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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

这个寒假对于我来说有点
特别， 我需要完成一项从来没
有做过的作业： 参加岳麓区黄
泥岭社区新春慰问贫困家庭的
服务活动。

黄泥岭社区管辖的片区主
要是原长沙市帆布厂、 灯泡厂
和一些特困企业，因此贫困户较
多。得知师大附中的学生要来社
区参与慰问活动，社区主任何胜
美非常高兴，亲自带着我们开展
活动。

正月初二上午九点，天气晴
朗，金星路两旁红色的中国结灯
笼很是耀眼，节日的祥和与欢乐
还在持续。慰问对象就住在格林
星城小区对面、金星大道旁一幢
黄色的低矮楼房里。过道狭窄阴
暗，弯弯曲曲，我们不得不小心
翼翼地经过。 工作人员介绍，这
栋楼房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

公租房，专门租给一些因为拆迁
失去住所又买不起住房的贫困
家庭和下岗职工。

慰问的第一个贫困户姓胡，
是个下岗女工， 四十多岁的光
景，黑瘦黑瘦的，丈夫患肌无力
症，基本失去劳动能力，有两个
孩子。一家四口挤在20来平方米
的屋子里， 全靠每月七百块钱
的最低生活保障费生活。 慰问
的第二户是80多岁的孤寡老人
陈娭毑，无儿无女，小小的公租
房用一块布隔成客厅和卧室。

接着我们拜访了陈师傅。这
位老知青，因身体的缘故一直没
有工作，也没有成家。社区何主
任说，他出门用不着锁门，小偷
都不愿来。 从陈师傅家出来，我
的心情非常沉重。 透过窄窄的
楼道窗口， 外面是宽敞繁华的
金星大道，车辆川流不息，两旁

商铺繁华气派，与我们此刻所见
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哪一个
才是真实的长沙？

伟人毛泽东告诉我们，这个
世界有两本书， 一本是有字的
书，一本是无字的书，要读好两
本书。 这份特殊的寒假作业，让
我们翻开了社会这本硕大而沉
重的书， 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
社会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
使命。 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大多
是独生子女， 在人生字典中总
是写着一个大大的“我”，而忽略
了其他，美其名曰“张扬个性”，
实质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其实，读书的目的
不仅仅是考一所好大学， 找一
份好工作， 更在于建设国家、奉
献社会、造福他人。

■文/张佳琛

永远的北溪河
北溪河， 宛如一颗失落的明

珠镶嵌在湘鄂边， 是湘西北石门
县壶瓶山镇最北端最偏远的行政
村。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缔造的雄
峰如屏列戟，锁钥着深切河谷。自
古以来， 一代又一代的土著山民
依赖着上苍恩赐， 在这个小气候
小生态环境中繁衍生息， 过着田
园牧歌式的祥和生活， 创造了自
身灿烂的文明。

进入北溪河，自古一条道，山
民们一走就是几千年。 从北溪河
至管山14公里长的小道， 崎岖狭
窄，陡缓悬殊，缠绕着悬崖峭壁，
危险重重，令人心惊胆颤。北溪河
人花了八年的时间， 到2014年打
通了河谷路， 沿这条新路依谷而
上进入北溪河领地， 只见青山如
黛，林园似海，藤萝蔽日，充满诗
情画意。河谷中寒风嗖嗖，冷气逼
人，林深静谧，行人的脚步声都成
为空谷足音。

至鳌口， 河谷中两尊巨石赫
然入目，原来这是尊万吨巨石，一
直堵塞河谷，阻断水路。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 上游五峰人为通水南
下，派一队壮士在这里安营扎寨，
用了三年零六个月， 起用钢钎大
锤雷管炸药蚂蚁啃骨头啃出来
的，有镌刻的纪念石碑为证。再前
行，一片红桃树林跃入眼帘，树龄
至少五百年， 也就是当地人叫的
“女儿红”。经考察，这种树的学名
叫“光叶石楠”，是我国珍稀红木
的一个新品种。

约莫走了六七公里，眼前豁然
开朗，只见青山绿水，平畴沃野，一
幢幢带钥匙头的木屋掩映在薄雾
轻烟中，这就是我省保护得最好的
土家原始部落———北溪河。

北溪河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天
然水墨画， 拥有2.8万亩山水田
林， 由于属秦岭至大巴山到南岭
植物传播的重要过渡带， 树种繁
多， 物产丰富， 森林覆盖率达到
95%，北溪河和西溪两河交汇处，
柳树成行，碧水倒影，恰如水墨点

染。 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
铁皮石斛和被称为“救命王”的蛇
葡御方，或盘缠悬崖峭壁，或寄生
河谷柳林；“四大药王”白三七、金
盆七、乌金七、扣子七房前屋后到
处可见，成就了村民就诊不出村、
人人是郎中的千古佳话。

这里民风淳朴，勤劳善良，春
播秋实，绝少闲人，不闻牌九声，
只见劳作人， 这在当今社会是何
等难能可贵。 他们除沿袭农作多
打粮食之外， 还成群地养猪养羊
养鸡养兔，每年冬至，他们就磨刀
霍霍，呼朋唤友，杀猪宰羊，每户
杀猪少则三四头多则五六头，相
约时序， 相互帮衬。 届时亲友云
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拖几
大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年
猪节”。

“三老” 是他们的生活特色，
所谓“三老”，即指当地自产自销
的“老酒、老蜜、老茶”。老酒，就是
当地的包谷酒；老茶，指的是当地
自产自销的“兰茶”；“老蜜”主要
指自产的蜂蜜，北溪河山原辽阔，
百花盛开，有着得天独厚的蜜源。

北溪河人是古老的巴人国后
裔， 他们有着自己完整的民俗风
情、精神信仰及价值取向，他们崇
拜的图腾是傩愿菩萨，“嫁儿招
婿” 的婚嫁习俗还保留着母系社
会的遗风， 村里老人了，“置尸馆
舍”、“绕棺而歌”两人一对，男女
老少不拘， 伴随着歌声和大鼓声
的节奏一对一地开始跳舞。 这种
舞蹈当地人简称为“跳丧”。

逝者如斯，世事如棋。北溪河
这颗蒙尘的生态明珠因群峰闭锁，
关山难越而保持了一方净土。其
山水田林的原始生态、传统村落的
民居特色、民俗风情的土家本色，当
是一部民俗风情的宝典。在这传统
村落及其文化面临逐渐消失的生
死存亡之秋，抢救和保护北溪河的
生态已经刻不容缓， 我们都应该
成为原始村落的守护神。

■文/张福裕

开往春天的地铁
人生是一坛美酒，随时光的

流逝尘封多年才愈加醇香；人生
是一袭素衣，经岁月的缝补细针
密线才色彩鲜艳；人生是一班地
铁，被年华的力量推动向前才开
往春天。

人生是否太拥挤？似乎太多
的人与事纷扰着我们，没有合适
的位置，没有喘息的余地。

但我看见长沙地铁里抱着
一把吉他奋力歌唱的年轻人，她
的世界只有音乐和梦想，生命如
花儿尽情绽放， 自由而辽阔。那
是他通往春天的地铁， 毫不拥
挤，十分坦荡。

原来只要我们学会放飞心
灵，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辽阔无
垠，瞭望远方春天的风景，坐上
通往春天的地铁。

人生是否太匆忙？我站在长
沙五一大道，望着身旁低头赶路
的人们， 拿着公文包赶着上班，
我背着书包赶着上学。

但我看见了停在梧桐树下
仰望天空的孩子，那稚嫩的脸上
荡漾着童真。 他执着地望着天
空，他放慢了脚步，他的心身已
经和蓝天白云自由飞翔。 那是
他通往春天的地铁， 毫不匆忙，
从容不迫。

原来人生是可以慢下节奏
的，人生的旅程原本就是享受过
程， 享受生命沿途的美丽风景，
当代都市人又何苦太过匆忙？

人生是否太喧哗？我漫步在
长沙韶山路上，街上嘈杂的车鸣
声，商场嘶吼着的音乐，东塘熙
熙攘攘的人群，我似乎迷失在这

红尘喧嚣之中。但我看见了一位
手捧书本在长椅上歇坐的老人。
时光的沧桑带给了他脸上雕刻
般的皱纹， 却给了他睿智的眼
神。 那是他通往春天的地铁，沉
默而富有生机，在浩瀚的书海中
寻找着生命的慰藉。

原来人生也可以如此沉静，
他的满头白发彰显着尘世的风
霜，平和的心态却摒弃了世俗的
浮躁，沉默的双唇却呐喊着人生
的智慧。

我愿坐上人生这班开往春天
的地铁。它宽敞而辽阔，让我放飞
梦想，尽情追寻生命的自由；它缓
慢而稳重，让我咀嚼生活，慢慢
品味光阴的故事；它沉默而宁静，
让我学会倾听， 认真聆听智者的
声音…… ■文/李玙译

感悟 翻开“社会”这本无字的书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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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代办信用卡额度大,下卡快,前期无
任何费用 18711002630

理财咨询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废电线电机等13607480245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包赢。 隐形眼镜
看字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专业代办信用卡无前期费用，手续简便，
下卡快。 13007428701

无前期费用，下卡快专
业办理 13974947366大信用卡办理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放款
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5673154687专业代办信用卡

代办信用卡下卡快， 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5673129141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
人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
便，利率低，代缴工程保证金。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招商 促销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克拉币产业招商
至比特币问世，克拉币已成为
未来趋势 .详询 18229804252 高

便民服务 搬家●

无抵押无担保,息低下卡快,
前期无费用。 13077349657贷款办信用卡

资金雄厚，审批快捷，方式灵
活，区域不限，企业、个人资
金周转，优质项目在（扩）建
工程(房产、水电、能源、养殖、
农林业、矿山、学校、酒店、
餐饮、旅游、交通）等。
详询：

川朋投资

028-68999988

下卡快息低，无抵押免担保，
前期零费用 13237311424办信用卡及贷款

安徽盈聚投资
企业周转、项目投资(房地产、
电站、农牧林、制造加工、矿山、
交通、在扩建工程等)轻松解决
资金困难。 诚聘驻地商务代理
袁经理：18297903069
邮箱：2089340843@qq.com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5210841133代办大额信用卡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
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
助（一千万起），轻松解决您
的资金困难， 手续简单快捷，
代缴保证金。百余人的专业
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驾护航。

400-9055-888

无需抵押，额度大，三天
可放款。 15608473936信用贷款

自有大额资金解决中小企
业、个人创业贷款，为各类工
程、矿山、农业、电站、房地产
贷款，300 万起贷，区域不限，
手续简便！ 重庆渝中区黄花园
023-89168198

大额资金 投资首选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3007485260专业代办信用卡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诚聘搬运工、司机

高价现金回收，出售奢侈
品，包包，15074956863长期

招商热线 13548958148

长沙火车站黄金广
告位招商，欲购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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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拟在望城、浏阳、星
沙设立分类广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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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4464801
13875869988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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