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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党的领导
下，新中国的变化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
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无
一不在变好、变美，变得更方便、更快捷。在
此简单地说一下从书信到微信的巨大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通讯方式主要是
书信，偶尔打个长途电话，发封电报，不过电
报最快也要两三天的时间。1982年，我于邵
阳工业技术学校制造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
邵阳内燃机水泵厂工作，恋人却在邵阳县城
关镇直属粮站工作，那漫长的5年时间里就
只能鸿雁传书。书信往来，一般一个来回就
得三五天。不过也收获了两样东西，一是在
文字中“深化”了彼此的了解，在书信的“等
待”中增进了感情；二是收获了“历史资料”，
书信存了一箱子,保存至今。

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因工作需要经常出
差,有时时间较长,女儿一两个月见不到我。
我回家后，女儿“认生”不让我抱。为此，每
每出差，我都要给女儿用图画“写”信。比
如，坐火车就画个大火车，乘轮船就涂个大
帆船，去四川就画个熊猫吃竹子，到杭州就
描个美丽的西湖，并在信中央画上竹叶或三
潭映月等，用这种方法沟通感情，免得孩子

“忘”了自己。只是书信“走”得慢，有时人已
经回家了，可信还在路上。

1987 年 10 月，我被派到距市郊近 50 公
里的某乡搞社教，到了乡里后给家里寄了信
报平安，却因信在途中“迷了路”，家里迟迟

未收到。后来，县社教办转来我爱人的信，
信中说：“你下乡快两个月了，不知你在哪
里？也不知是死是活……”下乡期间,由于交
通不方便，去县里开会办事，不是骑自行车
就是搭老乡的小拖拉机。那时候路况窄小
又坡高弯多，车马很慢，书信很远。

上世纪 80、90 年代，行政单位工作的传
达，主要靠信件和电话。当时，我省有18个
地市，一般电话沟通工作，先向省市县电信
局长途台挂号，长途台再通过各地县乡的电
信局转接，方可通话。有时开全省会议，光
电话通知就要几天时间,一个会议下来，负责
发通知的同志嗓子都喊哑了。那时候,普通
家庭安装电话还很稀少。

后来，国家对普通家庭安装电话实行开放
政策，电话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由于安装及
通话费用高，拥有电话的家庭并不多。另外,由
于电话线路少,即便有条件安装电话的家庭，没
有线路也枉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家搭便车
装上了电话，为把线路拽到我们楼里，找朋友
托人才如愿以偿。当时，安装费用2700多元，
是我们近一年的工资奖金收入。安装电话后，
工作生活都方便了许多，也经常“接待”邻居来

家打电话，或代接代转。感觉电话方便了生活,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后，随着手机和网络的
普及，我家座机电话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0年前后，我用上了手机。最初，手机
也只有移动电话和发短信的功能，那时，人们
已经感觉方便了许多。近些年，随着手机功
能的增加，“一部手机搞定一切”已不是神话，
方便极了。逢年过节，通过微信发个祝福，天
涯海角，天南海北，互致问候，加深了友情，沟
通了亲情，开阔了视野，拉近了距离。

我表弟上世纪80年代初移民到新加坡，
由于通讯不方便，当时一年都难得联系一
次。电脑带来了“伊妹儿”(电子邮件)，手机
带来了微信，还有音频、视频通话，还是免费
的，我和表弟经常通过视频聊天。真可谓天
涯若比邻，真正感受到世界小了，人类逐步
走向了“地球村”……

回望祖国发展的70年，我们走过了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而我就是其中的
亲历者、见证者。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
豪，更期待着正在强起来的祖国明天更美好!

（作者系邵阳县作协主席）

●樟树垅茶座

从书信到微信
夏启平

湖南的春天，我想用
“明”来形容。阳光是明媚
的，呈现金子般的光泽，温
暖里带着腾腾的热气，迫
不及待地拉开草长莺飞的
帷幕。那时的花朵也是明
亮的，那是披荆斩棘冲破
层层寒冷的勇气与智慧。
秋天呢？我想用“净”来形
容。晴日，天空高而远，呈
现纯净的瓦蓝。水也是纯
粹的深蓝，一圈圈水纹缓
缓荡开，像一个幽远的梦。
坐在樟树下的长椅上，秋
风从耳畔柔柔拂过，带着
草木干爽的气息，空气微
凉。这天，这水，这风，都是
纯真的，让人疲倦的身心
渐渐安静下来。很多浮躁
的东西从心底一点点清理
出去，心就空下来。空下来
的心，才能带着诗意欣赏
这个尘世，打量身边的一
草一木。

那天清晨，我沿着公
园散步。在一片长满荷花
的湖边，三三两两地架着
三角架，镜头对着对面的
湖滩。原来一群白鹭正在
觅食，雪白的身体，修长的
腿，不紧不慢地迈着优雅
的步伐。它们时而把嘴插
进水里，时而在草丛里寻
觅，时而理理身上的羽毛。
忽然一阵扑扑的响动，原
来这群白鹭展开雪白的翅
膀直冲上天。一抬头，对面
的天空成了白鹭的舞台，
姿态万千。满湖都是鸟儿
清亮的啼声，愈显秋的幽
远与洁净。难怪这里经常
聚集着摄影爱好者，原来
是为了捕捉“一行白鹭上
青天”的诗意。

弯弯曲曲的湖岸种
着各种花木，有的叶子落
光了，有的结着累累的果
实。独有芙蓉花渐次开
放，倒映在清澈的湖水
里，衬着远处蓝莹莹的天
空，真是好看。芙蓉花白
里透粉，花瓣里滚动着露
珠，露珠在曦光里熠熠夺
目，真似美人粉面含羞。
怪不得黛玉的花影就是

芙蓉。走近前，一对新人
正在芙蓉花下拍婚纱照，
他们眼睛里溢出柔情蜜
意。不知是花衬了人，还
是人衬了花，若再来一壶
酒，可不可以算“当轩对
尊酒，四面芙蓉开”呢？

深秋霜降，百花开始
凋零，芙蓉花却傲然怒放，
因而也叫“拒霜花”。芙蓉
花清晨开花时是白色透
粉，中午慢慢变成粉色，傍
晚则渐渐变成深红色，一
天三变，一生三色。公园里
的芙蓉花，白的、粉的、红
的，深深浅浅，错落有致，
像一幅浓艳生动的油画。
伸手轻轻捧起一朵芙蓉
花，花瓣的脉络清晰可见，
隐隐有淡淡的清香。随着
天气转凉，芙蓉花的花期
会越来越短，有时清早开
花，晚上就会花落归根。这
感觉，像极了薄命的美人，
从初绽的风华正茂，到盛
放的美丽绝伦，再到凋零
的衰败冷落。

当我在芙蓉树下徜
徉时，忽然听到湖边传来
袅袅的丝竹声。寻声过
去，原来有十来位银发老
人，手持二胡、京胡、月
琴、长笛等传统乐器合
奏。他们微闭着眼睛，脸
上带着陶醉的神情，偶尔
望一望谱架上的乐谱。我
不由驻足，虽不熟悉他们
合奏的曲子，却感受到了
中国民乐的魅力，带着扣
人心弦的内敛神秘。

都说最美人间四月
天，可在这天高云淡秋叶
飘零的清冷季节，长沙城
的每一处每一树芙蓉花，
其美、其姿、其芳、其性，
把这一季装扮得多姿多
彩。湖南人是偏爱芙蓉花
的，不然满城尽种芙蓉？
若非如此，怎会有“秋风
万里芙蓉国”“芙蓉国里
尽朝晖”的磅礴与大气？

（蔡英，湖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
《南方草木记》《水墨村
庄》）

●城市镜像

风露清愁
蔡英

老家门前的小溪
越来越像父亲腕上

的血脉缓慢枯瘦

苍白的鹅卵石
仍 回 响 着 曾 经 的

澎湃
两岸的荒草
一遍遍将涛声和呼

喊抹杀

我的房屋风雨飘摇
我的兄弟姐妹各奔

东西
没有一个人踏着狗

吠归来
与父亲对饮
所有的夜晚只会越

来越深

除了眺望远方
除了回到家园
我对天空和大地无

能为力
别无他求

我只担忧今年故乡

的雪
会全部落在父亲的

头上

回 家
每一朵云都不陌生
每一棵草都很善良
桌凳和神龛上落满

了灰尘

我热泪盈眶
不仅仅因为悲痛
我庆幸母亲托付于

我的那口水井
还一样能给路人解渴
还一样能照出人心

我的菜园茂盛
我的亲人安康
我要给脚下每一寸

泥土祝福
给已消失的每一座

山峰默哀

（邓星照，湖南省作
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

《星语心弦》）

●湘西南诗会

我对天空和大地无能为力
（外一首）

邓星照

七十周年国庆之际，带着举国欢腾、共赞
盛世的喜气与豪情，我乘兴畅游世界自然遗
产邵阳崀山，领略祖国山河之美，感悟湖湘人
文之盛，缅怀这片红色土地孕育的无数先烈
和革命前辈。

泛舟夫夷江，清风徐来、碧波荡漾，两岸绿
簇丹霞，倒映入江，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
开，美不胜收。舟行渐阔，一尊雄石巍然矗立、
扑面而来，犹如一位将军披甲横刀、戍卫边关，
栩栩如生、虎虎生威，令人叹为观止。夫夷水、
将军石凸显了崀山之灵。世人皆知“无湘不成
军”，但追根溯源，先有楚勇，后有湘军。而崀山
之所在，即为楚勇起源地，这里曾涌现出一批
与曾国藩同时期、甚至更早的湘军名将。近现
代以来，湖南更是将星璀璨，十位开国元帅，湖
南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三位；十位开国大
将，湖南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
许光达六位；五十七位开国上将，湖南有十九
位，占三分之一。他们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彪
炳史册的重大贡献。“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
将军。”将军石就像一座丰碑，纪念先辈的不朽
功勋，寄托后人的崇高敬意。

依山拾阶而上，青山掩映间，或壁立千
仞，或奇峰凌云，形态各异、气象万千。从八角
寨峰顶远眺，群山间出云海，跌宕起伏，恰似
一群鲸鱼在大海中翻腾嬉闹，波澜壮阔，气势
磅礴，彰显了崀山之雄。骆驼峰则归于静谧和
深沉，像一匹告别绿洲、远离乡关的骆驼，迎
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负重前行，让人不由想
到洞庭湖畔的“骆驼”——任弼时。叶剑英元
帅曾这样形象地评价他：“他是我们党的骆
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
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

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有著名的“三
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
他毕生如骆驼般，坚守初心、忠诚如一，坚韧
不拔、任劳任怨，克己奉公、不计得失，这种

“骆驼精神”赢得了无数赞誉，令人无限景仰。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从芙蓉
国里走出的“骆驼”还有许多。“为人民服务、
为世界工作”的林伯渠，“革命第一、工作第
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上为中央分忧、下
为群众解愁”的谢觉哉，“延安五老”中的这三
位湘籍前辈，都是“骆驼精神”的杰出代表。

天一巷之深，紫霞峒之幽，展现了崀山之
秀。穿行于山环水绕、或直或曲的巷道中，恍
若时间隧道里的过客。景行深处，巷、峒、桥、
瀑、崖错落有致，一步一景、一景多姿，将险与
美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目不暇接。如
天一巷，巷长近半里，两侧高耸入云，但最宽
处不足一米，最窄处仅能侧身而过，可谓一线
天奇景；紫霞峒，深林翠枝摇曳，飞瀑溪流淙
淙，峰回路转，曲径通幽，若遇夕阳斜照，反射
出万道霞光，有云蒸霞蔚之幻景；天生桥，通
体为整块天然巨石，呈圆拱形横跨长空，风雕
雨琢、浑然天成，像一道彩虹划过天际。这些
地貌奇观，让人不由生出“江山如此多娇”的
感慨。由崀山看湖南，锦绣潇湘又何尝不是

“如此多娇”？湖南素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之美誉，炎帝、舜帝曾在此留下足迹，屈原、贾
谊曾在此问道求索，南岳衡山、岳麓书院、岳
阳楼、九嶷山等历史名胜闻名遐迩。这里是旅
游胜地，山水形胜、风光旖旎，神奇张家界、魅
力湘西、凤凰古城、大美洞庭、东江湖、桃花源
等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让人流连忘返。秋风
万里芙蓉国，春潮无垠遍地诗。多姿多彩、诗

情画意的锦绣潇湘，带着千年底蕴、万般风
情，浓墨重彩、款款而来，让人无限着迷。

辣椒峰突出了崀山之奇。从山脚仰望，崇
山峻岭间，一颗高达180米的巨椒从天而降、钻
地而入，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湘人生性好辣、无辣不欢，不怕辣、辣不怕、怕
不辣。红彤彤的辣椒，既造就了湖湘儿女火辣
刚烈、坚毅果敢的性格，也绘就了三湘大地最
亮丽的底色。湖南是红色热土、伟人故里，是中
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诞生了毛泽东、刘少奇、
任弼时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大书记”独
占三元，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桑植起
义、平江起义、通道转兵、芷江受降等著名历史
事件，至今还流传着“半床被子”“断肠明志”等
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除了辣，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还少不了甜。崀山之脚新宁，是我国著名
的脐橙产地。新宁脐橙，饱满细腻、清香浓甜、
品质上乘，已成为当地老百姓重要的增收致富
产品。每逢金秋时节，饱含着老百姓丰收喜悦
的脐橙绵延数百里，与美丽的崀山相连，形成
了一道美景与美食相映成趣、丹霞和橙黄交相
辉映的独特风景线，“百里脐橙连崀山”声名鹊
起。酸甜苦辣、油盐酱醋，皆为民生百味、家居
日常；一惊一喜、一红一橙，体现不忘初心、赤
诚为民。崀山美景和新宁脐橙让当地老百姓享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生活过得更加甜蜜。

崀山之行，一路胜景，映入眼帘的是丹霞
瑰宝，融入血液的是红色基因，注入身心的是
革命精神，遂作诗以记之：

夫夷江水映丹霞，将军神勇壮中华。
鲸鱼闹海腾云雾，驼出乡关誉无瑕。
巷深峒幽飞银瀑，天桥如虹凌绝崖。
犹惊辣椒拔地起，更喜脐橙惠万家。
山之良者，谓之崀。概而观之，崀山就像

一幅姹紫嫣红、色彩斑斓的油画，绿水、青山、
丹霞、红崖、银瀑、辣椒、脐橙等相互映衬、光
彩夺目，但主色调还是红色。多彩崀山如此，
锦绣潇湘亦如此。吸吮着红色营养成长的三
湘儿女，唯有高举红色旗帜、弘扬红色传统，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才能不辜负这片
红色土地，不辜负这方神奇山水。

●旅人手记

崀山抒怀
严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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