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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绿

我们的校园

□刘翼平
生于永州，长在永州，一直想用一个词或
一件物为融入自己生命的这座城市下个定义。
几十年，在她的大街古巷里穿梭，在她的一水
两岸上游历，无数遍、无数年，我被她的灿烂
与悠久困扰，为她的丰厚与精深迷惑，由于表
达的愚拙，总未找到中意的词汇。
甲午初冬，又一个暖阳晴空，一帮文友相
拥去零陵古城和百里平湖采风，让我又翻开永
州这本书，进行第 n 次阅读。
在我心中，每一次游古城，无论组织者是
谁，发起人总是柳宗元老先生。今年柳子景区
升级 4A ，大家便从刚修复的愚溪启游。这愚
溪属于唐朝，属于柳宗元，导游介绍，景区的
规划就是按照他的《永州八记》一篇篇一句句
来设计的。愚溪两岸没见亭台轩榭、游道画
坊，只有绿柳篁竹、青树野蔓，清溪宛然蛇
行，怪石奔若犬马。愚溪的水还像唐朝时清
澈，水草还似唐朝时翠绿，游鱼还是唐朝时悠
闲。在愚溪的翠竹绿水里，我们寻觅柳先生当
年的情怀，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小石潭记》
《钴鉧潭记》。老先生将愚溪的绿写进了《永
州八记》，他多么想将永州的绿带回长安。可
长安有长安的绿，“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
郎去后栽”，容不下南国的翠竹绿水，先生深

感千万孤独，“欸乃”一声，将“山水绿”永
远留给了永州。
出愚溪，由霞客渡登船，前往蘋岛。我记
不清多少回上蘋岛，为寻踪舜帝南巡、为访迹
始皇南征、为探究潇湘根脉、为论证湖湘文
化……每一次，我都想从岛上的土里石里树里
水里寻找这些远逝的光阴和传说，可万古长青
的蘋岛只留下弥眼的绿让我琢磨。她就像一块
墨绿的古玉，永远散发着古意的绿。水是绿
的，风是绿的，树是绿的，故事是绿的。绿色
的光影中有娥皇女英的千古情爱，有草圣怀素
的蕉天绿影，有柳宗元的寒江钓雪。在这里，
你只能做一个绿色的过客，哪怕你在岛上住上
一月半载，依然融不进这古老的绿。你只能做
一次次穿越，邀古人对话，约古人对盅，这个
岛永远是他们的。旦暮晨昏，你独坐码头，有
河神与你交谈；你静处蕉下，会听到淅淅的潇
湘夜雨。最后，你只能染一身绿色，悄然离
去，而心里还是被这古意的绿磁化，想着等不
久还要回到这里来。愈是得不到就愈发想得
到，这蘋岛的绿始终让人神魂颠倒。
揖别蘋岛，船过九牛岭湘江大桥，大家刚
从两边绿岸收住眼光，一块碧绿的嫩玉浮在湘
江中央，那便是巴洲岛。她是永州城的一块胸

玉，碧绿而又年轻，绿得像刚出生的婴儿，叫
不出名来。岛是绿的，路是绿的，草是绿的，
天空是绿的。走在巴洲，就像走进自家绿色的
大客厅，你永远是巴洲的主人，这绿色任由你
自己去演绎。你带上一家老少，巴洲便是天伦
之岛；你拥着美丽情侣，巴洲就是恋爱的天
空；你叫上三四挚友，巴洲就是情感的沙龙。
在巴洲，你无须顾及什么。在巴洲，你的心变
绿了，变野了，你与她合二为一，一番绿色的
酣畅淋漓，让你心满意足，荡然而去。而当你
不经意地回眸一望，她又在展开一张巨大的
绿，撑开一张幕天遮地的绿伞，顾盼含情。
从巴洲上船，没有人工码头，我们从一条
小小的绿径上起步，跃上游船，湘江随机伸出
巨大的臂，用一块深绿的披风裹紧了我们，将
大家放入潇湘平湖的绿色摇篮。这平湖的绿
啊，博大成熟，荡涤肺腑。绿得有一番蜜甜，
滋润你的喉舌；绿得有一抹暗香，撩拨你的鼻
息；这绿，将繁琐的尘世隔离，将烦心的喧嚣
静音，将灰色的邪念归零，让一块庞大的水晶
绿呈现你的眼帘。你多么想占有这醉人的绿，
慢慢褪去自己的衣裳，投入她绿色的波光，来
一场如鱼般的祼泳。要让每一个毛孔浸满了
绿，让每一个细胞吸饱了绿，让生命之源变成

绿色的染色体。
我被这平湖的绿占据着，陶醉着，游船
已穿过曲河大桥。眼前是万顷绿波，一座现
代新城携带着雨后春笋般的高楼、川流不息
的人流、如带似裙的绿树彩花，全部倒映在
湘江里。岸上一座城，水中一座城，水天一
色，满城皆绿，我不由打了一个绿颤。登上
滨江码头，回望潇湘平湖，柳庙戏台上那块
“山水绿”的匾额，清晰高悬，如零陵古城
的城徽挂在城头；环视披着绿色盛装的梅城
新姿，感受到自己身在绿中、心在福中。
永州绿天生丽质，饱含自然之态、文化
之质；永州绿与众不同，绿得沁心，绿得醉
人。她让永州人幸福安康，颐养天年，她让
外地人流连忘返，不辞甘为永州民。这浓浓
的绿是生命的原色，是母亲绿、父亲绿，是
女儿绿、男儿绿。
我曾访问了各种绿色网站，检索了所有
绿色词典，绞尽了全部绿色脑汁，历经半辈
光阴，想为我心爱的绿命名，今天，潇湘平
湖半日游竟让我茅塞顿开。这绿啊，就是原
汁原味、地地道道的“永州绿”！
永州古城，山水绿城！

葡萄峰林 鲤鱼追日
□封佑锴

摄

拍摄设备：无人机
拍摄介绍：
位于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葡萄峰林”北部界区有个铁厂
村， 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审核桂林喀斯特地貌
世界自然遗产申请，就是从这开始考察。不过村里未进行任
何旅游开发，至今保留原始乡野气息，鲜为人知。
村里稻田中一奇峰山顶形似“ U ”，山腰有一天然
孔，如同鱼眼，整体构成一幅鲤鱼抬头仰望天空图。而遇见
晴天，航拍更能捕捉到鲤鱼吞日的奇观。

我们的学校叫凯风小学，那是一个美丽的
学校。
一走进我们的校园，就看见两幢连在一起
的教学楼，它们分别叫做“孔子楼”、“孟子
楼”。孔子楼一共有三层，一楼是一、二年级
的教室和图书馆。同学们每天都在教室里认真
地听课，写作业，快乐地学习。图书馆虽然不
大，但里面有很多的课外书。一到看书时间，
我和同学们直奔图书馆，尽情地享受着看书的
乐趣，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二楼是教师的办
公室，每天老师都在这里备课、批改作业，辛
勤地工作着。三楼是信息技术学习室，那是同
学们最喜欢的地方，可以学到很多电脑知识，
可以自己亲手操作自己喜欢的电脑。
孟子楼在孔子楼的旁边，一共有两层，那
里是我们三、四、五、六年级的教室。一到上
课时间，就会听见我们整齐、响亮的读书声，
同学们都会认真地听老师讲课。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大操场，每当上体育课
的时候，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做各种各样的体育
活动。操场的周围有一圈跑道，操场给我们带
来了健康。操场的左边是一个篮球场，一下课
高年级的学生就会在这里热火朝天地打篮球，
尽情地挥洒着汗水。右边是一个巨大的象棋
盘，象棋都是用石头制作的，我们没办法搬动
它，但是每天都有低年级的小朋友去那里玩，
可能是觉得那些象棋非常神奇吧！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 凯风小学，我爱我
们的学校。

□榕湖小学三(9)班

□秦裔工
近晌午，街边的中年男子穿的印有种子公
司名目的 T 恤化纤衫，口袋里塞进的一包
烟，不是“真龙”就是“中南海”还挤出几张
零散票子；老点的穿着长袖衬衣虽然有点热但
他不卷袖子，仅扣领口的那颗扣子，下襟敞开
透气的样式；几个人前后排着队边走边讲，每
人指头都夹着一支燃着的烟，慢步而来与之擦
肩而过的烟味汗味；老妇人弯着身子背着孙子
手里还抓着一个小手机，这样安全不怕贼偷。
这些一看就晓得是纯粹赶圩去耍的人。这一番
景象好熟悉又新鲜。
大路的两边停满了大小货车轿车乘用车，
这是过去没有的风景。
一看就晓得是刚从剃头铺出来的，剪短了
洗过了梳成 4-1 分头油光水滑的小伙子；穿着
碎花衣服蓝色长裤黑布鞋，头又特别梳理了一
下，
扎根红头绳的大姑娘，
这些是相亲找对象的
男女。
坐在米粉店的一对男女还加一个媒人，
正
在高兴地吃着米粉，
是双方满意谈妥了的结局。

这些以前我们年轻时常作打趣笑料的婚介风俗
不兴了，没得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恋爱，这是
半个世纪农村青年后生婚恋观的大跨步。
山被茂密葱茏包裹，除峭壁外几乎看不到
石头山体。山边地里的包谷开始孕育摇曳着身
姿，芋头已经怀胎一窝地下待产，花生正在起
蓬伸展根茎。好熟悉的地头风景。
今天在这里将有一个民间自发的诸葛亮文
化旅游节。
着装华丽五彩缤纷、涂脂抹粉打扮装点后
的男女老少，举着幡旗条旗红牌牌，打起鼓舞
着狮颇有古风的巡游队伍，缓缓过街接受街边
伫立人群的检阅。彰显着这里诸葛亮后裔村屯
人丁众多，源远流长。他们正在大力宣传和发
扬“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古训家风。近些年
随着生产生活文明水平的提高，诸葛亮后人开
始懂得以先祖的名声名言来教化后人。
行进队伍走完，我转身来到葡萄初中门
口，这是 50 年前的农中迁到街上了。 22 个

班千多名学生竟是以前的十多倍。惊奇的是
眼前的操场上停了十几辆车，大部分是
SUV 运动版的越野车。保安说那是学校老
师上课开来的。多年一直猫在屋里久不出行
的我，看到眼前这种发展进步景象还是第一
次，瞠目结舌。
路边，后三轮摩托在等客。我操土话
问，去哪？厄头！(正是我插队所在葡萄大
队部边上的村子)好多钱？两块！你去哪？
老村，好多钱？又不是两块，去不去？我没
得钱！我不信，穿得这么歪(好)，你看，又是手
表又是大头皮鞋！
我微笑着又问：
你是哪个队
啊？6 队！
我讲，
哎，
我是 8 队的。
个呢啊(这样
子啊)，你晓得讲我的平声(土话)？算了，上
嘛，不要你的钱，那两块钱连碗米粉就不够。
我讲多谢了，
笑着喊他赶紧开车走吧。
发动车
的同时，他和后座的人讲，这个人是谁呢，
平声讲得这么歪(好)又不像是老村的人，他
又讲他是老村 8 队的。

菊花般的笑容
□石素梅
玉树临风的父亲很瘦。因为瘦，笑起来满
脸皱纹，像极了一朵盛开的菊花。我是他笑容
的源泉和动力，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你放
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是他唯
一的孩子，而且是女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可
以无限制生育的大潮中，我显得异常的珍贵。
在那贫穷、劳累的年代，父亲只有见到我时才
会露出这难得的、珍贵的、奢侈的笑容。这菊
花般的笑容伴随了我的人生，带给了我浪漫、
温暖、安全。
对于一个出生在资源大山里农村的女孩，
能拥有父亲像特权一样的爱，我一直认为自己
如公主一般的幸运。记忆深处，病中的风筝曾
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受过浪漫的慰藉。从小体弱
多病的我，这次又病了，已经两天不吃饭，不
说话，不开笑脸，病仿佛成了一把生锈的锁，
锁住了我快乐的大门。这可愁坏了父亲。疼
爱、怜惜的眼神下是他痛楚的心。当我早上睁
开眼时，父亲把一只自制的三角形像鸟一样的
东西竖在我的眼前：“这是风筝，能飞上天
呢！”半信半疑的我跟他来到溪流边的机耕路

蒋清远

我的爸爸

葡萄乡音亲
小车搭着我出了瓦窑，在刚建好的宽敞笔
直的桂阳公路上风驰电掣。打开车窗飘来阵阵
我熟悉的那田里的草香味，六月尾了。路边一
片翠绿，是禾苗返青的健壮季节，正像是朝气
蓬勃的青春期。我几次提醒开车来接我的小伙
子，慢点！一是保障我的安全，二是超速你挨
吃罚单。
树木成行，花草辅道，路边房屋晃过，汽
车已过雁山。约莫三十分钟光景，到了阳朔县
离市区最近的一个镇，葡萄。我还总是习惯了
以前的名称：葡萄公社。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有我熟悉的乡音乡情。
早已搬迁到路边的圩场，楼房林立商铺满
街，半个世纪前的这一片，就是两处平房，阳朔
公路局管的两个单位，汽车站、道班(维护砂石
道路的班组)。
如今不得了，
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我又有 10 年没到新圩场上来了，那赶圩
的人特别是上了点年纪的，面目似乎都有点点
熟悉，听到他们的土话略知一二，十分亲切。

□凯风小学五(2)班

上，突然，四十几岁的父亲狂跑起来，并放开
了手中的线，那只能飞上天的风筝却掉落在地
上一动不动。父亲经过几次尝试后，终于在一
阵晨风的帮助下让风筝飞上了天，那一刻，我
生锈的锁被风筝这把钥匙打开，快乐被释放，
和风筝一并绽放在蓝天。父亲在前面带着风筝
跑，我在后面追着风筝跑，天上人间弥漫着天
伦之乐，被晨风飘散，似带香的花瓣，如温柔
的春雨，撒向了宇宙大地。小狗在田埂上狂
吠，为天上那只大鸟的来临；溪流弹着琴弦，
为父女的快乐伴奏；风筝飞舞着翅膀，为小女
孩银铃般的笑声舞蹈。机耕路上绵延着父亲菊
花般笑容的烙印，悠长，悠长……
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暑假，
家中实在太热，
他
的宝贝女儿酷暑难当，没有电扇，更妄谈空调，
最好的办法是到大山中避暑，体验大自然对人
类的恩赐，
享受候鸟般的迁徙生活。
因为父亲一
人在这大山中刮松脂，
挣工分，
父亲让我跟随他
来到大山里，
既能避暑，
又能为伴，
共享天伦。
太
好了！
避暑能让我每天欣赏父亲菊花般的笑容，
享受大山一样的父爱，
增添更多的童年乐趣。

大山真的很大，
除了房东一家五口，
方圆十
几里渺无人烟！
早上天刚亮，
我随父亲吃完早饭
出发，大概走了一里地后，父亲劳动开始了，我
则沿着半山腰如蛇一样蜿蜒的山路前行，肩上
挑着一担东西，它们是一只鸭笼和一口装着米
和酸菜的铁锅。
鸭子被我放出了笼子，
鸭妈妈带
着小鸭子朝着每天走熟的路摇摇摆摆、昂首挺
胸地前进。
当太阳露脸的时候，
鸭子去到了长满
水稻的田里，尽情地去享受小鱼、小虾、浮萍的
美味去了。
我则开始了自由的活动时光。
有时我去小溪里翻山蟹：溪水清澈见底，
淙淙流过，
它们匆匆远去的样子，
是急着去与大
海汇合所以焦急呢？还是想去到远方，扩大视
野，长长见识呢？不得而知。我感兴趣的是把手
轻轻地伸进水里，
轻轻地翻开小石头，
迅速地抓
住遍体通红、
正悠闲自在休闲的小山蟹。
这种一
抓一个准的成功享受让我爱不释手。蓦然回
首，父亲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颔首微笑。
父亲菊花般的笑容，不光伴我度过了花儿
一样的童年，真切地陪伴了我求学的全程。只
有鼓励、相信，没有批评、责难的家庭教育理

念，为我的自信插上了翱翔的翅膀。记得第
一天上学的早上，早饭时一个大海碗里两个
荷包蛋(两个！那个年代！)，碗上放了一双
筷子，父亲如是说：“两个荷包蛋加筷子就
是 100 分，希望你每个学期都能考 100
分。”这美好的祝愿出自一个只有小学二年
级文化程度的农民口中，它饱含着怎样的期
望、期许！当我期末考试只拿到 80 分，没
有得到三好学生，不敢进家门时，父亲却带
着菊花般的笑容站在门口迎接我：“没关
系，下学期考 100 分嘛！”在八十年代，
这种带有前瞻意识的教育理念让我深深地享
受到父爱的细腻，这种细腻，它不分富裕和
贫穷，不分身份和地位，不分乡村和城市。
它只有希望，饱含梦想，展望未来。
父亲菊花般的笑容已经定格在我的人生
中。我早已为人母，在养育儿子的过程中，
我却没有继承父亲的秉性，是否太年轻的缘
故？如今我已初为奶奶，现在应该不年轻
了，我希望自己能像父亲那样为子孙送去菊
花般的笑容，让儿孙们与爱同行……

陈锘臻

我的爸爸个子不高，十分强壮。他有一双
明亮的眼睛，胖胖的肚子，高高的鼻子，小小
的嘴巴。
爸爸的工作是一名解说员，一天到晚都忙
个不停。他对我有时很温柔，有时又很严厉。
有一次，我生病了，爸爸知道后赶忙向单
位请假，然后回家带我去医院看病。一路上爸
爸都很焦急，恨不得马上就到医院。来到医
院，爸爸马上帮我挂号交钱，然后找医生帮我
看病。医生帮我看完病，就对爸爸说：“不是
很严重，只是有点发烧，吃点药多喝点水就好
了。”听完医生的话，我看见爸爸焦急的脸上
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爸爸有时对我也很严格。有一次，我考试
没考好，因为我的粗心而丢了很多分，爸爸严
厉地批评了我。我知道爸爸这是为了让我下次
不要粗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望着爸
爸，心里说，爸爸你放心吧！下次我一定会考
好的。爸爸好像听见了我的话，微微地笑了。
我的爸爸很关心我，我爱我的爸爸。

同桌的书包
□龙隐小学五(1)班

黄婧华

同桌的书包很漂亮，她很喜欢她的书包。
书包的表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花纹，还破了几
个洞。可同桌都舍不得换一个书包，因为这个
书包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记得那一天，我们在上体育课，我和班上
几个女同学一起打篮球。我们一个传球，一个
盖帽，一个投球。李玉把球传给我，我猛地一
跳，双手一伸，终于接到了球。我马上把手中
的球一扔，准备扔向我的同学，可手中的球却
如同脱缰的野马，往另外一个方向飞走了。
“啊！哪个扔的球？”一个六年级的人说。原
来是我的球扔到了他的头上了。我担心地想：
现在要怎么办呢？要去认错吗？我想了想还是
去吧，毕竟是我犯的错。我跑过去，对六年级
的男生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把球不小
心扔到了你的头上。”他看了看我，黑着脸
说：“谁叫你那么不小心的。”只见他边说就
边伸出了拳头，拳头到了空中，又停了几秒，
最后正准备向我飞来。
突然，一个书包腾空飞起，跳着旋转舞，
刚好落在那个男生的拳头上。我朝着书包的方
向看去，竟然是我的同桌。她跑了过来，捡起
她的书包，对那个男生说：“她已经跟你道过
歉了，你没必要再打她了吧。”那个男生被同
桌的话问住了，红着脸跑开了。这时，我看着
同桌的书包，只见她的书包已经积满了灰尘，
在书包的边角还破了几个洞。这几个洞肯定是
刚才书包掉到地上，被地上的沙子给磨破了。
我双眼一红，觉得对不起我的同桌，因为这个
书包是我同桌最喜欢的。而现在，这个美丽的
书包却因为我破了几个洞，我心里内疚极了。
现在，每当我看到我同桌的书包，心中总
有一些愧疚感。
同桌的书包真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