾经繁华红火，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大历四年的早春，来湘投亲靠友的

杜工部，乘小船经岳州向潭州进发，逆湘

江而上，途中为避风，于傍晚时分到了铜

官。当时，铜官窑正在用柴火烧制釉下彩

陶，烧红了半边天，诗人不明就里，误以为

是春耕烧山。尽管漂泊了大半辈子，晚景凄

凉，熊熊烈火却一下子点燃了“诗圣”的诗

情，一首《铜官渚守风》一挥而就：“不夜楚

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

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

过去杳难攀。”天气的阴沉，辗转的艰辛，落

魄的愁苦，都被炙热的窑火慢慢消解，杜翁

的心头又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期望。

同为唐代著名诗人，同样是写铜官烧

窑，与杜诗的沉郁内敛不同，澧州人李群玉

笔下的《石渚》更为生动形象：“古岸陶为

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

到祝融坟。”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极尽夸张

渲染之能事，一幅火烈风猛、烟焰张天的画

面呼之欲出，蔚为壮观，堪比赤壁之战。

铜官盛产陶土，已探明储量为 5000-

8000 万吨。云母山的天然黏土，呈深红色，

既有可塑性，又有内在张力，耐高温煅烧，

能抵御外力冲击，不易破碎。《水经注》载：

“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有陶家

千余户，沿河而居……”铜官烧制的陶器

也多为陶土原色，十分醒目。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湘水的柔韧、云母山的坚毅、陶土

的热烈，被铜官人糅合得很完美，也造就

了铜官的红色基因和传奇故事。

早在 1922 年，在毛泽东和郭亮的直接

指导下，铜官陶业工人反对“窑门捐”“窑

货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完全胜利。1923 年 1

月，毛泽东在郭亮的陪同下来铜官考察工

人运动，3月成立了铜官陶业工会。不久，又

建立了中共铜官陶业工人支部，是全省最

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铜官境内的革

命活动从此风起云涌。1930 年 8 月，中共湖

南省委迁到铜官，同年冬，中共南安县委、

湘阴县委联络处也搬到了这里，铜官成为

了全省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和红色摇篮。

1935 年 5 月，经湘鄂赣省委批准，在铜官成

立了中共湘江特委，领导长沙、益阳、湘阴

等地的革命工作。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铜

官培育了郭亮、文淑益、袁仲贤、谭希林、李

灿英、杨汉章、谢介眉等一批坚定的革命

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保家卫国，好

几位铜官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

1916 年，年仅 15 岁的郭亮在长沙街头

目睹了被屠杀的革命党人的头颅，悲愤难

抑，以诗明志：“湘水荡荡不尽流，多少血泪

多少仇？雪耻需倾洞庭水，爱国岂能怕挂

头！”不幸的是，竟一语成谶。1928年 3月，时

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的郭亮被国民党

反动当局残酷杀害。敌人将其头颅悬挂在

司门口，后又移至铜官东山寺戏台，妄图通

过这种血腥而拙劣的手段扑灭呈燎原之势

的革命烈火。但“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

的”，几名陶业工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冒着

生命危险，将头颅偷回来，和躯体一起悄悄

安葬在郭家后山上。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郭亮的牺牲唤醒了民众，革命群众以血性

和顽强回击了丧心病狂的敌人。21年后，湖

南和平解放，铜官也从此获得新生。

夕阳西下，站在航电枢纽坝顶公路上

回望铜官，湘水那边一大片血红色。铜官为

什么这样红？可能是千年窑火烧红的吧，也

可能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抑或两者兼而

有之。铜官过去是红的，现在是红的，将来

肯定还是红的，因为这种红色基因已融入

到了铜官人的血脉里，红到了骨子里！

傅德盛

日月湖，其实就是我家乡泷泊镇磥埠村

所在的双牌水库大坝上下区域，双牌境内的

一段潇水河水面。大坝以上为日湖，大坝以

下为月湖，合称日月湖。“日月湖国家湿地公

园”和“泷泊国际慢城”先后立项申报建设。

一日，我邀了几位朋友，荡叶小舟，去享受那

慢城沉醉的日月湖了。

先来到村口码头，湖岸上立着刻有“磥

埠村”的大石头，各种大小船只泊在岸边。据

老一辈讲：磥埠村早先就是停泊船只的码

头。现在的居民，大多是在明清时期，从江西

迁居湖南后，沿湘江行船入潇水而上，卖糖

贩盐，贸易不断。又说：潇水至磥埠村“地始

平，水始缓，往来船只，在此停泊。”（《永州府

志》）。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贸者，多有泊船歇

息，或长居于此，繁衍生息。因此，村里仅 40

多户，300 多人，却有 10 多个姓氏。

上得船来，艄公挥桨，徐徐划向湖心。初

春午后的太阳柔得很，软软地泄在湖面，装

点着月湖，波光粼粼，像泼金美人的肌肤。此

时的水正好，比夏日灵动，比秋冬丰盈。立于

船头，环视两岸，群山绵延，林木葱茏；沿湖

河堤，雕栏玉砌，杨柳依依。缓缓地畅游在这

样的湖里，我惊诧于这“慢城”的创意。“慢

城”的灵感自然是因了这日月湖的存在，更

是顺应了当今世人对“慢生活”的青睐。白居

易《琵琶行》中的意境和诗情，在湖心荡漾起

来：“移船相近”“犹抱琵琶”和“轻拢慢捻抹

复挑”“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精湛技艺的画

面，就在眼前浮现。于是，我已不满足在船上

静观和漫思了，便顺手拿了一支长篙，和着

艄公那间歇的划桨声，滑入月湖丰满的柔

胸，哗哗轻拍她玉润蜜糯的芳容，贪饮那诱

人沉醉的妙趣……

不觉间，已近桃花岛。桃花岛，原本叫

“浮洲岛”，传说为水鸭附体，任凭湖水如何

上涨，都淹没不了。后来，大概由于岛上有大

片桃树林而更名。上世纪 90 年代，曾人为地

开发过此岛，但没过多久，便偃旗息鼓了。如

今依了“且餐山色饮湖光”的势况，桃花岛便

被保护和珍惜起来。也是，朱自清先生《桨声

灯影里的秦淮河》里的秦淮河，早已成过眼

烟云，而那秦淮河的歌者，又岂能复活到此

岛来放喉？算了，就任凭这桃花岛，做着日月

湖最宠爱的公主，去吮吸母亲充沛的乳汁，

濯洗着自己闲适的灵魂，躺在“慢城”的怀里

吧！小船悠悠地绕着岛划行，乍而惊起了一

群鸟儿，向远空飞去。岛头杨树下，一垂钓

者，全然不觉我们的到来。并不大的竹筏上，

一把遮阳伞，并未撑开，神态是那样专注和

恬静。我们只有感慨“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

情”了。倘若姜太公钓鱼，是一种情趣；庄子

钓鱼，是一种逍遥；柳宗元钓鱼，是一种意

境；那么此公钓鱼，则是摆脱了快节奏的生

活，自成一趣，无需拥戴和喝彩，将一切都寄

寓在那浩渺烟波之中了。

一友提出上岛去看看，但又怎能拨得开

岛上那层层绿意。我想岛上的桃树、李树、板

栗树正孕育着果实；各种鸟儿，嬉戏着，婉转

着；还有那白鹭必然年年来栖息！还是不驻

足，不惊扰。护着这岛，月湖便有了灵性；善

待岛上的一切，慢城便有了生命。

小船迎着潇水大桥，向花千谷景区划

去。我们便在船舱里泡起茶来。顺手舀一瓢

湖水，以铁锅熬煮着，一会儿，高山野茶芳

香四溢，让人未饮先醉。伴着那一道道脉脉

的水波，自然有了“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

读书煮春茶”的意境。侧身向右，湖岸永和

公 园“ 永 和 塔 ”映 入 眼 帘 。那 是“ 和 文 化 之

乡”的标志。“潇水无私滋两岸，和风有约驻

双牌。”塔中镇着“有庳王国”和“舜象和好”

的故事。据考，大坝以上日湖所在的江村镇

访尧村，留有尧、舜、象的足迹，漫着娥皇和

女英的哭泣。在暖阳里，“永和塔”越发显得

圣洁。

过了大桥，花千谷就在前面。花千谷是

傍依在日月湖东岸的一处胜景。这里不仅繁

花似锦，更是谷壑纵横。令人联想到《花千

骨》剧中，有情人历尽劫难，双栖双飞，终成

神仙眷侣的故事。不久，“湖南省（春季）乡村

文化旅游节暨湖南·阳明山第十三届‘和’文

化节”，将在此隆重举行。花千谷将走出千里

谷壑，融入更广袤的大自然。

泊船上岸，步行在花千谷沿河栈道上，

最耀眼的是优雅华丽的“泰和亭”。且不说亭

体的精致造型和雕龙画凤，就是那亭柱和亭

檐，在日辉里正红得起劲，这定是熏染了都

市少女脸上的胭脂，抑或匀得了山城少妇头

顶的花饰！筒车边，一白衣长者练着太极。没

有音乐，唯有感觉。只见他“挥手风雷起，脚

下 生 云 烟 ”。看 那 神 情 ，定 是 心 中 修 起 了

“篱”，种下了“菊”；更是向世人诠释着岁月

的沧桑和生命的活力。玫瑰园，正摆着“梨园

阵”，唱念做打，一招一式，惟妙惟肖。真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妙处。此时此

刻，身在此地，世事皆忘，宠辱不惊。

傍晚时分，我们上船返回。湖风迎面吹

着，感觉有些冷，但兴致未尽，心情难平。湖

之两岸，万家灯火；船之过处，炊香缭绕。伴

着村子里传来的欢快舞曲，船上的人儿似在

银河行走，牵着月亮，逛着街市，共享着慢城

时光，聆听着湖水荡漾……

咏牛变奏曲
徐文忠

从老子出函谷的西风古道走来

《道德经》的芳泽浸润了你的灵与肉

从韩滉的笔端走来

你历经千年的沧桑却风采依旧

从血肉横飞的古战场走来

你的双眼贮满了思忖和探究

从央视的直播室里走来

你的气息弥散在茫茫神州

“肚子像面鼓，前头像扬叉，后面像扫帚”

你是其貌不扬的牛

你是农耕文化的主角

你名居六畜之首

老人们说，听惯了你的低吼

小孩们说，坐惯了你的背头

星星说，你的古老传说传遍了星球

大地说，自古以来一直与你厮守

人们与你用青春热血谱写了多少壮丽的春秋

人心和口碑里有你神一般的存在

更有师承于你的“牛人”的风流

敢为天下先的是拓荒牛

不做命运的奴，不为被困的囚

把足迹印在万仞绝壁

让与世隔绝的“天井”人走出魔咒

把心血浇灌在沙丘

让茫茫荒漠变成千里绿洲

把理想写在蓝天

北斗绕地球，天眼看宇宙

把理想写在脸上

让制裁和封锁成为异类自娱自乐的噱头

从冬走到春，从无走到有

中华的牛人啊从没断流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

蓦然回首，南湖的小舟走到了百岁大寿

数不清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伟大民族的复兴正在招手

小康社会的建设更需要各显神通的智能牛

曾经的屈辱让我们忍了很久

岁月的烟云遮不住昨日的伤口

我们都是中华龙

怎能观望等候

我们都是中华牛

何惧妖魔和阴谋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华夏大地注定就是一面锦绣

众人划桨开大船，鼓足干劲争上游

中华的复兴号，世界的“诺亚方舟”

汉诗新韵

江城子·
退役军人爱武装
林目程

百崖盛景满庭堂，梓横堂，杏寻香。樱花盈蕊，

更爱蜜蜂忙。妩媚只逢鲜世界，得体艳，满馨芳。

涟漪溪水蟹冬藏，桂枝扬，蕊花黄。平窥河岸，

陡壁鹭翱翔。人老踏青身影缓，操正步，秀军装。

慢
城
沉
醉
的
日
月
湖

铜官红

清
泉
，在
金
桥
流
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