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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屋场 ●
抵达时已是下午 4 时。这是块

小 小 的 坡 地 。背 后 是 苍 莽 的 太 阳

山，前面是缓缓降伸的田野、村庄

以及同样巨大的山体。太阳依然灼

烫。沿着溪流吹来的山风，叹息一

样 穿 过 破 败 的 门 窗 ，有 薄 薄 的 凉

意。

到处是时光肆虐过后的痕迹。

倾斜的木壁，腐朽的门窗，长满青

苔的地磉岩，不堪重负以至扭曲到

触目惊心的柱头、横梁和檩条。阳

光漏过稀疏破碎的屋瓦，静静地照

着堂屋的火坑。尚未燃尽的残炭，

泛着黄昏一样灰白的光。

一个村庄的历史或许就从这

里开始。就像屋左的这条山溪，或

许是某条大江大河的某个源头。然

而，此时此刻，站在溪中硕大的石

块上，我们显然无法窥探整个河流

的走向、水文和地貌。唯觉流水汤

汤，山高水长。

像翻拣珍贵的年代久远的古

籍一样，我仍然小心翼翼地、近乎

固执地搜寻着隐蔽的细节与痕迹。

废墟般的厨房，长着黑色霉菌的满

是缺口的陶罐，锈蚀的铁锅残片，

被踩踏得凹陷成坑的地面，灶台上

郁郁的野草，伸进窗户的灌木……

时间的残酷与迷茫或许也正在于此——一些

故物正加速消逝，新的事物正蓬勃生长，好在先祖

生活的点滴仍清晰可辨，他们残留的某些气息仍像

父母的鼻息一样熟悉。

● 青石 ●
人与石头是一对冤家。像弄不清地里究竟有多

少红苕、岭上究竟葬了多少先人一样，我们也无法

知晓山野、溪流到底有多少青色的石头。它们就像

胎记和黑痣一样与生俱来。

是的，那些玉石般细腻、天空般碧青的石头，就

像黑痣一样，遍布村庄的角角落落、沟沟坎坎。它们

那么坚硬又那么柔软，那么冰凉又那么温润，胎记

一样让人抛离不开却又心有不甘。

人们像驯养牲畜般驯服着青石。古老坚硬的石

头在年轻后生的手里酥如发糕。他们用汗水与肌

肉，用铁锤与铁凿将一块块青石雕琢成石碾、石磨、

石臼、磉墩岩，铺成石板桥、石板路。

然而人终究活不过石头。人们庄稼样一茬接一

茬地生长、成熟、收割，然后消逝。而三百年前先人

手里置办的碾子仍在吱吱呀呀碾过稻子，碾过苞谷

和晒干的薯米。两百年前架的石拱桥、百年前铺的

石板路仍走过一批一批的后人和牲畜，走过无数个

清晨与黄昏。

后生时期打制的石臼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滋

润，即使置身幽暗的中堂屋仍泛着油亮的光。但当

年的后生，浑身的气力却像水分一点点蒸发，人越

来越干瘦，头发越来越枯白，神情越来越木讷，再也

搬不起臼子、讲不了大话了。

或许就在往后的某个清晨与晌午，后辈请来先

生与石匠，用青色卵石砌上坟圈，用青石岩板打成

石碑。只有成为岭上先人的时候，人们才会与石头

取得和解，像亲人或朋友一样，伴着漫山的清风、明

月与寂寞，相守相望。

● 响器 ●
乡野是寂静的。风掠过山林，雨滴落屋檐，山泉

淌过竹简，有一种深入骨子的寂静。即便夜里群狗

乱咬，荡起凌乱的回音，但底色仍然是浓浓的墨色

和深深的寂静。

人们大多寡言，脸上常挂着憨憨的笑，宛如阳

光静静落在灶台。孩子们白天在外嬉戏喧闹，傍晚

归家亦坐有坐相，站有站样，神情稚嫩而又矜持。

经年累月与泥巴、石头、溪流、草木打交道，沉

默甚至木讷的山民对于人世更有一份珍重与庄严。

平日里他们自己可以吃糠咽菜，对于亲朋和客人却

恨不能倾其所有。平日里人像泥巴一样柔糯，石头

一样默默地日晒雨淋，只有逢到重大节日，逢到生

老病死，他们才像山火一样热烈，战士一般慷慨。

他们请出系着红绸带子的锣鼓、钹子、唢呐和

牛角等响器，像耕地一样慎重地抡起木锤，敲起竹

片，鼓起腮帮，在一种撕心裂肺的爆裂的声响中虔

诚地庆祝、祈祷或祭祀。

是的，是声响而非音乐，是响器而非乐器，是呐

喊而非抒情。乐器是山外的、文雅的称谓。山野有山

野的叫法，我们将它们叫作响器。它们奏响的是山

间的日头、泥土，是山民的期盼与悲欢。

山民把响器当作仪仗、武器甚至是神器。每当

人世间的大事来临，人们就会近乎

本能地奏起响器。年节期间舞龙舞

狮要动用响器，老人故去要动用响

器，架屋场、垒坟圈也要动用响器，

在一种世俗的喧闹中壮大声势或

寄托哀思。

年头年尾的清晨和黄昏，作权

伯伯身披绛色法衣，吹响墨黑的长

长的牛角，召唤逝去的先人回家团

聚，呜咽苍茫的声音像年迈父亲的

嘶喊，那么激荡又那么寂寥。

● 矿洞 ●
宛如删繁就简的历史，若干年

月过去，崇山峻岭的白泥塘只遗下

若干长满灌木与茅草的巨大坑洞，

许多鲜活的人事早已变成模糊、可

疑的空洞与背景。

村里已经没有老人说得清楚，

矿洞开发究竟始于哪朝哪年。在他

们日渐模糊的印象里，只依稀记得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讲起过那些久

远的、来路不明的巨坑，只晓得在

村里的溪沟，偶尔可以淘洗出小米

一般亮灿灿的黄金。

上 世 纪 80 年 代 ，仿 佛 某 种 轮

回，坑洞在沉寂多年后一夜之间苏

醒过来，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加速

度开始漫卷。先是距白泥塘七八公

里的蛤蟆塘发现矿脉，随即又在土

地坳、牛角冲、归冲、五马破槽等许多山岭和谷湾相

继淘出金子。

随后的十余年里，在方圆 20 余公里的山林中，

来自溆浦、新化、隆回等周边数个县市近万人众，前

仆后继，蜂拥而至。火药与机械，爆破与开采，金钱

与欲望，阴谋与阳谋，背叛与忠诚，繁华与破败，欣

喜若狂与心如死灰……数百年前那段业已消逝的

往事，或许在更为先进的生产条件下，以快进键的

方式重新开始演绎。最为辉煌的时候，那些崎岖的

山岭宛如县城的街市，小卖部、小饭馆、桌球室、棋

牌室、录像厅、歌舞厅、典当行，应有尽有，终日人声

鼎沸，恍然末世狂欢。

与突然兴起一样，90 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强力

整治矿山秩序和生态环境，一切就又戛然而止——

人员迅速撤离，矿山日渐荒废，蓬勃的林木与茅草

重新占领坑洞……时间仿佛从未流逝，漫山的枞

树、杉树，颜色深浓，安详如昔。

然而激起的尘埃数十年后亦未完全落定。极度

豪爽与极度吝啬，胆大妄为与谨小慎微，好高骛远

与得过且过……凡此种种，仿佛水痘疤痕一样仍在

周边山民身上有所残留，纯良如水的性情里偶尔会

泛起一丝剽悍、狡狤、怯懦的沉渣。

或许应将一切都交给悠远的时间和宽厚的山

野。

● 个人堂 ●
回首某段尘封的隐痛是艰难的。就像掀开一块

陈旧的结痂，虽然已不甚疼痛，然而眼前红生生的

血肉和过往伤痛的记忆，依然会让人脊背泛起丝丝

的凉意。

迄今为止，提起个人堂我仍然难以准确地界定

自己究竟是一种恐惧、忧伤还是茫然，或是兼而有

之的某种情绪与心结。甚至对个人堂是指一段路，

一面坡，还是一片院落，或是相对宽泛的一块区域

也不甚明了——只晓得它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隔

开的十数丘水田和一面小小的山坡而已。山坡上十

数株高大乔木与几丛灌林之间，是几块倾斜的旱

土，种着红薯、苞谷、茄子和豆荚。

一片院落，二十余个中堂，百十口人众，两百余

年时光，风一样掠过，一丝涟漪都难以察觉了。唯有

似院名又似地名的个人堂这几个字，才将那段久远

的历史像基因一样铭刻于村人的血液与记忆。

老人们说，具体年月已记不起来了。只在口口

相传中，晓得那儿曾经有过一片规模很大的院落。

屋檐与屋檐连在一起，远远望去像一面青色的山

岭。

说是腹泻。突如其来宿命一般击中了这片院

落。一个人倒下了。数日后第二个人倒下了。接着，

就像山洪暴发，一切都无可阻挡，无可挽回地溃败

下去。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先人

面对死亡乃至灭族的恐惧有着怎样的挣扎与绝望。

人们眼睁睁地无力地看着瘟疫像镰刀一样收割着

生命。他们目光呆滞地将亲人抬上山岗，草草下葬，

尔后又像待宰的羔羊一样，瘫倒在床，麻木地等待

命运的最后裁决。

据说最后只剩下一人。曾经询问过许多老人，

也查阅了一些族谱，然而始终无从知晓那根独苗最

终流落何方，也无从知晓山后荒草间的那些无名坟

茔，究竟是山村的哪一位先人。唯一可以想见的是

他离开故土时的惶恐与悲凉。

李熙斌

一水连南北，文脉贯古今。西河，这条奔流

不息的历史瑰宝，源自南国的仰天湖大草原山

脉迤逦而来，孕育多彩的文化遗产，持续滋养

沿岸的乡村、城镇和百姓。保护、传承、利用西

河的水生态风光带，切入乡村振兴，是历史的

重托，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湘南郴州市战略布

局，在北湖区华塘镇吴山村上空吹拂的一股强

劲之风。

西河像一条无尽的玉带，从吴山村一侧蜿

蜒飘过，贯穿着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魅力。据村

支书、村主任曹鹏程介绍，《曹氏族谱》记载：村

先祖曹国器官封都统执掌兵符，南宋理宗年间

（1127 年），带兵巡视由汴梁至楚，见古郴州山

清水秀，民风淳朴，要其子曹贤用迁徙家眷，在

吴山铺石筑路，青砖砌墙，木制梁柱，造屋建

村。正是曹氏父子，入村吴山，弘扬文化，开创

了吴山文明的发展史，曹氏家族生生不息繁

衍，至今已有 800 余年历史。

西河吴山村段，两岸古树斜横、绿荫浓密，

上百间大小各异的民居邻水而建，临河而生，

错落有致。古民居保存尚好的有 30 余幢，双层

砖木结构，石砌墙基，青砖黛瓦，内木梁柱，外

墙高大峻拔，饰以精美壁画，屏风、斗拱、门楣、

窗格，或刻瑞兽百鸟、回纹花卉，或演绎戏文故

事、神话传说，造型优美，雕工精湛，古色古香。

这些民居很好地融合了江南建筑的风格，有的

利用空间筑骑楼，有的楼前连披檐，雨季可避

雨，夏至可遮阳，行走檐下，悠然、从容。

明、清两朝，“耕桑之富，甲于郴阳”的吴

山，已成为烟火百家、集市繁华的“郴阳之雄

村”了。这些富起来的乡民，重教育，喜诗文，办

学堂，建亭榭，因而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书香

不绝，是人文鼎盛的时代。村里考取进士 7 人，

举人、秀才 278 人，明清时期有“九里三阁老，

十里七进士”的美誉。

一条西河，浪花朵朵，见证多彩非遗。具有

显著地理和人文特色的古郴阳花鼓小调，吴山

村是发祥地之一，发端于宋、元，盛行于明、清。

起初称为“耍令”“打白令”，舞台语言为方言，

曲牌为民间小调，地方花灯和民间舞蹈为表演

动作，且歌且舞，情节巧妙，诙谐风趣。传统曲

目有《双探妹》《接表妹》《俏妹子》等，村逢婚娶

寿诞、乔迁、春节等节庆，邀来村古戏台演出。

曹氏宗祠、义成桥于 2014 年列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郴阳花鼓小调于 2016 年列为省非遗

保护项目，吴山村于 2018 年入选“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这些均和西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成

为奔腾在吴山村人心灵河床上的精神洪流。

明、清时期的“七进士”荣耀，成就了吴山

村千古风流的西河文化。去年，吴山村与湘南

学院南岭走廊乡村振兴研究院签约，吴山村制

订了“三年行动规划”，以“高校+村庄”新模式，

联手把吴山村打造成“乡村振兴示范村”。如今，

西河风光带新建了西河湿地公园，古桥景观园、

荷花基地、体育休闲公园。古民居得到修缮、保

护和开发，谋划康养古民居、民俗文化步行街、

月集市一条街，集中打造民俗体验、文化创意等

板块，吸引城区市民周末闲暇来村住农家屋，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体验农家生活，再现西河

盛景，讲述“西河往事”。

吴山村的秀美，还在于一村之地，竟然有

多处文体、休闲等各种完善、齐全的设施。在村

中走，映入我眼帘的是“同心亭”，上书楹联“致

富精神爽，健身乐趣多”映射出村民的幸福指

数。亭边一条石拱桥下的小溪，连接了图书馆、

“廉心亭”四角亭、“醉美吴山”诗墙画廊、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文体小广场、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站等，在近十亩地大小的范围

里，集水榭亭轩、假山荷塘、诸园林建筑与村文

体娱乐、图书文化等人文景观于一园。

上善若水。吴山村的乡村振兴，以西河相

连，因西河而盛，与西河共生。

吴山村让广东梅州市威华水利水电公司

承包了西河治理工程，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

合整治。引水进村，沟渠到田间地头，修复山塘，

在西河村河段兴建了两个拦河大坝。农户家装

污水管网，由排污管进村氧化池塘，转入荷花基

地净化后，排放到河流中。来到村子和招旅村交

界处，建好的拦河坝上筑起了人工湖，天蓝水

碧，湖岸柳枝葳蕤，水草丰美，安澜静雅。

吴山村以能人带农户、兴产业、致富村民，

挖掘村旅游文化资源，加快文旅、农旅融合，去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3.1 万元，构建了一幅精美

的乡村画卷。

每逢秋季末，吴山村举办“丰收西河”赶集

会。临近春节的小年前后，吴山村举办“乡村振

兴农旅节”，向城区市民发出“邀请函”，市民坐

821 路公交车直达村子公交站台，村农贸集市

里新鲜的、有机的、绿色的农副产品琳琅满目。

例如，炸套花、炸油耙子、抖糍粑、土鸡、土鸭、土

猪肉等年货应有尽有，让市民收获满满，欣喜

而归。

行走在吴山村，但见环境优美，产业兴旺，

乡风淳朴，村民的日子幸福而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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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上宁乡，下宁乡

湖南有湘资沅澧，

宁乡有沩乌楚靳。

好像大地上躺着四架梯子，

有一架梯子敲进了四颗钉子。

水太多了，别扶起来。

让它们躺着流。

沩乌楚靳，就是这样躺着流，

流得很舒服，将宁乡流成了上下集。

故乡跟异乡同样的深厚，

不分彼此地混合了巴酽的乡音。

一次性阅读，太费时间，

便分开来读：上宁乡，下宁乡。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样的顺溜。

几十年前的砂石路，

像卷尺一样收起了。

高速伸长了手臂，

一把搂住了故乡的腰。

土砖屋

最后一间土砖屋，拆了。

屋背后的山脊，过于靠近墙体，

也被推后，挖空了几米。

我最关心的，却是蜜蜂的洞眼，

这些童年观摩的作业。

嗡嗡嗡的声音，密密麻麻，

等不及我的耳背，就消失了。

我的听力尚可，

老宅的根底犹在。

年迈的母亲坐在堂屋里，

让一切过往新鲜如初。

罘罳峰

今天的雾太大，

这一扇屏风被遮住了。

昨天，我还清晰地看见了

突兀的头颅与匀称的身板。

它的四周，潜伏着青铜器、文人与花

猪。

由东而西，罘罳峰是外婆。

由西而东，罘罳峰是奶奶。

上宁乡的航标在此，

远远近近的游子，都不会迷路。

河流

穿着平底鞋走路的河流，

走着，走着，

就把鞋子扔了。

光着脚丫子走，

便走到了湖边、海上。

那些穿高跟鞋的河流，

干涸在路上。

大成桥

挖煤的时候，必须挖煤。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火光。

这些深埋在地下的粮食，

乌黑，也是颗粒。

它们奉献出来，并被食用。

岁月流转。

空腹的村庄，需要新的填充。

稻谷从喉咙口长出来，

摇曳的蔬果，刷屏了绿水青山。

沩山民宿

你在看夜空，看星星，看浅亮。

我在看远方，看大山，看深黑。

避暑的人与本土的狗，

都散养在沩山的角落。

燥热的心境，掏空。

想了世间的一些事，又放下了。

不知道鸡叫了几遍。

晚睡的人与早起的人，

在同一个频道。

密印寺

来了几回，

每一回天都蓝，

每一回都要穿过千年肺腑，

每一回都要仰望千手观音。

航拍器在密印寺上空盘旋，

飞得高，像蜜蜂，

飞得低，像岩鹰。

我们都在它的寻觅之内。

连绵不绝的江山，也被鸟瞰。

裴休手植的银杏树，

满了一千二百岁。

它依旧站在那里，

那种约定还没有到期。

我们也有一个造型，

由下而上，张开手臂，

支开了茫茫时空的一瞬。

火龙果

在大棚里，火龙果长在仙人掌上。

多 刺 。靠 近 它 ，要 避 开 成 长 中 的 锋

芒。

这鲜美的家伙，

居然跟我一样，是科班出身，地道的

本科生。

它属于仙人掌科，

我属于文教卫科。

它用一根针，扎了我的手臂，

像打了一次疫苗。

我一转背，在屋里咬了它一口。

扎根大地的同类，

就有如此亲昵。

炭河里

黄材真的有材，有料，有材料。

黄材出人才，出重器。

四羊方尊这个头，带得好。

领头羊见了天日之后，青铜器一件

接一件，

从地底走了出来，

带着铿锵的声音。

天圆地方。天方夜谭。

我们坐在大禾方国，

坐在炭河古城，看戏，

看姜太公乘鹤而来，

从我们的头顶飞逝。

青幽幽的沩水，也在身边，

是伴郎，也是伴娘。

安敏

今夜，我快递的脚步抵达满月

正想跟吴刚唠个话

手机响了

是妈妈

妈妈问我可吃了月饼？

我说……正在啃

满嘴桂花香

妈妈说屋前的桂花正开呢

我知道，远远的山上我的家

就那棵桂花树

陪着妈，还有躺在床上的爸

今夜我也赏月

这一头漂泊的我

那一头倚门的妈

一仰脸，月亮都在头顶上

彭郁青

做这个团圆的饼

用了江南的面，北国的馅

掺和了一年的雨露

和桂花

倘若，这圆圆的饼

一半是香甜

那么，对思念者来说

一半是苦涩这一粒相思的止痛药

由嫦娥定制

今夜，我将失眠

汉诗新韵

宁乡之野（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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