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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地的雨，不是说来就来，似是酝酿了两三日，阴
沉的天终于憋足了劲，像穿了洞似的，
雨柱子哗哗往下
灌，大雨让前方没了方向。雾锁山道，大巴车的雨刮加
快速度频繁地向两边扫着，车子仍然稳稳地向前行进。
湘地司机，有大将之风，以不变应万变，承载着一车的
安心，在暴雨中缓缓前行。
这的确不是一般的雨，车窗起了一层浓浓的雾，
叫
人无法窥见窗外的景色。
这便平添了旅者的兴致，
窗外
是绿树是红花是房舍是田野，
无从得知，于是想象便开
始漫无边际地向外散开。
雨中走访夹山寺，别有一番韵味。
立于山门前，
高大的石牌坊上刻有：
茶禅一味源古
寺，碧岩千秋引慈航。人说南有夹山寺，禅宗、禅茶、禅
隐文化影响深远，乃禅门重要书籍《碧岩录》和
“茶禅一
味”
发源地。
夹山寺又名灵泉禅院，位于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国
家森林公园内。
《石门县志》记载：唐代咸通十一年（公
元 870 年）善会大和尚获赐领众僧开山建寺，享有“三
朝御修”
的盛誉，
规模宏大，有
“骑马关山门”
之称。
至明
代，
由于兵火连年，殿宇大多毁落，佛事衰退，仅有僧众
60 余名。到清顺治初年，有奉天玉大和尚驻锡于此，率
众僧建寺，使禅关重启，规模远超唐、宋、元时期，被誉
为
“楚南名刹”
。
不来石门，不知道石门藏了那么多故事；
不入夹山
寺，不知道里面竟然藏有如此丰富的内涵。据说，李闯
王当年兵败并沒有自尽，最终回到他一早选好的风水
宝地石门夹山寺重归佛门，常伴青灯古佛，大彻大悟，
禅隐余生。
当然，
关于李自成最终归宿问题，争论颇多，
此仅为一说。
民间亦流传有关于小红匣子的故事：李自成发动
起义前，曾到出家过的家乡万佛寺拜见方丈，
方丈送给
他一个小红匣子，
并嘱咐道：
“倘遇大难，
即可开视。
”
李自
成兵败后，
打开匣盖，
内无他物，
只有一把剃刀。
盒底上写
着八个字：
佛法无边，
佛门广大。
李自成顿悟到：
方丈避凶
就吉的妙计，
原来是要他削发为僧。
1652 年，
李自成归隐

充满敬意。果园里，有的树木高大粗壮，有的树木嫁
接时间不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椿。老人自
豪地说，今年卖香椿收入 2650 元。香椿不愁销售，有
人跟他预定，他采摘了香椿后背到营盘街即可。香椿
树苗拿到县城卖，一两元钱一苗，卖得最好的时候，三
元一苗。公路上边的那片土地上，桉树用顽强生命力
抒写绿色之歌。余老抱住一棵大桉树的树干，一人合
抱不过来。他乐呵呵地说，1990 年，我家就在承包地
里种桉树。别人栽不了的或不要的树苗，我捡回来栽
下。十多年来，在树林里削枝打杈，足够供应家里用
的柴火。
公路下边的树林里，
有两三棵没有采摘的黄皮梨，
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
李子树上挂着零星的果子。
我摘
了一个李子品尝，
甜中带酸，
口感极好。
老人说，
李子价
格太低了，
没意思，
不如种别的果木。
他带我们去看他嫁
接的新疆核桃。
他说，
这个新疆泡核桃是好品种。
从拉古村穿村而过，农危改建设如火如荼。白水
谷小组有一位植树造林的前辈，他栽种的松树已经成
林。
我跟随工作队员们到白水谷，
去拜访这位老人。
进入白水谷小组，
视线里见不到澜沧江了。
75 岁的
褚华林坐在屋门外，
看着子古山。
同行人告诉我，
老人时
常坐在屋门外看他的树林。
老人眼睛可好使了，
子古山
上松树林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触动老人的心。
那些想悄
悄地进入松林里的人，
都逃不过老人的眼睛。
说起自家的松树林，老人的眼神亮亮的。松树林
大约有十五六亩。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褚华林夫妇开
始种树。夫妻俩到山上找松树种子，一去 9 天。松树籽
找回来后，他们先在子古山自留地上挖坑塘，然后从
家里一桶桶地背水。浇水两三天后，他们就像种苞谷
一样把松树籽种在坑塘里。劳累了十多天，才把他们
找来的松树籽种完。后来，从土里冒出嫩嫩的绿色苗
子，挺起小小的头。夫妻欣慰地笑了。可没几天，大多
数的树苗被耗子吃掉了。此后，夫妻俩多次上山找松
树籽，
执著地植树造林。
子古山土地贫瘠，为了让松树林长得更好，褚华
林仔细看护这片园林。这是他们夫妻的绿色梦想。慢

雨中夹山寺
□禾 素（傣族
傣族）
）

石门夹山寺，
再度为僧，
以澧水流域为中心，
继续幕后指
挥抗清斗争，
后重封法号为
“奉天玉”
，
饮茶悟禅，
留下大
批文物遗迹。
1674 年 3 月，
李自成在夹山圆寂。
石门县原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龙西斌先生是石
门一宝，
他的肚子里不知装了多少石门历史和传说，
一
路讲述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史事和民间故事，
正史野史
齐上，
听得我们不时惊讶、
莞尔。
龙馆长说起当年自己亲
历的一些旧事，
夹山寺的修行人发现伙房有一些老木头
上刻了字，
赶紧跑来告诉龙馆长，
等他赶到夹山寺时，
伙
夫头已经将刻了字的木头烧了不少，
龙老从燃烧的柴火
中救下来两块，
拍拍打打弄熄了火，
也不顾烫手，
赶紧查
看烧得半黑的木头，
惊见上面刻有几句诗行：
“边外梅花
雁字开,陇羌性鲁亦能栽。
奉诏天使行边后,带得新香马
上回。
”
（奉天玉《雁来梅》
）
龙老一时间竟是热泪盈眶，手捧着这两块从烈焰
中抢救出来的木块，
仔细端详着，
忍不住用颤抖的手轻
轻摩挲着这上面历史的刻痕。
他叹息了一声，
这是惋惜
的叹息，亦是欣喜的叹息。他知道这一重大发现，将更
加有力地证明李自成曾居于夹山寺，这对早期的石门
考古工作亦是一大贡献。
龙老认为，昆明的圆通寺、石门夹山寺、上海的豫
园是能够称为禅院的寺庙，因三间寺庙均有九曲桥而
得名。我心中不由得一喜，圆通寺在我的故乡云南，上
大学时与死党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跑去那里瞎逛。到
香港定居后，
每回云南如在昆明歇脚，
亦会找时间去圆
通寺安静地待一阵，吃一顿斋饭。孤陋寡闻的自己，今
天还是第一次听到关于禅院的如是说法。
石门茶禅的佛学境界是日本茶道的鼻祖，对日本

慢地，这里长成了一片树木密集的松林。松林里菌子
多，但没人涉足，于是引来了野兔，松林成了兔子的享
乐窝。兔子在松林里安营扎寨、繁育子孙。有人想偷猎
野兔，遭到褚华林的严厉呵斥。曾经有人把扣子放在
松树林里，褚华林发现后，破坏扣子，把坏扣子丢得离
松树林远远的。
松林下边是稻田。说起种植松树林的原因，老人
说，就是为了稻田。没有种植松树林前，每当雨季，子
古山坡地就会发生泥石流，冲入稻田里。因为稻田挨
近山坡的部分经常受到泥石流冲击，被迫改种苞谷。
种植松树林，目的是固土，保护村里的稻田不受泥石
流侵犯。松树成林后，子古山坡地再也没有发生过泥
石流。每当雨季，稻田安然无恙，原来种苞谷的部分，
又改回种稻谷了。
30 年时光，弹指一挥间。褚华林微笑着说，他们最
大的心愿就是把所有荒废了的地种上树，与松树林连
成一片，
把整个子古山坡地绿化起来。
除了这两位老人，中年人褚田发、褚仕昌种植果
树也颇有成效。褚田发是拉古二组的，处在大电开发
滑坡地带，整个小组整体搬迁。他属于自己安置，建盖
了楼房。
他于 2013 年在自家田地上建设枇杷和核桃林
基地，共有 19 亩。果木基地的年收入，最高时有 3 万
元。褚仕昌是拉古村十一组，他的种养殖基地从 2010
年开始建设。2015 年，兰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挂钩扶
贫拉古村以后，扶持褚仕昌发展养殖业，帮他办理了
独资经营执照。没想到，他买的这批猪里有瘟猪，养了
20 多天后死掉了，还把原先家里养的 78 头小猪传染
了，全死掉了。受此打击后，他不敢扩大养猪规模了，
只养 5 头母猪，出售猪仔。现今，他主要发展种植业。他
种的橘子在每年二三月间挂果，上市时可以避开水果
旺季，利于销售。他打算把种植地周围闲置的土地流
转过来，
种冬桃和芒果。
从拉古到白水谷的乡村公路边，看着澜沧江峡谷
泛起的点点绿色，欣慰于拉古村民植树的努力。人人
心中都有绿色的梦，建设生态家园的实践，对澜沧江
峡谷来说，
是一股无比澎湃的动力。

茶道影响深远，
日本茶道界不断组团到石门寻根拜祖。
据说寻访者虔诚无比，
不仅会久久跪拜于禅院门前，
就
是寺内一棵古树亦或一道雅致的雕花古窗，
亦会静立拜
之。
想象着那样的情景，
我的心中升起更深的敬畏，
对禅
院，
对历史，
对人物，
对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于此，还了解到“茶禅一味”与“禅茶一味”的不同
之处，茶禅乃思想意识，为精神层面的；而禅茶却是物
质意识，是物质层面的。二者有文化与产品之分，不能
混为一谈。
禅茶，
是寺院僧侣所植、制之茶，
物也。
茶禅，
是茶之静与禅之静不约而同的契合。
雨还在下，
由起初的瓢泼大雨转为纷纷细雨，
这让
雨中的夹山寺更添几分神秘与庄严。顺着石阶缓缓而
下，即将离开的我有些不舍地回望。微雨中的大雄宝
殿、大悲殿、经殿、山门、涌花亭、洗墨池、玉玺井、塔林、
紫石碑坊以及钟鼓楼等，
一一在目，
几株含笑的百年紫
薇，
粉色的花瓣在风中摇摆着，
似乎也是不舍。
关于石门，关于夹山寺，岂能三言两语说清？此处
究竟还有多少值得探寻的东西，
我们都不得而知。
期待
再到石门，以探索之心、寻秘之手，揭开其层层包裹的
面纱。
尘世的浮华，
内心的不安，
或许需要一段旅程来调
剂或安抚一下，以致不会沉沦在漫天盖地袭来的浮躁
与虚无中。
因为总觉得万事虚无，
所经历、所向往、所承
受、所释然、所爱慕、所憎恶、所得到、所放下的一切，
皆
为虚无。
于是不安：
哪一片土壤能让你脚下轻松？
哪一块云
朵能让你内心安详？
哪一处水域能让你清凉自在？
哪一
众人群能让你居中不乱？
旅行是一种无字的文学，
在广阔的天地间行走，
脚
下便踏出诗意。而心里的千头万绪，即便不落笔，也有
无字的文学淌过心头，有些美景，有些物事，走过看过
即用眼睛用心抒写了一遍，你真的舍不得将无法言说
的美下笔成文，你真的舍不得将那种独自于内心交汇
的美公诸于众，你只想慢慢地咀嚼它、回味它，享受这
独自欢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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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彭愫英（白族
白族）
）

倾心书写新疆，
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责任

脱贫攻坚

澜沧江边的生态梦想

问：黄毅老师，您好。您务过农，当过教师、记者、编辑，
现在成为作家。请问这些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帮助？
答：
我出生在新疆石河子下野地，
我的童年在塔克拉玛
干沙漠中一个兵团团场度过，少年时期是在南疆叶尔羌河
畔兵团农三师的农场度过。
那个年代读书很困难，
我当时非
常艰难地找到了 20 多本书，然后和别人不断交换阅读。高
中时，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我开始模仿写作，写了很多
诗歌。现在回头看，那是很稚嫩的文字，但是充满了清朗的
气息。
后来我在师范院校读书，
毕业后在昆仑山下的一个油
田教书，又辗转去《新疆日报》当编辑。这期间，再次阅读经
典作品，对文学产生最初的信仰，于是埋头潜心创作，发表
作品也严谨起来。调到新疆文联工作后，我的作品喷薄而
出，
一直想当诗人的我却在散文方面有了作为，
不知道哪天
就忽然写上的散文，
也许是生活经历和从事的职业的改变所
致，
抑或是年岁的增长，
对这个世界说话和表达的方式也随
之变化。
但我始终认为，
在我所有的文字里，
诗的精神和内核
总是若隐若现的，
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诗歌的另一种呈现。
问：您的散文《负重的河流》以深沉的笔触和优美有力
的语言，
述说塔里木河是塔克拉玛干的生命之河。
这篇作品
后来成为四川高考语文试题的出题材料。
有学者把《负重的
河流》视为科学散文，
对此，
您是怎么看的？
答：
《负重的河流》片段成了高考语文试题，
我感到比较
意外，也感到欣慰。我在创作这篇作品时，没有特意进行科
学解读，
但其选题本身就带着科学性。
《负重的河流》所论及
的塔里木河，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它来自冰山消融，
河水沙量大，很不稳定。它虽然流不到海洋，最终消失在茫
茫大漠，
在负重前行的同时不甘于平庸，
从未停下前行的脚
步，
它奔腾不息，
滋养了两岸万物生灵，
成为
“生命之河”
。
从
理论上讲，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状物科学散文，
以生态环境
为内容题材，
在相对松散的结构架式之中，
将科学知识和人
生感悟编织进去，
既葆有散文
“形散而神聚”
的特征，
又保持
了对科学知识的普及。
其中既有真挚热烈的情感抒发，
也有
□
客观可信的科学内容呈现。
问：
散文集《新疆时间》可以说是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文字充满诗意，
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请您
谈谈这部作品。
答：我是一个笨拙的人，用了 40 年准备这本书，用了
10 年写成这部书，这是一部嵌入新疆泥土的写作，用我赤
诚的心和真挚的爱贴近新疆的胸膛，
倾听新疆的心跳，
把新
疆的山川风物、大地河流、人物生命，
融进自己的骨血，
变成
生命的感悟和歌唱，呈现了新疆大自然的广阔与美丽以及
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新疆时间不是通常认为的两小时
时差，这是一个抽象又具象的概念，它也反映在新疆文化、
历史、宗教、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
我在这本集子里写到新
疆的四季分明：
“春天是隐忍的、内敛的、自语的；夏天是勇
猛的、扩张的、大喊大叫的；
秋天是浪漫的、含蓄的、抒情的；
冬天是果敢的、豪爽的和叙事的。
”
对于新疆的春夏秋冬，
我
用人的性格去表达，对物候的深刻体验贯穿着整个生命的
律动。
新疆的辉煌文明与灿烂文化，
不仅是一种沉寂无声的
“历史叙述”，也是一种需要我们不断去继承的丰富磅礴的
遗产，所以说，新疆是个多元而融合的地区。
那些遥远的古代人物、繁杂的历史事
件、被岁月掩埋的文明遗迹、至今欣欣向荣的生产生活，告诉人们在这块辽阔的
土地上，人类有着不凡的足迹，文明放出璀璨的光芒。我将这片地域各民族群众
通过文化接触所共同认知的生产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习惯由“个体表象”上升为
“集体表象”
，将乐观、开拓的新疆气质融入文章肌理，以深入骨血的发现眼光，展
现新疆壮美的自然风貌和各民族同胞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
问：您的作品《不可确定的羊》曾被多家刊物和选本转载。
您能说说这是怎样
“不确定的羊”
吗？
换句话说，
您想表达什么？
答：羊是新疆最常见的动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它是复杂的综合
体，羊性如同人性，写羊如同写我们自己。羊之间的默契、游戏、争斗、帮扶与喜
好，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羊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我们的写照，人生的哲理被羊
演绎着。羊的命运其实和人的命运一样，在每一个时光的转角处，都具备着不确
定性。有一次，我去草原深处，看到羊像草一样漫游，山川河谷无处不到。我突然
感觉到，灵魂的自由莫不是如此。
那一刻，我和羊彼此凝视，不知道是我读懂了羊
还是羊读懂了我。草枯草荣，羊维系着千百年来老祖宗留下来的生存之道，却总
是有新的方式来改变固有的思维，羊是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因此羊的命运的
不确定性，来自于羊自己不确定的选择。
当然，羊也有羊的抗争，在野狼的突袭之
下，看似柔弱的羊会突然抱团，羊群左奔右突，措不及防的狼被撞得东倒西歪，然
后有奋不顾身牺牲自己的羊扑向狼的利齿，旁边的羊惊叫着引来牧羊人的猎枪。
这是草原上最常见的羊狼之战，最终的结局是虽然牺牲了几只羊，但换来了大部
分羊的安宁。
一切不确定的因素，
其实都是在各自的选择中而确定好的。
问：
您对于今后的创作，
有何打算？
答：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我深深地热爱这片土地。这里有浩瀚无垠
的沙漠戈壁、巍峨雄伟的崇山峻岭、一碧万顷的草原和碧波浩渺的高山湖泊，还
有不少号称世界、中国之最的资源。
每一个从新疆成长起来的作家都应该感谢新
疆，它赋予了我们不同凡响的气质。新疆是雄厚丰富的，我们的作品就不会苍白
单薄。
新疆已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用大大小小的事情，用一切可以感受
到的气息，用潜移默化的影响，用大美不言的缄默撞入我们的眼瞳，侵入我们的
肌肤，进入我们的血液，植入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呼吸、心跳、思维都蕴含着新疆
特色，我们的心胸是被新疆的广袤无际拉扯开的，我们的铁血柔情是被新疆的物
候所培育的。新疆给了我一切，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写新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
的责任。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新疆人，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在辽阔壮美、文化多元
的沃土上追寻不竭的创作灵感和源泉，
让新疆的文艺创作之风长盛不衰。

李丹莉

凝心聚力

■访 谈

访新疆壮族作家黄毅
——

我决定到拉古村一趟，看看安置点的住户在村里
的生活情况。对于这个地处澜沧江西岸的碧罗雪山脚
下的村庄，我最初的印象来自在营盘中学读书时，有
一天上晚自习时突然停电，处在一片黑暗而人声喧哗
的教室，突然响起了犹如天籁之音的傈僳族民歌。
村子的安置点坐落在澜沧江西岸，形状就像一把
躺椅。安置点的住户，有拉古村 2013 年火灾中的受灾
户和水电站淹没影响区移民户，共有 161 户。走在拉古
村，我看到路边有开挖不久的坑塘。驻村工作队员告
诉我，拉古村生态修复迫在眉睫，从村委会到猴子岩
小组，共打了 1017 个坑塘，要栽行道树，种雪松、云南
松、清香木，间杂叶子花点缀。在离村子不远，有一片
退耕还林后的人工造林，有 1100 亩，里面长着菌类。
每
年菌子收获季节，老百姓到林里找菌子，颇有获益。工
作队计划下一步再推广种植 1000 亩的树林，带动一
批庭院经济……
听着拉古村生态建设的前景规划，我们不由自主
地向着老书记余江贤家走去。七旬老人余江贤坐在火
塘边给我们讲起了他的植树史。他参过军，在部队上
入党。从部队复员回到村里后，共当了 21 年的村干部，
被村里人亲切地称为“老书记”。他当村支书时，在政
府的扶持下，拉古村在房前屋后种下树，在荒山上集
中造林。县林业局育苗，发给老百姓种。老百姓在山上
种树，除发给树苗外，还补助他们工钱。种树要挖坑
塘，坑塘挖多大有严格的标准。一亩要求挖 660 个坑
塘，每亩给报酬 600 元。拉古村有三个苗圃基地，县林
业局和镇林业站派人到苗圃指导技术。
余江贤老人说起植树造林，一肚子感慨。他在自
留地里植树，栽的果木换了好几个品种。原先，林业部
门发给村民栽枇杷苗。枇杷死了，又发核桃苗。现今，
他的果园里品种很多。
他栽种了 100 多棵枇杷苗，大多
因缺水而死掉了，只存活了十多棵。
他的果林离村子不远，
有三亩左右，
被公路分成了
两片。
余老说，
当年划分自留地和责任田，
他是村干部，
等村民挑选完后才轮到自己。
村里人不要的地才是他这
个书记的。
2001 年，
他开始在这些不被看好的土地上种
果树。
多年时光过去了，
他在缺水的拉古村里创造了一
个奇迹，
郁郁葱葱的树林撑起绿色童话故事。
走在浓荫蔽天的树林里，我对在前面带路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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