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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本楚

诱人的月光，明明朗朗地温

暖着山村、田园、原野、草木，把

一条清亮的小溪辉映得波光闪

烁，绚烂跌宕，把一个飘然而去

的背影透亮在蜿蜒的田埂上。目

光的尽头正是那个古老的农庄，

与远去的背影慢慢地亲热贴合。

一个惊喜的回眸，似乎碰撞在久

立车道与田埂结合的目光里。

乡 土 文 化 的 情 愫 牵 引 着 那

个柔软的背影，扎进了辰溪县纱

帽山下一栋灰暗的木屋。一张小

木床，铺设在靠壁的一方，一张

竹垫、一床旧棉被便是眼前这个

背影的归宿。为何这个姿影清瘦

的背影，会暂栖在一个偏远的山

村农舍呢？为何因思索而略蹙的

双眉，会舒展于如此简陋的农家

木床呢？她又是谁？她是怀化市

名师工作室导师刘建华，怀揣着五彩斑斓的

乡土文化梦而来。

她孤独地枕在如何挖掘乡土文化的梦床

上，枕在如何融合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的难

眠中。屋檐下潺潺滴溜的山泉，如同叮叮咚咚

的乐音，在她的枕边流淌，壁缝间料峭春寒的

山风，如同翩跹飘飞的蝴蝶，舞动亲吻着她的

发丝。她转过身去，又仿佛听到呼呼啦啦的风

声，在林海绿浪里翻卷，又仿佛闻到门前那片

翠竹的絮絮低语和芬芳……

无眠的夜晚，仿佛万籁俱静，俱静在乡土

文化的切切思虑里，又仿佛万物声鸣，声鸣在

乡村振兴的蔚蓝图画中。带着乡土文化研究

会 的 命 题《乡 土 文 化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动 力 源

泉》，刘建华的思绪与深情已扎进了探索乡土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梦河里了。乡土文化在

哪里？农耕文化、乡村手艺、乡村景观、乡村节

日与习俗，是否都是乡土文化？梦河的波澜拍

打着她起伏的心潮，梦河的浪花绽放于她翻

转的脑海。她在心灵深处发问：幽深广袤的纱

帽山究竟扎下了多少文化元素呢？这里的油

坊、水碾子、水车、石磨、背篓、竹器，无疑都打

上了乡土文化的烙印，如何将这些文化元素

融合于乡村振兴的战略？又如何使乡村振兴

插上文化的翅膀，起飞远航呢？

她的梦河里已波澜激荡。她不知道要在这

个木屋里驻足多少个日夜，她更不知道是否会

爱上这个木屋，这里的大山，大山的绿浪，绿浪

中的翠竹，竹林的野兔，还有野鸡、斑鸠、竹鸡、

岩鸡、金鸡、阳雀，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动物们。

突然，有鸟儿啼鸣，啼鸣在梦河的深处，

打湿了翅膀，带走了浪花。屋后、屋前、屋顶、

屋檐，屋后的山林，屋前的田野，一只只，一声

声，渐缓渐急。渐渐地，渐渐地，群鸟唱和，欢

腾一片。她苦思中听出了，有一只鸟叫得声嘶

力竭，声声不停，啼出了露珠颗颗，啼来了东

方的黎明。后来，她问了乡亲农人，这是一种

什么鸟，会那样搏命地呼唤？乡人告诉她，这

叫阳雀，又叫杜鹃，布谷、子规都是这鸟儿的

别称。有人称它为啼血杜鹃。为了唤醒农人耕

种阳春，它一直要叫到心碎声嘶，口吐生血！

在阳雀声里，她一次次地走进了峰峦叠

嶂的大山，走进了白云深处的乡村人家。又一

个春风醉人的夜晚，温柔的月光再度护送着

那个背影满载收获离去……

坐落于波光流霞的烟云深处，掩映在绿

浪轻拂的岸柳丛中，这便是荡漾于沅江浪花

里的移民新村——辰溪县柿溪乡溪口村。一

块“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岩石标牌，高

高地稳立于村口桥头，闪亮了水上村庄，辉映

着江流波澜，绽开了全村人的笑颜。

步入村口，一排色彩淡雅的水墨文化墙，

深藏着一个美丽乡村的缩影。溪口村历史悠

久，文物古迹众多。不但有距今 6000 多年的

史前贝丘遗址，又有保存完好的东汉时期所

建的伏波庙宇，还有历史悠远的回龙庵、张氏

宗祠、唐万福庙堂等。从“村规民约”和张氏宗

祠里的“百忍堂”“大戏台”“张氏家训”“教子

中堂”，均可触摸到孝敬父母、和睦乡邻等传

统文化根脉源头……

6 月中旬，由辰溪县乡土文化研究会主

办的寻根乡土文化乡村行启动仪式在柿溪乡

举行，县乡土文化研究会、中文名师团队、县

作家协会及社会各界热爱乡土文化的人士积

极参加。座谈会上，刘建华围绕乡土文化的挖

掘、传承、保护、书写，乡土文化的价值、内涵

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赢得了满堂彩。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李俊雄

说：“辰溪乡土文化丰富，特色鲜明，要保护

好，挖掘好，助力乡村振兴。”

辰溪县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优美，如

何深入挖掘和利用好乡土文化，为乡村振兴

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为经济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刘建华和她的团队，以及乡土文化

研究会的同仁们，在继续追寻着。

有诗云：为文访民间，扎根纱帽山。青春

怀古道，情浪波云天。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鲜艳的党旗啊

像花朵一样

骄傲地飘扬在火热的神州大地

走进红色的七月

我们激情放歌

赞美你，心系群众

赞美你慈爱的胸怀

走进七月

走进澎湃的季节

金色的镰刀和铁锤

是血色的信仰

为人类唱响希望的赞歌

哪里有风雨，哪里就有中国共产党

我们赞美你

克服重重危难

带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你与人民心连心

你是东方的朝阳

两只水鸟，在月湖的绿波里

拨开一条水痕，一前一后的

寻欢。在偌大的肾形湖面上

像两个移动的黑点

远看它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几秒间，窜出去五六米

大约有它的几十个身位

半湖菡萏，在波光潋滟中

含苞欲放，摇曳着五月的清爽

算计着，还有三四个日子

飐点风，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

别样娇红。任由遮风挡雨的荷叶

接天连水，卷舒开合

只落得无人管，自在香

一群野马，肆无忌惮的

在急促的鼓点与琴瑟声中

从它故乡新疆北塔山奔涌而来

雷鸣般的嘶吼，似乎

要把大地撕裂

把我们碾压在湖底的泥沼里

颤栗，焦灼

一冽清泉，从洪山的山谷间流泻

踩踏着人们熟悉的贝加尔湖旋律

洗刷着溪底的鹅卵石

还以它们斑斓，却击碎了我的梦

清脆的，嘈嘈切切，错杂而拥挤

一阵一阵，暗香浮动

一寸一寸，滋滋生长

汉诗新韵

曹
立
杰

走
进
七
月

游宇明

从本能上说，人都是倾向于让自己尽可能活着的，生命只有

一次，丢掉了永不再来。所谓“好死不如歹活”，所谓“人命关天”，

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人必须珍

爱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然而，世间也有一些人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与常人迥然相

异的选择。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一位深度参与这个运动的青年人本来有逃

走的机会。但他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者的到来。逮捕者迟迟不至，

某天，他到日本使馆见一个朋友，劝朋友东游，并且将自己所著的书

籍、诗文、家书一并托付，他对朋友说：“没有逃走的人，无从谋求将

来；没有殉难的人，无从报答圣明的君主。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卜，

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就让我与您分别担任这样的角色吧。”两人

相抱而别。此后几日，这位青年人与侠士商谋营救光绪帝，没有如愿

以偿。第四天，被清政府逮捕，终及于难。其实，就在他被捕的前一

天，还有日本友人劝其东渡，他谢绝了，坚持以血殉自己坚守的变法

事业。这个青年人，便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谭嗣同遇难数年后，章太炎因为替邹容《革命军》作序入狱。

听闻此事，年仅 20 岁的邹容毅然决定共赴危难。第二天一早，他

即坐敞篷车去自首，一边散发事先准备的《革命军》小册子，一边

高喊：“同胞们，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大家都要奋起革

命啊！”外国巡捕抓住邹容衣领，问：“你这个小孩子是来干什么

的？”“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邹容，你们不要抓我吗？我来自投罗

网了！”邹容毫无畏惧地说，就这样，他走向了监狱。

看着邹容主动来受这份罪，章太炎既感动又心疼，说：“小

弟，这监狱每年被虐待致死的囚犯有 200 多人，你我身体都很虚

弱，与其两个人都死在这里，还不如早想办法逃出一个人去。你

被判两年刑，我判三年，我比你年纪又大，因而，你应该生，我应

当死。”邹容哭着说：“如果大哥死了，我绝不一个人留在世上！”

“此言差矣！我俩不能死在一起，你应该活着，将来好有人为大哥

我报仇。我一死，社会舆论一定谴责他们，这样，他们对你自然也

就有所宽容。”章太炎说到做到，可是想自杀，找不到刀；想服毒，

找不到药。于是便决定绝食，一连七天粒米不进，一咳嗽就咯血

不止。邹容苦苦相劝，章太炎才停止绝食。

在一般人看来，谭嗣同是应该及时逃离的，如此可以保全变

法的火种，以他的操守与才华，日后当有更大的作为，然而，谭嗣

同决定以牺牲生命来醒世、警世，正是这种选择，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爱国者的无私无畏。邹容与章太炎呢，如果仅仅以“策略”论

之，前者当初大可不必主动入狱，后者也没必要以自己的死来求

狱方对邹容的善待。然而，他们这些“出格”的举动，却生动地呈

示出了两人非同寻常的情谊与对自己选定的革命道路的担当。

人永远有两种生命，一是活在肉体上的，一是活在肉身之外

的。一个人过分看重活在肉体上的生命，你可能投机取巧，可能

自私自利，可能临事逃避，生命的长短只能以肉体的生死为周

期；一个人追求活在肉身之外的生命，你就会关注自己留给社会

什么东西，考虑这个世界是不是因为自己变得更加美好，你对自

然的生命就不会那么在乎，必要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拿出来，结果

自然也就走进了人心与时间的长河中。

死与生从来不是绝对的。

寻
梦
乡
土
文
化

活在肉身之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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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邦

湖南有个洪江市，洪江市府在黔城。黔城，古老而美

丽，亲切又美好！

南方的五月，是潮湿的季节。文友相邀，去黔城采风。

我与黔城有缘，故地重游，正合我意。

在这里，我从娘肚子里出来，哭第一声，走第一步，吃

第一口饭，认第一个字，第一次上山砍柴被蛇咬了一口，

第一次下河游泳差点沉入水底……

过去，它叫黔阳县，县城在安江。如今，改为洪江市，

市府搬到了黔城。黔城，安江，都傍着同一条河，这条河叫

沅水。黔城在上，安江在下，都在沅水的上游。

沅水，发端贵州，归宿于洞庭湖。水，是生命之源，地

域之根。就像没有爷娘就没有崽女一样，没有沅水，就没

有黔城。地处湖湘大地的黔城，姓“黔”，不姓“湘”，虽匪夷

所思，但合乎情理。

这里，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宅院、每一块砖、每一片瓦

都镌刻着古老的痕印，向人们述说远古时期一个又一个

具有神秘色彩和浪漫情调的逸闻趣事。

一走进古城，古风古韵，满目庄雅，让人神清气爽，步

履也轻盈起来，仿佛穿越了时空，飘浮在悠远的情境与梦

幻之中。

此时，细雨蒙蒙，连绵不断，似万千水线在缝缀天幕，

雨珠打在 水上、清江里，浪花朵朵，涟漪荡漾，晶莹剔

透，层出不穷，一幅天然绘就的水质丽图镶嵌在古镇的周

边，为古镇的初夏更添了一份鲜活的生气和迷人的色彩。

我到过许多集镇，大多店铺林立，人声嘈杂，喧嚣躁

动不安，而眼前的古镇却是另一副面相：少见门户大开，

街上行人稀少，空旷，整洁，清幽，庄肃，呈现出矜持、稳

重，略带一丝羞答答的姿态。我想，这一定是政府保护古

迹的得力措施和居民爱护家园的自觉行动所致。古镇虽

然清静了一点，但不受干扰，不被损伤，倒是一件好事。

提起黔城，土生土长黔城的老陈如数家珍：古镇位于

沅水上游，三面环水，有 2200 多年的历史，是湘楚苗地的

边陲重镇，素有“滇黔门户”和“湘西第一古镇”之称。古镇

虽然不大，占地面积仅 0.8 平方公里，但古城格局保存完

整，全是明清时期的古街巷、古弄堂，原真古建筑占全城

建筑的 80%左右，原居民占所有居民的 90%以上。全城九

街十八巷，街巷交接处没有一处是十字路口，全是丁字

型，为冷兵器时代军事防卫所需，乃古镇一绝。

老陈介绍，黔城原有五座城门，只有东门通往陆地，

西门、北门和上南门、下南门分别面朝 水或沅水，因长

年战乱破坏与风雨摧残，保存完好的只有西门了。1938

年，戴笠在此举办军统特训班，蒋介石从 水坐船至西门

进城视察，戴笠觉得蒋走“西门”不吉利，将西门改称为

“中正门”，并提笔制匾挂在城门上，沿袭至今。中正门分

上下三层：第一层为城墙与拱门构成，古人就地取材，从

附近的丹霞地貌层开采大块红色砂砾石垒砌，既结实牢

固，又美观大气；第二、第三层为木框架结构，重檐歇山

顶，廊柱、窗棂、槅门、椽檩、脊饰，还有高高悬挂的大红灯

笼，色彩光鲜，层次鲜明，相互映衬，浑然一体，在烟雨飘

飞的半空中格外生动与秀丽。

在宽大的门洞里，我好奇地走拢前去，悉心观察，触

摸墙体，发现石块风化侵蚀严重，但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砌

缝却保持原状，坚硬如铁，横的、直的，一线线、一堆堆高

高地凸出在石块之上。

老陈告诉我，这是古代匠人的智慧，为确保墙体牢

靠，砌墙的灰浆用糯米、石灰、桐油和麻纤维等原料调制

而成，随着时间的延长，灰浆结构钙化，质地愈发坚硬，最

终形成石块本体风化、灰浆毫发无损的奇特现象。“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这句经典成语的原意，在此完全失效。

太神奇了，古人的建筑工艺之精湛，令人赞叹。

雨，紧一阵缓一阵地下个不停；雨声，轻一阵重一阵

地在伞顶上奏起了美妙的乐曲。我们提着好奇，揣着高

兴，左折右拐，在深巷的雨林中穿行。脚下，一块接一块泛

着青光载着厚重的青石板铺满了街巷，前呼后拥亲密无

间地向纵深延伸；两旁，一家又一家古朴大气的民宅、商

铺、客栈、祠堂、寺院接踵而至，其间的朱门、褐檐、粉墙、

黛瓦虽经岁月搓揉、风雨剥蚀，斑驳陆离，损边去角，仍风

骨铮铮，气质不凡。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停留在古朴典雅深宅大院密

布的西正街，还是漫步古色古香商业店铺林立的南正街，

比比皆是明清时期遗存下来富有浓烈民俗风情的窨子屋。

窨子屋不论大小，四周均高墙环护，对外不开窗户，

屋顶从四周向中心倾斜，木质结构的屋子从大门开始，一

进一进向里延伸，中间为甬道或厅堂，两边为厢房，门楣、

廊柱、窗棂上的雕花精致生动。每进屋之间设天井，起通

风、采光、排水作用。窨子屋里冬暖夏凉，隐秘，不受外界

干扰，能防火、防盗、防匪患。王有为故居、黄忠浩故居、危

泽甫宅、杨家大院、张家老屋、邓氏宗祠、俞家窨子等民宅

古迹都是窨子屋格局。

到了黔城，不可不去芙蓉楼。芙蓉，原产于湖南，喜

光，耐阴，好湿润，生命力极强。在湖南，一根枝条随地插

下去，就能生根，发芽，分蘖，滋滋地往上长，开出满树的

花儿来。它象征着高洁、贞操、吉祥。湖南誉称“芙蓉国”，

古人为纪念唐代爱国诗人王昌龄，建“芙蓉楼”于此，实至

名归。

芙蓉楼，位处黔城西北角，俯临 水，紧偎城垣，为古

建筑园林。这里，楼亭错落，碑廊横列，古树参天，花红叶

绿，集古朴、精致、清幽、典雅、秀丽于一身，是历代文人饮

酒赋诗、宴宾送客之处。

来到芙蓉楼，一道门坊高竖眼前，两旁八字墙护撑，雄

伟壮观，气势磅礴。门坊正中，“龙标胜迹”四个繁体大字赫

然显目，端庄，厚重，饱满，更添了门坊的气魄与威仪。

东道主介绍，此门有“三绝”：一绝为上有大型泥塑王

少伯送客图，两边衬以春、夏、秋、冬风景和白鹭、荷花图，

技艺精湛，画面生动，寓意深刻，立体感强；二绝为高达

12 米的牌坊向前倾斜，倾斜度超过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而

不倒；三绝为门顶上指南针上南下北，与常见指南针的方

位相悖，是何缘故，成千古之谜。

我登上芙蓉楼，倚扶栏杆，眺望四处，映入眼帘的是，

夏雨潇潇，云遮雾绕，峦隐峰现，水开波折，山水城阜在静

恬、隐忍之下，蕴含着坚韧毅力与勃勃生机，好一幅清丽、

朦胧的雨中奇景图！置身于此，心海荡漾，心旷神怡。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早在 1270 多年前，唐代诗人王

昌龄因傲骨凛然，疏与权贵为伍，被贬至此任龙标县尉，

虽深陷孤独，无比惆怅，但矢志不移，清明高洁，在此依依

不舍送别好友辛渐的场景，不由得吟诵起那篇千古绝唱

来：“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

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诚然，这首诗作者作自何处，是江宁，还是龙标，存有

不同之说。家乡人拍着胸膛，言辞凿凿，芙蓉楼在此，非黔

城莫属。我想，其实，此诗作自何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

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王龙标为官于斯，无可争议，他

的身影在，气节在，功德在，这就够了。

我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更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

生，在细雨飘飞绿荫如盖的芙蓉楼园林中，漫步蜿蜒曲折

湿漉漉的小径，走走停停，打打望望，疑惑地猜度芙蓉池

的怪石山上为何长出茂盛的石榴树，诧异地打探三角亭

为何靠石壁而建没有完整通透的亭身，虔诚拾掇碑廊石

刻上名人手迹的稳重与洒脱，潜心捕捉铸铁大钟上“国泰

民安”的分量与代价……

当我走到一片修竹前，看到一支支破土而出拔节上

长的竹笋时，豁然间脑洞大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任何

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向上的，进化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

是向前的，是有内在规律和外界适应性的。它们既是有形

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有声的，又是无声的；有形的与无形

的，有声的与无声的，相互交织，融合一体，呈现出无尽的

力量与不绝的永恒。

难道不是吗？

雨，还在继续地下，湿了古镇的街巷与屋脊，也湿了

我躁动的心房。古镇的景色是赏不尽的，古镇的故事是听

不完的，还是留着下次再来享受吧！

雨游黔城，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我爱这片古老的土地，我爱这方美丽的山水，我爱这

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爱这里勤劳智慧的父老乡

亲！

黔城古镇，古貌不变，古风不减，古韵犹存，在新的时

期赋予新的使命与新的担当，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新

的活力！

雨洒古城湿我心

管见集

洪江市黔阳古城芙蓉楼。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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