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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良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唐代诗人刘长卿笔下的这座山，就是

位于湖南宁乡西部我老家的一座名山——

芙蓉山。小时候，我常到这里割草捡柴，常

听老人说起解放前这里的人们“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苍山远、白屋贫”的寒凉生活境

况。

今年春夏之交，天气晴好，我再一次登

临山顶，放眼望去：山脉连绵、云环雾绕、郁

郁葱葱、状如仙境的芙蓉山周边小楼林立，

人们在肥沃的田野里欢快地打理着庄稼，

山坳之间碧波万顷的田坪水库不时有鱼儿

跃出水面，令人顿感“极目楚天舒”的惬意，

顿生“芙蓉山上尽朝晖”的豪迈……

今非昔比的芙蓉山，就如同追溯我们

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昭告世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

义的新中国，就没有今天泉水潺潺、百鸟欢

鸣、百姓欢欣和畅的芙蓉山。

芙蓉山不仅和远古的诗人结缘，更是

和我们伟大的党渊源深厚。芙蓉山养育了

何叔衡、谢觉哉等一心为民、甘愿牺牲的优

秀共产党人，党的先驱在这里组织并发动

群众，党的思想、党的信念、党的精神很早

就感染并传导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听党

的话、跟党走的理念扎根在人们的心目中。

一代接一代的共产党人情系芙蓉山水间，

带领人民群众发愤图强、攻坚克难，使昔日

这个“白屋贫”的穷乡僻壤发生着日新月异

的变迁。

我曾参与修建过的芙蓉山明珠——田

坪水库，就是党领导人民战天斗地、改天换

地的一个壮举，是全国水利建设的一个缩

影。上世纪 70 年代初，宁乡县委响应毛主席

“大修水利”的号召，历经 10 余年的不懈努

力，建成了一个蓄水 4000 多万立方米、修筑

总干渠、左右干渠、支渠和斗渠 200 多公里，

能灌溉芙蓉山周边的 10 多万亩农田，使 20

多万人民群众受益的兼防洪、养殖、发电、

饮水、休闲为一体的中型水库。如今，站于

芙蓉山巅远远望去，那碎银点点碧波万顷

的田坪水库、如同一颗硕大的夜明珠镶嵌

在树木葱茏的崇山峻岭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进了芙蓉山，吹美了芙蓉山。党的十

八大之后，中央又出台了土地确权政策，让

农民真正吃上了定心丸，党的十九大又提

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作为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

的大事来抓，全党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工作快速发

展。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春天的故事”，在

广大农村也在我老家的芙蓉山唱响。

特色产业激活芙蓉山。解决“三农”问

题，关键问题是发展经济，家乡党委政府充

分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注重发展自身的

特色经济，其中最是响当当的就是花猪产

业。这些年来，流沙河镇党委政府紧紧围绕

“花猪产业小镇”目标 ，整合资源 ，发动群

众，不断推进花猪产业发展。现全镇建成了

国家级花猪保护区、保种场及保种中心，保

种能力全国领先；还建成了国家级、省级花

猪合作社示范企业；花猪产品涵盖精细分

割肉、风味熟食、旅游特产等多个品类，形

成了宁乡花猪保种、育肥、肉品深加工，线

上线下营销、品牌文化、休闲旅游等完整的

产业链条，一年出栏 10 万头以上，产值达 8

亿多元，花猪产业的发展给流沙河注入了

经济活力，也使芙蓉山区的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得到了提升。

朗朗书声诵响芙蓉山。芙蓉山地域“苍

山远”，解放前很少有人读得起书，偏僻加

无知，人们困在大山里过着“白屋贫”的饥

寒交迫的生活。解放后，党带领人民群众从

扫盲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抓教书育人的

工作，多措并举抓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积极

改善办学条件，抓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

教学能力。我曾就读的宁乡七中就是芙蓉

山周边的流沙河、青山桥、田坪等乡镇最著

名的一所高级中学，一代接一代的教职员

工抓德育工程，引导学生听党的话，积极传

承中华文化，推崇“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

信、忠孝廉耻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抓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手段，打造国防教育

特色，努力将学生培养成“政治合格、品学

兼优、作风优良、体魄强健”的“父母之骄

子、校园之精英、国家之栋梁”，40 多年来，

共有 2 万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成长，从这里

走向高校、走向社会，为党的事业和祖国建

设贡献着青春力量。读书成为贫寒学子走

向世界舞台的桥梁和纽带。很多家庭因儿

女学业有成而彻底改变贫困面貌。崇尚读

书，热爱学习早已在芙蓉山区蔚然成风。

路畅车欢奏响芙蓉山。昔日的芙蓉山

“巷山遥远”，山路弯弯、羊肠小道，有的山

寨近乎与世隔绝，人们出行难，与外界的联

系少。以致物质与精神都因闭塞而落后而

贫困。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

老家人民“要致富先修路”，几十年不间断

地国家修、省里修、县里修、镇上修、村上

修、组上修、家家户户修；年年修、月月修、

日日修，现在山区周边的数千农户，几乎户

户通了公路，有的是水泥路，有的如“流沙

巷”公路还修成了高标准的柏油路，人们出

行不是摩托车就是汽车，从自家屋里到达

省城长沙基本是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即

可抵达；洛湛铁路途经芙蓉山，在山边还设

立了一个叫栗山湾的火车站。镇党委陈书

记告诉我，全镇究竟有多长的公路，公路建

设究竟花了多少钱，是个很难统计的数字，

只知道今天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格局，偏

僻山区有这种路畅车欢的便捷出行，凝聚

着党的好政策指引，历届党委政府强有力

的组织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心血汗水。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激荡芙蓉山。改革

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环芙蓉山各

乡镇的产业、教育、交通迅速发展，水利、医

疗、脱贫攻坚和集镇化建设也日新月异，田

坪水库万顷碧波映着蓝天，周边的楚江河、

草冲河、阳华江及成千上万的山塘水坝都

得到了全面修缮和综合治理，以往“靠天吃

饭”的无奈变成了任意灌养；投资 2.6 亿元

新建的二级综合医院——宁乡市人民医院

流沙河分院，服务人口遍及芙蓉山周边近

40 万人口，乡村看病难得到有效解决。按照

习总书记的要求，镇党委攻坚精准脱贫，细

化帮扶方案，因人因户施策，以产业扶贫和

就业扶贫为抓手，注意扶贫与扶智、扶志相

结合，发展扶贫车间、产业项目，引导有条

件的贫困户充分发展产业和进厂就业，激

发内生脱贫动力，聚焦深度贫困户，加强特

殊对象兜底保障，确保小康路上“不让一个

人掉队”。严格实行党员干部帮扶责任制，

既 给 贫 困 家 庭 实 实 在 在 看 得 见 的 物 质 援

助，更是引领贫困家庭提振精神寻找发家

致富之路，建设了 17000 多平方米的同心村

庄给 60 多个特困户集中居住，建造了 15600

多 平 方 米 的 爱 心 大 屋 并 配 套 建 设 了 停 车

场、道路、绿化景观、给排水、电力通讯等基

础设施，供 49 户特困山区易地搬迁贫困户

居住。党的富民政策使芙蓉山的乡亲过上

了衣食住行均无忧的好日子，乡亲们打心

眼里盛赞这太平盛世，打心眼里感激一心

为民的伟大的党。

芙蓉山已不再是“白屋贫”。在党的阳

光雨露照耀滋润下，芙蓉山的乡亲从茅草

房到小楼房，从挑肩磨担到汽车欢鸣，从羊

肠小道到宽阔的标准公路，从愁吃愁穿到

讲究营养和穿着入时，从荒山秃岭到满目

青山，从“靠天吃饭”到碧水悠悠，从穷乡僻

壤到旅游胜境，从一穷二白到各项社会事

业蓬勃发展，家乡巨变让我这个游子喜不

自胜，甜蜜万分。

站在芙蓉山巅，迎着晨风，沐浴着红日

的万道金光，俯瞰家乡的山川大地：山长水

阔，飞瀑流泉，峰峦叠嶂，碧空野烟，树木苍

翠，山花烂漫，百鸟欢鸣，蜂飞蝶舞，白云蓝

天，和风拂面，人如桃花，欢欣喜悦，一幅幅

美丽的图画在眼前铺展着伸向远方……

昔日贫寒地，今朝气象新。

山光衔水色，万物皆欢欣。

党引康庄路，民生添福音。

芙蓉风景绝，党恩重于山。

此时此刻，情思绵绵：中国共产党的光

辉如同喷薄而出的朝晖照耀着芙蓉山，扫

去贫穷困苦，迎来灿烂辉煌！这份情，是对

党 的 敬 仰 之 情 ；这 份 思 ，是 对 党 的 感 恩 之

思。

芙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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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春

“ 老 万 ，太 谢 谢 你 们 了 ，你 们 真 是 好 人

啊！”八旬五保老人肖丙乾拿着厚厚一叠现

金，脸上乐开了花，一连声地对穿着红马甲的

老万道谢。原来，家在偏僻山村的肖丙乾老人

今年种的李子丰收，却卖不出去，那树上挂满

的可是他一年的期盼啊，正当他心急如焚时，

老万组织志愿者们来到了果林，大家上树采

摘、装袋称重，忙得不亦乐乎，把 500 多斤熟透

了的李子全部买走了。

肖老嘴里千恩万谢的“老万”，大名叫万

晓文，50 出头的年龄，脸上常常带着浅浅的

笑，让人倍感亲和。老万平静地和我讲述那天

冒着 36 度高温带志愿者进山摘李子的经历，

连连感叹着说自己到底年过半百了，上树摘

李子已经觉得很累。但看着他脸上洋溢的笑

容，感觉到他此刻的内心，好像是卖了自家的

李子一样。我揶揄他：“就服老了？你的光荣事

业才刚刚开始呢。”

我和老万认识是因为一次爱心助学志愿

服务活动。那一次，我们组织 3 位爱心企业家

去一所偏远的中学助学，老万的任务是提供

爱心车辆并帮助发放物资。老万原来是一个

企业搞销售的职工，后来企业倒闭，“买断”了

身份。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开了个小茶楼，

既当老板又做员工，由于为人厚道诚信，茶楼

常常满座 ，几年下来有了一些积蓄 。如果不

是 2020 年春节期间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他

的茶楼肯定还会继续办下去。歇业的日子里，

素来热心肠的他参加了小区的防疫志愿者队

伍，并很快爱上了这个充满阳光的事业。

这一次爱心助学，在老万的心底种下了

一个心愿。回到家里，他满脑子想着办一个志

愿者协会的事。说干就干，老万约了 5 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组成筹备会，建了一个志愿服务

微信群，然后分别发动，不到 7 天，就发展到了

180 多人。筹备会向市民政局提出了申请。民

政局说这样的协会按规定和程序要有一个指

导单位，老万毫不犹豫地找到我这里来了。

老万向我说了他的想法和个人经历。我

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参与志愿工作既

是“助人”，亦是“自助”；既是“乐人”，同时也

“乐己”。每一次志愿服务活动，既是在帮助他

人、服务社会，同时也是在传递爱心和传播文

明。我一边鼓励着老万，一边和他谈起月山镇

孝顺的“小矮人”廖红在省城遇到了麻烦，轮

椅作家危丹的新作《阳台上的梦》需要促销等

事情。老万心领神会说，您这是指导我们啊，

马上招募志愿者开展帮扶活动。

当晚，老万在群里发了廖红的新闻报道

链接，倡议并提出帮扶措施。第二天晚上，他

和其他 4 名志愿者带着油、米、水果赶到了省

城廖红家里，还请来了两位爱心企业家会商

长期帮扶的办法。第三天，他在群里发动志愿

者们开展“购买一本书、奉献一份爱”活动，招

募到 10 多名志愿者买着礼物上门慰问危丹，

现场购书 70 本。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志愿者们帮助困

难者的同时，也从危丹、廖红这些坚强励志的

人身上受到了教育和感染。老万满怀信心地

对我说 ，活动产生凝聚力 ，经过几次公益活

动，他和志愿者们团结得更紧密，决心愈加坚

定。老万开始一步步地完善机构、充实力量、

建章立制，决心打造一支本市一流的志愿服

务团队。他朝着自己的心愿一点点地逼近。

要让回家的游子和来湘乡的旅客感受到

亲人般的关怀。端午节假期，持续高温。老万

发动组织志愿者连续 3 天在汽车站为旅客提

供指引、咨询、搬运行李等爱心服务 50 人次。

要让没有儿女的老人享受父亲节的快乐。父

亲节这天，老万和招募的 35 名志愿者来到月

山镇敬老院，为 46 名老人理发、按摩、表演节

目，送给每人一双布鞋和可口的食品。要让全

城的市民感受到文明就在身边。休息日，老万

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交通文明劝导和

捡拾垃圾活动。

一个月后，精神奕奕的老万又来到我办

公室，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请我为协会

取个响亮的名字。

有困难找志愿者，我是志愿者我来帮！老

万的心愿，也是我们志愿者共同的心愿，这心

愿就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我脱口而

出：“就叫‘我来帮’吧！”老万一听，脸上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

谢枚琼

月亮早已挂在半天上。才下午四点钟的

样子，我偶然一抬头，就看到了月亮像被谁

给画到了蓝天上，这莫不就是我印象中鲜见

的日月同辉的奇观了？其时，明晃晃的太阳

正耀得人眼花缭乱，所以看上去月亮只不过

是像一个素描笔下的轮廓，好似漫不经心一

笔勾勒上去的，它是不是也在散发着自身的

光华，我无从感觉到，想来它的光华显然已

被太阳的手掌硬生生地遮掩住了。什么叫如

日中天，太阳永远是苍穹之上一手遮天的主

宰。

当夜色从两边山梁上慢慢踱着碎步下

来，不慌不忙地把延安的灯光依次点亮，偌

长的山沟沟里霎时豪光闪亮，耀如白昼。都

市斑驳的光影又一次将我的眼睛晃荡得迷

离。

而天上的月亮呢？那一个黑夜里如君临

大野般的王者，它的光彩却似乎被地面上耀

眼的光怪陆离无情支解，我在延河边仰望它

的时候，看到的是一轮毛茸茸的月亮，朦胧，

缥缈，像笼着一层轻纱。记得多年前我在青

藏高原上也邂逅过一轮月亮，它的清亮与冷

峻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不曾湮灭。今晚这一轮

黑夜中悬浮的月亮却给了我完全不一样的

感受。黄土原上的月亮，延安的月亮，你又当

怎样解读呢？

我走出万家灯火的喧嚣，在延河水畔漫

步。眼下正是枯水季节，有限的水流已被人

为地拦腰截断，强留在上游某处堤坝内。眼

前的延河便瘦成了一脉溪流，悄无声息地在

月下潜行。月光零落，月影绰约，微波潾潾。

虽无浩浩汤汤的滔滔气势，却让我领略到了

延河水的另一番韵致，平缓悠悠，不慌不忙，

仿佛蕴藉着一份历经沧桑后的淡定从容。而

月下不见饮马人，有的是沿河马路上蜿蜒不

绝的车水马龙。四月里原上的夜风从山谷里

吹荡着沿河而下，让我感到了寒气袭人，而

此时的江南早已拂荡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

了，毕竟黄土原上季节的脚步要慢了许多，

来时在动车上一路看到车窗外一掠而过的

山上，依然光秃着顶，觅不着几丝绿意，偶见

沟壑里零星的几棵树上，或点缀着几片泛青

的叶，或缀上几朵绽放的花，已足以让我疲

劳的视神经产生一瞬的惊喜。广袤的黄土地

似乎正在严酷的时令里慢腾腾地苏醒。

抬头便见清凉山。清凉山上被五彩缤纷

的霓虹灯照耀得一片辉煌，山腰上那一行

“万众瞩目清凉山”的诗句在月色里分外炫

目夺人。我的思绪不由得拉回到了那一段烽

火岁月里。其时，清凉山被称为红色延安的

“新闻山”，清凉山东侧是延安时期的新华广

播电台、新华通讯总社、解放日报社。山下有

著名的万佛洞。万佛洞石窟群是中央印刷

厂、新华书店等机构所在地。遥想当年，清凉

山上又是何等的热闹非凡，怀揣着火种的人

们聚集在这里工作着，不舍昼夜，把一座荒

凉静寂的清凉山渲染得热火朝天。红色的电

波穿透风雷雨云的重重封锁，向世界传递出

独立自主、抵御外侮、渴望和平的强音。我驻

足河滩，一边听潺潺的水流声，一边仰望着

月光里的山峦，那溶溶的月色抚摸着清凉

山，像在轻轻地拍打着一个平和安详的梦

境。

扭头向西北方向不远处的杨家岭瞭望。

那个山窝窝里该是淌了一地的月色吧，月亮

挂在树梢，默默不语地注视着，窑洞里的灯

盏是否依然在点亮，斯人已逝，昏暗的灯影

里那一帧帧通宵达旦伏案疾书的剪影，却是

永不磨灭的记忆，深深地烙印于一部厚重的

史册，在历史的深处闪烁着灼热的光芒。窑

洞前临山坡的小石桌上，月光的手指在轻轻

地擦拭着，一遍，一遍，又一遍，表面粗粝的

石桌在溶溶月色里发出幽微的光亮，月光分

明是在把历史擦亮，把尘封的岁月擦亮，我

仿若听见那些掷地有声的论断和睥睨一切

的豪情，在月色里破时空而升华，让我真切

地体味到了一颗颗伟大灵魂的豁达、乐观与

如虹的气概。月亮之上，斑驳了时光，今夜，

且让我凝神谛听窑洞前月亮的足音，触摸历

史的律动。

月光里静卧的延河大桥，仿佛一道横跨

在延河上的 彩 虹 ，把 延 安 的 夜 景 点 缀 得 蔚

为缤纷。“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矗立

于宝塔山顶的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有着

1200 余年的历史，历经岁月侵蚀的古塔，在

凄风苦雨中飘摇的年代，成为无数革命青

年和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古塔因此也焕

发了青春，成为圣地的象征，成为延安的标

志，“延安宝塔”于是便成为人们心中闪光

的名片。伫立桥头，我满怀虔诚地仰望着，

宝塔山上光芒四射，金碧辉煌，塔影亭立，

雄伟壮观。延河大桥与宝塔山交相辉映，浑

然一体。月亮挂在巍巍的塔尖上，满含柔情

地俯瞰着延安，它的光芒让我感觉到了一种

圣洁的情怀。

徜徉在延安山山水水的月色里，我以双

足为楫，划动一叶寻找心灵回归的渡船。俨

然一个忘情的泅渡者，我在溶溶月色里溯流

而上，心中的丘壑向身后一一退去，直至消

沓得了无踪迹。回眸之间，我发觉那满载了

一船的月色已让我的每一缕情愫温润如许，

晶莹剔透。

月色溶溶

联题石鼓书院
陈学阳

三江环抱，石鼓千秋，群英荟萃惊云雁；

百世誉称，声名万里，一院兼容涌渌波。

千年银杏，沐雨栉风，天地入怀灵气盛；

一卷石书，启才弘德，湖湘传道硕儒多。

把酒持螯，满堂韵事，诗文万古朱陵洞；

承师问道，一院哲髦，墨楮千秋石鼓山。

石鼓震耳，四海扬名，湘水知音涵雅意；

书院盈香，八方慕道，文光射斗颂尧天。

石鼓江山如画卷，水秀含情，洞幽藏古；

湖湘文化铸丰碑，墨香留韵，人杰流芳。

锦绣江山好
罗浩京

红船破浪任风狂，不畏万难有主张。

砥柱中流凭浪击，云山雾海把帆扬。

心期前景频添福，愿若葵盘永向阳。

敬颂光荣伟大党，人民幸福万年长。

沁园春·庆祝
建党百年

黄河清

世纪风云，鲲鹏正举，盘旋铿锵。看天

翻地覆，人间换了；神州万里，喷薄朝阳。

广厦连虹，百花齐放，歌舞城乡夜未央。酹

江月，叹一穷二白，忧乐情长。

中原血沃沧桑。摧枯拉朽春华永芳。

赞千峰竞秀，恢弘宇海；江山如画，鸿掠穹

苍。老幼承欢，闲庭信步，仰望星光笑汉

唐。说今古，眺轩昂辽阔，雄踞东方。

镜子看见你
李婷婷

一个想法生出一个想法

一个念头生出另一个念头

一个婴儿的出生带来一位母亲

一场大雨收回一片结实的云

一只面包嚼出一粒麦子

一滴解渴的水咽进骆驼的口渴

一位蹒跚老者跳进他金色的少年

一对蜜蜂的翅膀上长出了这只蜜蜂

把一切连接到一起的雪

融入一朵不被看见的雪花

已读到结尾的长篇小说

跌进落笔时的第一个字

飞翔迎向翅膀

旋转抽向陀螺

影子射向太阳

而镜子看见了你

老万的心愿

【新人推介】

贺文春，男，1968 年出生于

湖南湘乡。湘乡市作协会员，热

爱创作，曾在省、市、县级报刊

和杂志发表作品 30 余篇。

汉诗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