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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旅店，就在洞庭湖边。

9 月的洞庭湖，苍穹澄碧，水天一色，岸影

葱茏。

站在楼台上望远，波光粼粼的、望不到边

的湖水，就荡漾在脚下，缠绵地牵动你无限的

遐想。晚上，枕着涛声入梦，情境由古而今。我

看见圣洁的月光下，滕子京乘舟来到云梦泽的

深处，面对曾经守护的浩淼碧浪，渔火灯影，又

在沉吟范仲淹写下的千古锦句。那神情和笑

貌，依然庄重潇洒沉稳，犹如一棵高大的香樟，

临风而立。

曙色临窗时，我醒来了。玻璃窗上嵌着一

幅蓝天白云映照下的明山秀水、泛金田园和绿

映城廓的长卷图画。这时，头天上午观赏的那

条长江与洞庭湖岸相接，宽 8 米、长 40 多公里

的，褐红色马拉松赛道，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它

闪着黄绿和金红的光焰，灿如彩虹，蜿蜒环抱

氤氲着浓重秋意的葱茏堤岸，缓缓地朝君山水

域延伸。它仿佛也和洞庭湖的儿女一道，忠实

地守护着一江碧水。

是何年何月，洞庭湖的上空候鸟翔集；洞

庭湖的水变得清澈如碧；洞庭湖的水面消失了

捕鱼的船影；洞庭湖的堤岸泛起层层绿波；洞

庭湖的洲滩奔跑着麋鹿；洞庭湖的浪花里江豚

腾跃。

今天，我重来到“巴陵”，又一次用心朗读

《岳阳楼记》。忆念古时的“洞庭天下水，岳阳天

下楼”在漫长岁月里生成铸造的自然灵秀、文

化潮涌、历史风华、世道沧桑、朝夕明霞。

我要走进这条彰显匠心、充盈乡愁、环绕

洞庭湖的葱绿生态画廊，去寻找雕塑它华丽雄

姿、壮阔情怀、绿色岁月的劳动者的身影。去寻

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江湖美魂，心灵纯净与

梦想彩虹。

在绿树掩映的小街深处的一个普通小院，

一辆辆采访车匆匆来去。秋日的阳光，洒满院

落，给两旁低矮的平房镀上了一层金辉。热情

大方、熟悉当地情况、在君山融媒体中心工作

的王琼女士，导引我们来到 5 楼会议室。

会议室简陋而明亮，桌椅摆放整齐。我印

象最深的是门口挂着“指挥部”的牌子。我没有

问这是什么指挥部，但我想它一定有故事。

这时，走进来一位看上去很老成，又显得

有些憔悴，性格开朗、面带微笑的中年男子。一

见面，便对我说：“我认识你，你是一个作家。”

这位名叫陈远华的同志，是君山区交通运

输局局长，也是当年负责整治清理码头、湖滩

违章乱建的沙石场、转运搅拌站的一线指挥

员。他对我说，5 年前，这道几十公里的江岸有

39 个非法沙石码头，高高耸立在江岸

载运沙石的传送带和搅拌机，发出

的刺耳轰鸣声，粗暴地打破了白昼

和夜晚的宁静。满天飞扬

的沙石尘埃，染黑了周围

的村庄，染黄了江里

的碧水，把原本

平 静 的 日 子 搅

得昏天黑地。

尤 其 是 华 龙

码头，占有江

滩 面 积 300

多亩，是专门为沿线高速公路、跨江大桥建设

供应混凝土的搅拌场。场上 3 个大沙石场，堆起

的沙石像一座座山。我一边听着陈局长的叙

述，一边在想，这就是所谓的“大开发”带来的

巨大危害呵！再不大抓保护，我们生存的世界，

将会失去美好的家园。

人们早已盼望整治清理沙石码头的专项

行动，迅速拉开了序幕。陈远华身先士卒，带领

一支有上百人参加的，清理整顿沙石场的队伍

披挂上阵。他们戴着安全帽，拿起铁锹、铁镐，

伴着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轰鸣声，浴尘奋战。

顶着烈日，不顾整天汗流浃背，吃着盒饭，没有

人叫一声苦。就这样，他们不怕累，不抱怨，不

惧危险，连续奋战 30 多天，终于将所有的非法

沙石码头全部取缔。接着又运来泥土填埋坑

道，在这些百孔千疮的江滩上种上燕麦草，还

江岸一片迟来的葱茏。

李红波，是君山林业局总工程师。一坐下，

他就给我讲起自己参与清理欧美黑杨的故事。

他告诉我，早些年，引进的欧美黑杨，生长快，

成林早，是造纸的原料，也可代替木材用途。光

是君山区的水域岸滩岛边地头就种植了 8744

亩。一株大的黑杨树，可达到一吨的重量。这一

片片如城墙般巍峨的黑杨林，成了老百姓致富

的希望。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种树吸水能力

特强，它们变成了湿地“抽水机”，日日夜夜不

断吸吮地底的水，导致湖田干涸，土地燥裂，草

木枯萎。树上散发的怪异气味，让鸟儿不敢靠

近栖息。如果不下决心砍伐清理干净，怎么能

保护天蓝地绿江湖清澄呢？这是一只必须铲除

的生态保护拦路虎，也是一场重塑大自然良好

生态的大决战。

刚到林业局不久的李红波，就是带着区里

交给的黑杨种植户的上访信，投入到这场清理

黑杨的战斗中去的。他当然知道，这是一场攻

坚战，必定是艰难重重，阻力重重。他十分清

楚，当年农民种植黑杨都是与村组签了承包合

同的，现在要一刀砍掉，种植户的经济损失谁

来补？还有今后的致富门路又在哪里？多个夜

晚，李红波在湖岸久久徘徊。他在思考怎样让

承包户理解支持政府的决策；怎样迅速打开工

作局面，怎样变被动为主动，变阻力为动力。他

想到了写上访信的承包大户吴春元。李红波毅

然地选择走进了吴春元的家，也走进了他种植

上千亩的黑杨树林。他心平气和、设身处地地

和吴春元拉家常，与吴春元讲黑杨给生态保护

带来的危害。他的真诚和关切，感动了吴春元。

从以心交心，到同情到理解，从理解到共情，到

溶解吴春元的抱怨，更坚定了李红波的信心。

在每亩砍伐补贴 200 元、木材留自己处理的情

况下，吴春元站出来，带头砍伐黑杨。就这样，

30 多户黑杨种植户都积极参与清理黑杨的行

动，一时暴风席卷，黑杨倒地。从这个故事的背

后，我真切地感触到了洞庭湖畔农民的报国肝

胆与忧乐情怀。

李红波激动地说：生态环境改善了，洞庭

湖 水 质 监 测 全 面 达 标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达

93.6%；失踪很久的麋鹿回来了，现在奔跑湖洲

草地、芦苇荡中的大小麋鹿有 200 多头。候鸟飞

回来了，2020 年到洞庭湖越冬的水鸟达到 28

万只。久别的江豚找到了家，现在洞庭湖稳定

栖息的有 210 头，仅“江豚湾”就有 40 多头。

最让我惊奇的还是周辉军。他这个东洞庭

湖的巡测员。吹哨引来江豚跳跃的故事，让我

将信将疑地要去现场，一睹其神奇和真实。

林阁佬巡测站，坐落在江豚湾的岸滩上。一

栋平顶的红色小木屋，像一个四方形的小塔楼，

耸立在几棵挺拔的绿树前。门口的木头台阶，直

接连通原色木板铺成的观测平台。留着平头、中

等个子、穿一件白衣 T 恤衫、四十开外的周辉

军，就站在我面前。我仔细凝视他，想从他的眼

神和言谈举止上读出点什么。站在一边的王琼

当面对我说，他可是一个神奇的人，能用口哨吹

来江豚跳舞的镜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简短的交谈，我知道这个年轻人也曾在大

城市打工，因为身体原因，他从繁华都市的喧

闹、创业的颠簸中归来，虽然没有了丰厚的收

入，可他心里踏实，他情愿在自己的家门口，履

行守护一江碧水的责任。他热爱这个工作，风

里雨里，冰天雪地，从不停歇，任劳任怨地坚守

岗位。他走在江堤上，站在沙滩边，他坐在小屋

桌前写观测记录，心中总好像有什么需要表

达。

有一天下午，太阳慢慢向西天移去，他披

着霞光，像往常一样例行巡查。当他看到湛蓝

的天穹，蔚蓝的江面，绿蓝的堤岸，黄蓝的芦苇

荡，心情不知道有多舒展，便情不自禁地吹起

了口哨。

哨声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可那清脆、响亮、

湿润、悠然、长短有致，却是来自高天的明净，

堤岸的葱茏，远山的墨绿，田野的丰腴，江水的

平阔，清风的徐缓。

吹呵！他在尽情地吹。

江岸没有起风，江面荡漾微澜，彩云飘浮

在半空，鸟儿飞过树梢。

吹呵！他在不停地吹。

不远处的江面突然浪花飞溅，一束弯月似

的黑影腾跃而起，渐渐露出江豚的原形。

江豚来了。

江豚在哨声中游来了。

周辉军高兴地，几乎要扑向茫茫波涛。这

一幕在周辉军心中，刻下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知道，如果告诉别人，你保证每次都能成功

吗？哨声，你真的如此神奇吗？

日复一日，周辉军还在小木屋前的木板平

台上或江滩上吹口哨。他的口哨吹得越来越婉

转动听，越来越清亮，也越来越远。江豚真的听

懂了他的哨声，有时竟像一群顽皮的孩子，闻

着哨声起舞，朝他奔来。

我在红色小木屋前的木板平台站定，等待

这一刻的到来。

周辉军缓步走到我面前：“我现在开始吹

哨，请你朝哨声的方向望去。”

这时，只见他撑开双掌，向上贴向两腮，做

成喇叭形状。然后朝着前方的江面，呼气吹哨。

哨声便从他的口中飞出。

口哨声从我身边飘远，

口哨声在有节奏地波动，

口哨声在穿越江面的时空，

口哨声在吹动天上地上水上的斑斓光影。

奇迹出现了。在离我约 500 米前方的江面，

突然腾起一束黑色波浪，继而又在周围掀起黑

色的浪涌。

“这就是江豚现身了”，王琼对我说。

我兴奋不已，和王琼一道鼓掌欢呼！

周辉军仍站在吹哨的地方，朝我们腼腆一

笑。

哨声渐飞渐远，变成了吹拂万物的风，它

托起了我心灵的翅膀，给我一片思想的晴空。

我惊叹自然生灵与人类共生奥妙，就在于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心灵相印，平等

对话、真情相待、彼此守望。正如亲近自然的著

名作家梭罗所说：“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深思

熟虑过后的奇迹，每一个瞬间奇迹都在发生。”

红色小木屋里悬挂的，石述威拍摄的《腾

跃的江豚》和《江豚的微笑》的彩色照片，也告

诉我们，人类诗意栖居于世不是神话，而是现

实。问题是我们应当学会怎样敬畏自然生态和

生命，保护自然生态和生命，像珍重保护自己

一样对待自然生态和生命。

该用什么点燃心灵的生态灯火？

我想起了陈远华、李红波、吴春元、周辉

军，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守护青山碧水的

志愿者。眼前的红色小木屋、望远镜、木栅栏，

还有江滩上的鹅卵石，芦苇荡里的小鸟窝，一

切都是这样玲珑精致安然。一切都在垒就瞭望

天空、大地、高山、草原的灯塔。一切都在给我

们一双江湖般明亮的眼睛。

江滩上的小木屋，你是倾听云朵波涛、泥

土、绿色歌唱的录音棚，你是储存岁月青葱和

人类情感依恋的伊甸园。

难忘的小木屋，在你的怀抱里，你给我打

开了一部凝重、厚重、庄重的记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美美相处的大书。我们一定要写下去，

永不停笔……

我会要离开这个红色小木屋。

我带走的是，小木屋爽朗的微笑，江滩上

时近时远的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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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茂军

梁书正，湘西花垣一位年轻的诗

人。2020 年，在乾州古城半亩方塘举

行的一个文学沙龙上，我见过他，长

得白白净净，朴实低调，言语温和。在

诗歌写作上，他已经营多年。

新 近 出 版 的《我 心 满 怀 人 世 恩

光》，是梁书正继《遍地繁花》《唯有悲

伤无人认领》之后的第三部诗集。他

以个性化的“灵魂书写”，让他的精神

故乡大地葱茏，万物生长，感恩如花

绽放。

通过他的诗歌走近他。我逐渐了

解他的个性和他的内心世界，他敏

感、孤独，怀揣一颗善良的心。他祈愿

所有的人在尘世被温柔相待。

春风举起盛开的花朵

阳光抚摸下垂的果实……

有你，有我，共同活着的欢悦与

喜乐

这部诗集中的多数作品，大多写

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大地山河默然。梁书正的很

多诗歌都写到了泪，泪的意象挥之不

去，大地之泪、人生之泪、植物之泪，无数的

泪，沉痛而隐忍，含蓄而绵长，那是历史光影

的折射，亦彰显人性的坚强和厚实。在他的诗

歌中，我们看到他的心灵的颤动——

无一山谷能容下我的忏悔

没有河流可告慰我的心灵

大风过境，肉体和野花同为祭词

土堆似果实，满月如泪

诗歌是情感与才华的共舞。那些才情充

沛，有语言天赋的诗人，总能像魔术师一样，

创作出震撼人心的诗句。梁书正这部诗集，延

续了他前两部诗集的语言风格，单纯明丽，自

然朴素，不故作姿态，却诗意盎然。总体上看，

他的诗，有如月光下的木叶声，简洁又短促，

清丽而忧伤。有的诗人，激情迸发，豪情满怀，

黄河长江，一泻千里。梁书正不是这样的诗

人，他个性独特，他就像一个遭遇过风雨坎坷

的牧童，吹着忧伤的短笛，在明月清辉里，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独自绽放。

直观上看，梁书正的诗歌，和湘西其他诗

人一样，以吟诵故乡风物、人情世故、家庭亲

情为多。但从深层次讲，他的诗歌，是在“生”

与“死”两个主体意象之间踯躅独行的“灵魂

书写”。他的诗歌里，反复出现白骨、空城、废

墟、青烟、香火等意象和画面，如“相拥而泣的

白骨啊，互相擦拭彼此的泪水”“没有人知道，

我的心里也有一座空城”……我为之沉思，如

此年轻的诗人，心怀悲悯，为何有那么多锥心

刺骨的死亡书写？在死亡面前，他不是长歌当

哭，而是在默默思考，他在痛苦地追问，将眼

泪和痛苦化作一束束洁白的诗行——

诗越写越短，有时只是攥紧一张空白的

稿纸

泪越藏越深，眼里都是茫茫尘埃

话越来越少了，人类苦难让我沉默

……

诗人说悲伤猝不及防，他用诗歌拯救、自

度，成为人间苦难的祭司，为爱、光明、重生呼

号奔走，他怀着一颗悲悯的心，用嘶哑的喉咙

歌唱——

哦，时间收割了万物，那些倒下去的都成

为尘土

大米是尘土，苞谷是尘土，红苕是尘土

土做的人们，熙熙攘攘，重重叠叠

我愿在你的花瓶插满鲜花，我愿在你的

窗口挂上满月

这些诗句，真如泉水洗过的声音，穿透喧

嚣，直抵心灵。

“我的写作要努力成为思想。”读着梁书

正的这些诗句，我感受到了他诗歌创作的厚

度与温度。诗人的写作自觉，离不开深度思考

和多元表达。在诗歌语言空间的拓展以及思

想内涵的穿透力上，梁书正还需继续努力和

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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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英

冬日，北风紧，雨下个不停，阴沉的天空预

示着飘扬的大雪，会很快光顾我的家乡洞庭湖

平原。

当我从车上下来，走在沅江市区的防洪大

堤上，冷飕飕的风钻进我的脖子里，让我才停

歇一些的咳嗽又来了!

不管怎么样的困境，浩渺的洞庭湖，我来

了!

在我童稚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述洞庭湖

的古老传说。小龙女在人间饱受欺凌，龙王闻

讯后大怒，发洪水泄愤，碧波荡漾的八百里洞

庭就这样走来。

今日的遇见，虽然在凄风苦雨之中，可是

我依然感觉热血沸腾。

洞庭湖里的凌云塔 ，是湖中标识性建筑

物。这历史悠久的古塔，在我的眼前展示着层

次感。虽然风吹浪打，塔基安稳。矗立起的是一

种洞庭文化的丰碑!

久远的年代里，这里渔船出没，银帆点点，

两岸的渔民靠“湖”为生。我想象着当年捕鱼的

季节，鲜活的青草鲢、鲤之类的鱼，一担又一担

运送到岸边，送往益阳市区乡的各个市场。那

种传统的捕鱼手段，热闹的捕鱼场面，今日不

再有!只有这凌云的宝塔，见证过湖光山色，见

证过当年的热闹非凡，见证过时代的兴衰!

洞庭湖的冷风四起，在防洪大堤上行走，

一路雨丝飘飞。

可是，我的游览兴致不减，我是洞庭湖平

原生长的女孩，我的母亲培育了我不畏严寒、

不怕艰险的性格和品格。今日的人烟稀少，正

好给了我独自解读洞庭湖的机会。

当我继续前行的时候，洞庭湖风景是一幅

冷峻而又秀丽的山水画，展示着洞庭湖的冬

韵、展示着水乡风光的旖旎、展示着水的柔和

与云雾缭绕的空灵!

来吧，美丽的洞庭风，让你钻进我的灵魂，

深邃成一篇千古流传的佳话；来吧，美丽的洞

庭风，请你潜入我的脉管，融化成悠远浩荡的

乡愁清韵!

在防洪大堤上步行，我走进洞庭湖的湿地

纪念馆，我知道，洞庭湖不仅仅是水乡的洞庭，

他还是文化的洞庭。这里铭刻着《安澜阁志》，

书写着众多的“大家”手记；这里记录着湖区的

发展史，镌刻着每一次兴修水利的场景；这里

彩旗飘飘，建筑风格独特。

当我游览完这湿地纪念馆，我甚至感知一

种从未有过的惊奇。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的高

度，老百姓迎来小康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更多

的是要思考他们的精神需求，弥补一部分人在

文化信念上的欠缺。

各地的湿地纪念馆的修建，就是濡养地方

文化的一个明智的举措。当我们的百姓走进这

些文化场馆，了解到先辈的生产劳动方式，了解

到这个地区的发展史，他们的内心总是会涌动

一种自豪!那是爱家乡、爱故土、爱大自然的深深

眷恋之情。

防洪大堤的冷风飘飘，吹不走我们每一位

洞庭湖游子的思乡情结，吹不走我们每一位洞

庭湖游子的湖湘情怀!

再往前边，就是游船的码头。

今日的洞庭湖，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早些

年，居住在沅江的学友邀请我们来游览过洞庭

湖水域。当我们乘坐的游船，穿行在烟波浩淼

的洞庭湖中，我们的心就被融化了，融化在连

绵不断的芦苇丛林之中；融化在碧波万顷的水

域之中；融化在湖中古寺的静谧之中……

慕名而来的客旅啊！你是否读懂天下洞庭

的浩瀚；是否读懂这烟雾迷蒙的空灵；是否读

懂这柔情似水的满腔赤诚！

风从湖面来，雨在此刻停下来，大雪纷纷。

在这漫天雪地中，我只想抚慰着自己的每一寸

柔肠，生怕这种感动会在我离去的步伐里消

失；我裹紧自己的衣裳，温暖冬日的寒意，生怕

这冰冷的寒意冷却我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爱恋。

“无边落木潇潇下”，洞庭湖解读冬韵；“北

海虽赊，扶摇可接”，洞庭湖畅想未来!

我在防洪大堤的风中，解读洞庭，膜拜洞

庭。借用文学大师余秋雨的书名《千年一叹》，

我在冬韵里歌咏洞庭，吟唱洞庭风!

历史的时空，流转千年的惊叹!远去的帆

船，在风中平稳航行!

今日的邂逅 ，是一种缘分 ，一种悸动 ，一

种升华!我的脉管再次热血沸腾，啊！千年一叹

洞庭风，久别重逢；啊！千年一叹洞庭风，来生

相遇。我的思绪在你怀抱纷飞、沉醉，不知归

路……

洞庭冬韵

岳阳华龙码头长江水域，

江豚跃出水面。 石述威 摄

江豚的微笑。

徐典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