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2年 10月 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陈阳/湘江 投稿邮箱：yd9333@sina.com

石光明

以为今年会错过赏荷的机会，时

已九月，节近中秋，不期还圆了观荷的

念想，留下一段荷香醉人的记忆。

读古人咏荷诗，早早被杨万里带

了节奏。喜欢他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又读他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

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于是便认为荷花是六月的专

宠，荷是夏天的风物。当年我去西湖游

苏堤，寻曲院风荷，特意在六月天。后

来读到文征明诗句，原来他与我一样，

开始以为“九月江南花事休”，及至荷

池，才惊艳“芙蓉宛转在中洲”。

其实杨万里没说错。民间传说的十

二花令，六月花神就是荷花，江南风俗

里农历六月廿四是荷花生日，以农历六

月为荷月，荷花又别称“六月春”。荷的

花期长，从六月到九月。六月的荷花，如

清纯少女，是最明艳娇美的，而九月荷

花，染了秋色，美丽中多了成熟的风韵。

荷花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分布

很广，南北都有，称谓也多，如莲花、芙

蕖、芙蓉、菡萏、水芝、藕花，论清雅气

质，还有凌波仙子、水宫仙子等等。植

物史上将荷称为“活化石”，是被子植

物中最古老的，与恐龙同时代。国人栽

培荷花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诗经》有

歌咏之：“湿有荷华”，“灼灼芙蕖”。

湖南别称“芙蓉国”，湘人自然对

荷格外亲，莲子也名“湘莲”。我喜欢荷

花，因为它向阳，不喜阴，有一分阳光

便十分灿烂。它还是百花中唯一花、

果、种子并存的，“华实齐生”，可观赏，

可食用，比好看不好吃的名花要实在。

李渔说它“有五谷之实，而不有其名；

兼百花之长，而各去其短”。周敦颐《爱

莲说》赋予了它道德品格。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高洁、清香，飘逸、

脱俗，神采特质与君子相似。《群芳谱》

誉为“君子之花”。

很多地方都有荷，唯淳口的荷花

让我心醉。淳口在浏阳西乡，去长沙不

远。土壤富硒，盛产烟叶，过去荷花无

名声。去之前不免嘀咕，怕虚此行。

路边有个以耕读文化闻名的“博

士村”，惜未“停车坐爱”，留待以后品

味吧。车过捞刀河，清浅的河水在热情

奔流，道吾山一脉东来，抹绿了天际

线，映衬着白墙红顶的民居和秋熟的

田畴，一幅好明丽的乡村风景。忽然，

远处浮着一大片绿云，绵延数里，慢慢

飘来。

走入荷花基地，荷塘里荷叶层层

叠叠，绿浪涌动。细看，爬上荷叶边的

秋意，已卷起几缕枯黄。绿潮上，一朵

朵荷花仍在竞放，花色依然丰富，有白

色、粉红、深红、紫红、淡黄，还有不少

白里带红、红里带粉的间色，深深浅

浅，高高低低，远远近近，争奇斗艳。这

是荷花的狂欢吗？如“水上芭蕾”一曲

高潮。难怪古人云：花莫盛于芙蓉。想

起宋代晏几道《蝶恋花》的首句来：“笑

艳秋莲生绿浦。”仿佛是为眼前而写。

经营管理荷花基地的是位质朴阳

光的中年女子，听说是个有故事的女

人，“全国优秀农民工”、湖南“最美扶

贫人物”称号获得者。荷塘边遇到，她

刚从别的基地赶回来，风尘仆仆，脸上

浮着太阳的印迹，笑声随荷风吹来。似

在哪见过？想起来，是前几年央视农业

农村频道《致富经》栏目的专题报道。

“虽然九月，你们来得还正是时候

呢。去看看吧。”说着，她领我们往荷花

深处走去。走在荷塘中的游道，茂密的

荷叶如绿潮从两边涌来，竟有“步步生

莲”的感觉，一朵朵荷花随波逐浪，摇

曳多姿，数不清的莲蓬如话筒如喇叭，

抑扬起伏，直播着“荷花颂”。

说起荷，她如数家珍：“荷花分观

赏荷与食用荷。食用荷虽无观赏荷的

雍容华贵，但既有食用价值，又具观赏

价值。瞧，这一片都是食用荷。”她伸手

划了个圈，顺势摘下一片硕大的荷叶

戴在头上。“荷花全身都是宝，荷叶、莲

子、莲蓬须等可以深加工，做成莲子

面、荷叶茶、莲子粉……”

“莲蓬 6 月就上市了，怎么立秋了

还有莲蓬呀？”记得辛弃疾“溪头卧剥

莲蓬”的描绘，我问。

“莲蓬是荷花谢后长出的果实，荷

花花期多长，莲蓬采摘期就有多久。”

顿了顿，她又说：“莲子七成熟就要采

收，不然老枯后容易落水。俗话说，宁

拣七成熟，免遭三成丢。”

基地办公的地方不起眼，莲蓬破

碎去托、莲子挑选工厂都在这里。机器

轰响着，莲蓬倒入，出来时莲子和莲托

便分开了。一群妇女和老人围坐一起，

忙着挑选莲子，是本村的村民。有穿雨

裤的妇女挑着新摘的莲蓬进来，见到

我们，挑了几个偏嫩的递过来：“你们

尝尝，水分足，味道鲜嫩。”

在简易会议室坐下，员工端来了

茶。她介绍说：“这是荷叶茶，你们品尝

品尝。”碧绿的汤色，飘着荷叶清香，正

好解渴。

我好奇，又问：“《本草纲目》说荷

叶可入药，做茶也需揉制吗？”

“荷叶含有多种生物碱，有助于防

治心血管疾病。我们经过很多次试验，

解决了荷叶茶制作的难题。过去荷叶

都烂在塘里，现在好了，又多了一个帮

助农民增收的门路。”说到荷叶茶，她

格外兴奋。

靠墙物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

各色奖状、证书。我想，这真是一个奇

女子，谁能想到几年前她还被人以为

会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她不仅站起来，

实现再创业，还走出了一条荷花立体

循环生态套养、产品深加工销售与生

态 旅 游 综 合 开 发 的 荷 花 产 业 发 展 路

子。帮扶贫困村民种植荷花，种苗免费

送，技术手把手教，产品保底收购，安

排村民务工就业。还辐射带动了全省

38 个荷花基地。“一人富不如一起富。

我向党旗宣过誓，要燃烧自己，照亮更

多的人。”她动情地说。

她有一个荷花般美丽的名字：临

英。“英”的本义是花。也许，她与荷花

结缘早在父母取名时就注定了。村里

年轻人昵称她“荷花姐姐”，大妈大爹

呼她是“荷花仙子”。

古人咏荷，多重荷姿，鲜有荷香，

有也拘于自我。李白想象奇特，只吟得

“荷花镜里香”。在淳口，我感受到的是

我们时代的活色生香。荷香醉人，不仅

是美艳而圣洁的秀色，平凡又不俗的

清香，是道德文化的绵长，更是家国情

怀的升华，人们口碑的颂扬。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

瑶寨山门。

李熙斌

四亩田瑶寨令人神往，处于湘南

北湖区仰天湖风景区山脚下。

仰天湖被瑶家人奉为“天湖”。她

的水源来自于四季不断流的泉眼。泉

涌成于溪，溪流汇于河，南是粤北江，

北是湘西河，粤、湘的支流河段皆发源

于此。草原腹地的仰天湖，是第四纪冰

川期馈赠的一个死火山口，平均海拔

1314 米，总面积 40 平方公里，誉为江

南的“呼伦贝尔”。自然水泊的湖面积

20 余亩，纯洁的湖水，就像高山草原向

苍穹高高擎起的一碗净水，滋养丰饶

着这片土地，造福着瑶寨乡民。

将绿草平铺直叙的是仰天湖草原，用碧水

映透蓝天的是仰天湖泊。

走进仰天湖景区，处于山岗低洼处的湖泊，湖堤

边上草木葱茏，清风徐来，水中苇秆、黑天鹅倒影婆

娑，不知名的水鸟，自由地栖息在水边，悠闲地戏水

觅食，全然没有任何的警觉，偶尔发出几声鸣叫，回

旋在水面上久久不去，万籁皆俱寂，只余天籁声。那

叫声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是我们的家园。

仰天湖大草原景区，是由郴州市金展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投入巨资开发运营，按国家 5A 级景区标准

建设。在草原核心区域建生物隔离带 28 千米，物理性

隔离围栏 11 千米，实施人工种草、挂网喷播、花灌草

种等复绿工程。游客打卡景区：网红餐车、蒙古包、草

原咖啡厅、草原营地下午茶、霍比特城堡、彩虹飞屋

等，真实还原电影场景，走进童话世界；引进可爱的

萌宠：羊驼、梅花鹿、柯尔鸭、黑天鹅、杜泊绵羊等，性

格温驯，呆萌可爱；骑马、滑草、射箭、划船等项目让

游客其乐融融；中心半径 15 千米的区域，有吸引游客

观赏的十大景观：华夏奇观、仰天巨佛、安源石林、平

头山寨、十里杜鹃、雾海重田、高山观日、晴雪云耕、

通天洞峡、滴水岱瀑……

出景区后几里路，就进入我们采风的四亩田瑶

寨。驻村的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负责人在瑶寨山门

前迎候我们，他向我们介绍：山门为三间三层坡顶建

筑，总长 12 米 12 根柱，寓意瑶族十二姓。撑立中间的

四根柱形似长鼓，顶部是梧桐树图腾，圈花为瑶族龙

犬图腾。走进瑶寨，瑶族历史气息扑面而来：迁徙千

家峒、漂洋过海、盘王祝寿、还盘王愿等长方形壁画，

是用仿古的金黄色料特制而成，图案金光熠熠；瑶家

民风民俗的大幅壁画映入眼帘，大美瑶寨、男耕女

织、长桌宴、长鼓舞、竹竿舞、春夏秋冬场景的巨幅画

分外醒目。约几亩水面山塘旁的“天福长廊”，长 48

米，宽 3.2 米，为砼仿木廊结构，是瑶寨乡民议事，摆

长桌宴、红白喜事宴宾客场所。

几个瑶家老人，静静地围坐在长廊里，享受着午

后的阳光，岁月的纹理纵横在他们脸上。望着那储满

沧桑与阳光的脸，心中只有感动。我走向一位老人，

名叫赵友成，61 岁年龄，他向我们说：四亩田组有 43

户，一百多口人。他的家族是从江口乡的高山迀徙而

来，他是第四代。一家三代人，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在

家种地。他说，瑶家以前生活在高山，多雨多雾，以狩

猎、种苞谷等杂粮为生。这种千百年固有的过山瑶生

存方式，如今发生了根本改变，寨子变化巨大。2016

年 8 月，当地政府将瑶寨乡民从易发生地质灾害、交

通 不 便 的 半 山 腰 ，集 中 扶 贫 易 地 安 置 到 现 今 的 村

寨。

面对生活环境的改善，瑶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提

高。村委会引进投资 20 多万元，建成了蘑菇大棚，产

出的鲜菇供应仰天湖风景区。寨里大多数劳动力，到

风景区就业，月收入有 3000 元以上。有几家村民率先

开起了民宿，吸引游客来就餐住宿。现在瑶家人的民

宿开办了不少，散落在风景区四周。旅游旺季时，游

客蜂拥而来，到瑶寨购买土鸡、土鸭、牛肉干、风干腊

肉、干禾花鱼等。仰天湖大草原风景区，改变着四亩

田瑶民的旧有生活，瑶民们生活富足，和谐而幸福。

在我们的恳切请求下，61 岁的赵友成和 75 岁的

赵青莲两位老人情不自禁地先为我们唱起了瑶乡情

歌，几位年轻小伙和姑娘随后也深情地展开歌喉，加

入了对唱：

（男）高山高岭一蔸桃

南风吹起满树摇

两人扳倒桃子树

问妹情意交不交

（女）高山高岭一蔸桃

南风吹起满树摇

两人扳倒桃子树

妹在树底把情交

……

最后，赵青莲老人感慨今日幸福来之不易，随口

编了山歌唱道：

共产党像金太阳

照亮了四亩田

变成了新模样

千年柴山变金山

幸福地生活

我们喜洋洋

歌声悠悠，将四亩田瑶家人的幸福传出很远很

远……

仰
天
湖
瑶
家

荷香醉人

游宇明

黄惟群有篇文章说到武侠小说大

师梁羽生的一件轶事。某日，谈到由梁

作改编的电影《白发魔女传》，梁羽生

将 张 国 荣 的 拍 档 林 青 霞 的 名 字 讲 错

了，说成是另一个人。他太太在旁听

了，笑着 指 出 错 处 ，还 朝 黄 惟 群 夫 妇

打趣：“看看，这人真是搞不清楚。”只

见 梁 羽 生 双 手 搭 在 太 太 坐 着 的 椅 背

上，“嘻嘻嘻”地笑着说：“怎么会是我

搞 不 清 楚 ？我 哪 里 说 过 ××× ，我 说

的明明是林青霞，是你听错了。”接着

又拉长声调哄着太太：“平时嘛，确实

是你对的时候多些，可今天嘛，你确实

是……”接着又哈哈大笑。

读到这样的“耍赖”细节，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被梁羽生的顽皮感染。

这样的顽皮本质是一种童心。所谓“童

心”，就是孩子气，就是无所顾忌地袒

露内心，它源于本质意义上的绝伪存

真。

某天下午，画家黄苗子到跨车胡

同拜访白石老人，正准备敲门，来了一

位邮递员，拿出一封信托他顺便捎去。

黄苗子见了白石老人，立即将信奉上。

白石老人坐在破长藤椅上读信，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表情。他颤颤悠悠地从

腰间摸出钥匙打开大橱的门，拿出很

多卷面，指着说：“你挑吧，挑一张你喜

欢的，我送给你。”黄苗子觉得很不好

意思，却又觉得长者之赠不好推辞，因

此在几十张画中选出一幅浓淡对比较

强的“虾”。白石老人略微思索了一会，

便将画摊在桌上写了两行跋语：“八十

九岁之白石老人，久客京华，梦也思

家。时值苗子弟携予亲人书至，此谢

之。”不容分说便将画交给了他。

这件事，如果不是黄苗子亲自讲

出来，可能少有人相信。白石老人的画

多么值钱啊，在当时随便一幅画就可

以卖七八十元，相当于普通大学毕业

生一两个月的工资，然而，仅仅因为黄

苗子顺手给他带来了一封家书（真正

的举手之劳），他居然采用如此郑重的

方式重谢。这种行事方式显然不是一

般成年人之所为，只能归结为童心。

童心从来不屑于跟城府做邻居。

一个人内心有了城府，交朋友要看对

方的职位，做人情要考虑会不会有足

够的回报，帮人忙一定得让对方知道，

他不可能有童心。城府是一种丛林思

维，永远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第一考

虑，它需要的是见风使舵、趋利避害。

童心是一种心灵的洁白状态，它重喜

怒而不重利害，在乎真诚超过在乎对

个人的所谓“保护”。当年的苏东坡冰

雪聪明，诗文书画皆绝，但他写诗作文

常常不顾个人前途，直刺时弊，让一些

灵魂发抖，就是拜童心所赐。

人在尘世行走，难免遭遇风雨泥

泞，有城府的人如此，童心不泯的人同

样如此。梁羽生和齐白石都是经历过

长期战乱、遭逢过背井离乡的，苏东坡

则是经常被流放到边荒之地，说这些

人不知道人世有暗沟、险滩、悬崖不合

事实，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自己

经历过什么，始终相信每天都有新的

日出，从内心里憧憬人与人之间单纯、

友好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的童心并

不是因为其不动脑子、思想浅薄、认识

糊涂，而是由于他们愿意对这个世界

付出自己的信任与善良，期待以自己

的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变。

童 心 可 爱 ，童 心 也 可 贵 ，有 幸 相

遇，请学会善待，只有善待，童心才会

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越长越多、越长越

赏心悦目。

童心的通道管见集

秋天也不忘播种
（外一首）

刘定文

丰硕的瓜果

迷醉金秋的笑脸

疲惫的行装

沉淀数十年风雨载途

秋风送来清凉的思索

站在轮回的生命里

深沉的目光拨开层层迷幻

穿越到更远的时节

祖辈的叮嘱

悬挂在神龛

耕者的基因

一直在你的骨髓里生长

伺候冬小麦和冬油菜的种子

进入九月温暖的土地

憧憬来年五月的喜悦

守候菠菜芹菜香菜

舞动嫩黄的舌头

举起秋天里的春天

还要用秋水呵护风信子

来年春日里才能见到它的笑容

播下三色堇的种子

让明年夏天绽放光芒

你在微信里种下对儿子的叮嘱

在沿途撒下悲天悯人的情怀

秋夜 你还要种下书本和笔墨

墙上的相框才会盛开父亲的欣慰

你不相信 秋日仅仅是简单的收割

你不相信 秋季是萧条主宰的奴隶

你坚信 秋天也是持续耕种的时节

你坚信 清秋也是眺望未来岁月的站台

桂花树，向你致敬

春天里

桃树花言巧语

你淡定

柳枝卖弄春风

你淡定

夏日里

葡萄架说着酸酸的情话

你淡定

水杉高高地举起天空

你淡定

秋日里

枫叶一夜之间魂飞魄散

你淡定

瓜果在献祭丰年

你幽幽地吐出窖藏了一年的心香

冬日里

樱花树干巴巴地抗议风雪

你淡定

梅花热烈地绽放惊艳

你默然高扬永远不变的绿色誓言

我站在四季之上

坚定地向你致敬

尽管你也许淡定得没在意我的声音

但我的目光依然会惦念你的春夏秋冬

秋（组诗）
李亚雄

秋声

采一片枫叶红啊枫叶红

烈火般燃烧的枫叶红

用它单薄的身躯

向晶莹的寒露

倾诉岁月的沉重

采一颗樟籽黑啊樟籽黑

乌金石般明亮的樟籽黑

用它饱满的热情

向芬芳的大地

表白母爱的深沉

采一支野菊黄啊野菊黄

芥末酱般火辣的野菊黄

用它纯粹的语言

向边关的战士

致以真诚的礼赞

采一杆芦花白啊芦花白

棉花絮般蓬松的芦花白

用它迎风的挥舞

向南飞的雁阵

呼唤游子的归来

秋影

风折卷了树叶

柿子露出红彤彤的脸

丰满而美妙

雨，迟迟不到

白沙河越走越窄

河床上的三野葛愈加狂放不羁

一群穿着明黄道袍的传武人

在河堤上乾坤挪移

也不知生命的旅程

会不会像身后的影子一样拉长

汉
诗
新
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