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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是去年初的事了。
南昌一位老友重病住院了，很想过去探

望，可时间有点紧，路途有点远，正纠结时，
广州铁路集团的朋友来电话，快言快语地
说：“这不是问题，坐高铁呀，包你当天往
返！”

在广铁朋友的游说下，我网购了一张周
六上午G86次广州南至南昌西的车票，并于
周五晚提前从香港来到广州。

那天风和日丽，天蓝景明。第一次乘高
铁前往千里之外的江西老家，我既有些新奇
又有点兴奋。

8时整，列车准时启动，时速缓缓攀升。
车厢前方壁板上一个电子显示器不停闪动，
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不断显示列车速度的
变化：100，150，200，300……我的心也随之
怦怦加速。侧望窗外，景物追风逐电般掠
过，村庄、田野、山峦、树木，如同一幅幅画
卷，迎面疾扑过来又转瞬即逝，跟我玩起了

“快闪”。突然想起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访
问日本乘坐新干线时的感叹：“像风一样
快！”，那时新干线最高时速仅为210公里，而
如今中国高铁最高时速达 350公里，早已不
可同日而语。列车一路飞奔，风驰电掣，似
乎触个按钮就可冲上天去，微闭双眸，轻驭
遐思，有一种顷刻间变身风之子、飞行侠御
风而行的感觉。

体验了十多分钟高铁速度带来的紧张
刺激后，我开始享受它的平稳舒适。

前些年出访英国时，曾经从伦敦坐火车

去爱丁堡，几个小时的车程里，列车慢慢悠
悠、摇摇晃晃、咣咣当当，让我晕了一路。而
坐在快如闪电的我国高铁车厢里，几乎感觉
不到一点晃动。我记起不久前看过的一篇
报道，有位瑞典游客拍摄了一段在中国高铁
列车上立硬币的视频，在国外互联网上引发
热议。长达9分钟的视频里，列车奔驰如飞，
硬币直立不倒，惊呆了许多外国人，让中国
高铁在国外圈粉无数。一时兴起，我也从兜
里找出一枚5元港币，轻轻放到窗台一立，果
然纹丝不动，不由心中啧啧称奇。

观察车厢设施，其舒适、方便堪比飞机
的头等舱。高铁的座位有三种类型，即二等
座、一等座、商务座，我择中买了一等座。一
等座每排 4座，座位宽大，可以调节，能俯能
仰；间距宽敞，进出自如，能坐能伸；绒布沙
发，柔软舒服，能躺能睡。喜欢打牌的朋友
们还可把同一朝向的两排座椅调成相对而
坐，方便四人切磋牌技。更温馨的是，座椅
旁还安装了充电插座，扶手上留有耳机插
孔，乘客充电、听音乐各取所需。

列车开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少乘客都兴
奋地拿起手机拍窗外的风景。这条线途经
广东、湖南、江西等省，一路崇山峻岭、江河
蜿蜒、阡陌纵横，可谓秀色可餐。我也经不
住诱惑，从包里掏出卡片相机，贴近车窗玻
璃，摄下一路美景。尽管车速飞快，近景成
了虚影，但远处画面眉清目秀，近景的虚化
反有了衬托主体的效果。

三个多小时眨眼过去，大约11时30分左

右，列车播音员预报前方到达站“南昌西
站”。列车开始减速，令人诧异的是，从疾飞
变成慢行，身体几乎没有丝毫感觉。更让人
惊叹的是，当列车稳稳停住的那一刻，前方电
子显示器清晰显示：11:44:00，竟与车票上的
抵达时间分毫不差，甚至精准到秒，神奇极
了！

在南昌逗留了约五小时，去医院看望了
住院的老友，在亲戚家吃了午饭，还去红谷
滩新区看了两处新景，下午17时我坐上了返
程的高铁。

返程车行时间比来时略长，四个半小时
里，我上了一会儿网，还睡了一觉。上网主
要搜索了有关高铁的信息。高铁带给我震
撼，也带给我好奇：为什么中国高铁技术在
短时间内世界领先？为什么高铁建设速度
如此之快？我找到了答案。

原来，为了完成“研制新一代时速350公
里及以上高速列车”的目标，国家从 2008年
开始，集结了 25所一流大学、20多个国家级
实验室与工程中心、40家中央级研究机构和
500 多家企业的科技力量开展专项行动计
划，参与计划的科研人员达1万多人，最终形
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技
术，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

原来，国家制定了《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仅“十二五”期间，全国高铁建设投资达
1.8万亿人民币。至 2016年底，全国有 29个
省市自治区开通了高铁，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2.2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总里程的 65%；

2016年发送旅客量达14.7亿人次，占全球高
铁年发送旅客量的近六成。国家还在持续
加大投入，到 2025年，中国高铁通车里程将
达到3.8万公里，形成“八纵八横”的高铁网。

“厉害了，我的国！”我情不自禁地像网
民一样发出赞叹。

21时32分，列车抵达广州。
刚出车站，广铁朋友的信息到了，问我：

“回到广州吗，路途顺利否？”我想了想，回复
了12字：“快如飞，坐好睡，秀可餐，日落归。”

他很快发回一个开心的笑脸，鼓动我有
时间多享受高铁游，并告知，现在全国许多
大中城市形成了千公里生活圈，乘高铁出游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工薪族把公休假化
整为零，与双休日拼凑一起，出门四五天，花
费三四千，一两年时间把临近省份的景点都
玩遍了，还笑称为“穷游”。

他的话令我憧憬，我欣然回复道：“等香
港高铁开通，与国家高铁联网，我一定安排
个公休假，直接从香港出发，去西南看看神
往已久的苗寨、万峰林和大理、香格里拉，当
一回高铁‘穷游’族。”

前几天看到媒体报道，特区政府与中国
铁路总公司签署营运准备备忘录，广深港高
铁香港段今年第三季通车后，计划初期每日
开行 127对列车，其中 13对跨线长途列车可
直达北京、上海、贵阳、昆明、福州、厦门等14
个城市。我想，我的“穷游”梦不远了。

（压题照摄影：梁振堂）

千里南昌一日还千里南昌一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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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而又幸福的中国梦
——写给回家过年的摩托大军

□□ 张秀峰张秀峰

放眼世界
你不曾见过这样的壮丽
古往今来
你难以想象这样的奇迹

一条大路两个轮子
呈现出艰辛而又幸福的轨迹
两个轮子一条大路
飞驰着幸福而又艰辛的铁骑

距离再远，家

始终在心里
天气再冷，路
升腾着暖意

年货的大包小裹
散发出团圆的香气
俩人紧紧依偎
聚拢起温馨的回忆

眼神的目不转睛
凝视着追梦的专一

身躯的弯曲挺起
飘荡着追梦的旋律

什么风呀雨呀
永远遮不住春天的美丽
什么累啊渴啊
从来难不倒精神的坚毅

过年的魅力
就这样迷人神奇
向往的动力

就这样不可抗拒

攒了一年的艰辛
即将质变成幸福的甜蜜
憧憬了一年的幸福
正在作艰辛的最后努力

呵，中国梦就是艰辛的梦
只能用智慧汗水去编织绚丽
呵，中国梦就是幸福的梦
必须靠坚持不懈去创造维系

祖母说她命中注定一生不愁吃。我们是信的，
不仅是她生得巧，恰好生在腊月二十四——小年里，
还有更好的凭证，那就是她的手，长年的操劳不但没
有使它丑陋变形，反而让它更修长，更灵巧，闪动着
像被打磨过后的铁器的光泽。腊月二十四的晚饭
前，它是神秘又庄重的，它拿起事先准备好的、藏在
墙缝里、用稻草扭结而成的草把，趁我们不备，迅速
地从我们的嘴上擦过，一边擦一边说：童言无忌！童
言无忌！擦过老大，擦老二，直到每个孩子的嘴都让
她放心为止。

有一年，我这个她最宠爱的大孙女，趁她没注
意，竟拿起她擦过我们嘴巴的草把，也重重地擦了她
的嘴。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料到的，她愣愣地看着我，
想发作终是忍住了。当时，我觉得自己是英雄，为求
得公正，而敢于挑战权威——怕我们乱说话，要用草
把擦嘴巴，你总骂人，难道嘴巴不应该擦一擦？

事实上，祖母从未骂过我，甚至未责备过我半
句。阴差阳错，她引以为豪的大孙女竟对她的手上
功夫毫无兴趣，她也从不勉强我做她会做的事，所以
我的手至今都是笨拙的，仅会写几个字而已，不像二
妹、三妹和小妹都得到她的真传，指尖翻转，手底生
花。也许和一双灵巧的手配对的必是一张尖利的
嘴。村里人对祖母的评价是：事也做了，话也说了。
也许就像聪明看不惯愚蠢，一双灵巧的手同样也难
以容忍展现在它面前的另一双手的笨拙，为了结局
的圆满，为了事情的完美，和那双巧手的神经系统相
连的那张嘴不可能平和，它不可避免地就发出了焦
躁的声音，帮助、纠正另一双手，让另一双手也像行
走在水面的风，顺畅自如地游走在一切器物间。

多年之后，逐年而来的腊月里，总是浮现祖母
当时望着我的那种怀疑、惊诧、悲伤、愤怒、隐忍和
慈爱交相错织的眼神。慢慢攒积起来的阅历告诉
我：当年那个“英雄”根本没有理解一家之主的苦心
——祖母用草把擦我们的嘴巴，是怕我们小孩子不
懂事，在新年里说了不吉利或冲撞神灵的话。但孩
子终是孩子，无知、淘气，不长记性是天性，谁能管
得住呢？而草把就像仙界的一枚印章，即使说了什
么犯忌或晦气的话，有了这枚印记，神灵也会宽
恕。这个仪式的背后，深藏的是祖母祈盼来年全家
平安顺利、美满幸福的心。

像腊月二十三祭灶神、二十五接玉皇，贴春联窗
花、在窗台放大蒜辟邪，除夕守岁，正月初一天一亮

“出天方”等古老的年俗一样，小年夜，草把擦嘴一定
也流传了很久很久，它像除污剂和预防针，擦去旧年
的尘埃，预防新年的隐患，为年铺设出一条祥和喜
庆、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通途。

辞旧迎新，万象更新。那无数双用自己的勤劳、
庄重编排年的仪式的手的经脉里，都跳动着一个个
可爱的灵魂，那些灵魂是虔敬而美丽的。他们相信
在自身的智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神
秘的力量。他们敬畏这种力量，他们把这种力量根
植在自己的内心，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语言，规范自己
的行为。他们把这种力量浓缩成种子，让它在辽阔
的田野间一茬茬地生长、绵延。

由本报主办、以“盲评、高规格”为特点的“井冈山文学
奖”已成功举办五届，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受到全国副刊界
的广泛关注。第六届（2017年度）“井冈山文学奖”拟启动，
将面向江西日报《井冈山》文学副刊全年刊发的作品，由终
评评委盲评出“作品奖”10件、“文学新锐奖”1名；另外，与
江西日报微信平台共同抽出“热心读者奖”若干名。

《井冈山》刊发的报告文学，近年已三次摘得中国新闻
奖最高奖——一等奖。这三篇作品，都是从“井冈山文学
奖”滥觞而出的。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丁振海撰
文如是评价：“《井冈山》历史悠久，文脉深广，佳作纷呈，在
业界久负盛誉，声名远播……如此殊荣，创下了中国报纸副
刊史上很难超越的历史纪录。”

“井冈山文学奖”总评委、著名作家王蒙，为上届“井冈
山文学奖”题词：“井冈山的精神 文学的感动 生生不已”。
45年来，《井冈山》秉持“与时代同行、以文学为魂、与读者
连心”的办刊宗旨，既扶持文学新人，又展示作家精品，还力
约全国名家稿件，为江西的文学繁荣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全国党报副刊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

江西日报

第六届
“井冈山文学奖”
评选启事

1. 1月 6日 《香甜的腊八粥》
2. 1月 13日 《读汪曾祺三则》
3. 2月 3日 《春节记》
4. 2月 10日 《访贫记》
5. 2月 24日 《住在长颈鹿公园》
6. 3月 10日 《高山仰止》
7. 4月 21日 《曹山寺行记》
8. 4月 21日 《兰谷》
9. 4月 28日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
10. 4月 28日 《呼唤经典意识》
11. 5月 19日 《“汪曾祺热”的文化含量》
12. 5月 26日 《践约林荫道》
13. 5月 26日 《向军旗敬礼》
14. 6月 2日 《军旗里的诗句》
15. 7月 7日 《我的灵魂本该如此安放》
16. 7月 21日 《神山》
17. 7月 21日 《蝉始鸣，半夏生》
18. 7月 28日 《1927：时光不会朽去》
19. 8月 4日 《那天那夜的枪声》
20. 8月 11日 《军心如我心》
21. 8月 18日 《老关起屋记》
22. 8月 25日 《井冈情浓》
23. 9月 1日 《重要的是过程》
24. 11月 3日 《井冈回响》
25. 11月 10日 《只留清气满乾坤》
26. 11月 10日 《泥做的坚硬》
27. 11月 24日 《隐姓埋名地工作》
28. 12月 1日 《爱的咏叹》
29. 12月 8日 《枫叶红来菊花儿黄》
30. 12月 22日 《赣之韵》

第六届

“井冈山文学奖”
评选启事

投票形式：（两种）

1.进入“江西日报”微信号（jxrbwx）投票，输入
“井冈山文学奖”；或点击自定义菜单，选择“活
动”，再选择“井冈山文学奖”。

2.把报纸选票复印、填写后邮寄：南昌市红谷
中大道 1326 号江西日报副刊部“井冈山文学奖”评
选委员会。邮编：330038

截止时间：2018年 3月 1日

第六届“井冈山文学奖”候选作品目录

选票（选 10件）

小时候，外地亲戚总是摸着我头，唤
我为“下头湖里崽仂仔”。听着，总觉得
有点不舒服，好像有点轻蔑的口气。一
个“下”字冠在前面，似乎比人矮三分。
也难怪，早年的鄱阳湖三日风四日雨，沾
上这大水面，就意味着水灾，意味着瘟
疫，意味着死亡。历史上她曾经是人危
船险的畏途，渔家怕湖惧水，可又不得不
下湖讨生活。湖，在我年幼的心灵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鄱阳湖难道真的这么丑陋，这么不
堪？懂事后，我开始寻找答案。

我常坐在湖堤，看村子里的桃花盛
开，水养育了桃花的容颜，就像我们村里
那些豆蔻年华的女孩，红扑扑的脸蛋分
外可爱；还有沿岸那么多一行行、一排排
的栀子花，香味扑面而来，沁人肺腑；柳
絮也不甘寂寞，飘到我眼前，模糊了众多
女孩子清秀的笑靥、模糊了众多蓓蕾的
分享。

到了荷花盛开的季节，这湖便更让
我着迷了。粉红的花朵恰似书本中描写
的虞美人，一朵朵都让人产生“欲尽天下
美色”的感觉。一片片、一湖湖，红荷绿
叶，似如天宫霓裳翩然起舞。

更让人心仪的是鄱阳湖的冬景，秋
雁南行的“人”字队形是我和儿时伙伴在
滩头渔船边效仿的童音谣歌。雁群在我
的想象中好似一个家族，他们成群结队
不远万里来到湖中安家。每年在这里

“做窝”，无忧无虑度过寒冷的冬季。荻
花、芦花陪伴雁的家族、鹤的家族、天鹅
的家族，享受它们的太平生活，成就了鄱
阳湖冬日的风景。

到了燕子呢喃报春时，我就向湖中
的大雁告别。大雁走了，我的心也在飞
翔，自由的天宆给水留下纯洁的空白。

美丽的花絮，可爱的天使，波光粼粼一湖
大水，无比的张力透出鲜活与灵动，又是
一年光景。

记得还是少年时，我随长辈下湖打鱼。
三月的鄱阳湖，承载着一条条乌篷

船，向着湖的深处讨生活。船就像孩提
的摇篮，摇着童年的梦幻；风就像父辈慈
祥的手，传递着情感的温暖。在湖上做
逍遥游，初春的阳光洒在水面，近距离看
湖的风景，感觉这水披金铄银，壮观浩
瀚。父亲和叔公都是村中打鱼的好手，
十几个后生，随着他们下湖，将一张大拖
网布满一个湖汊。一位堂叔端坐船中，
敲着竹杈，在网的远处截住鱼群，将它们
赶进网中。众人将网拉成半圆，两头发
力，朝岸边进发。眼见落网的鱼儿在网
中跳跃，我的心也在跳跃。很快，这张大
网被现代生活冲决。为了给鄱阳湖留下
珍贵的野生资源，政府给从事渔业的渔
民送来了政策的春风，定量定额补贴温
暖了千家万户，渔家人开始洗脚上岸，为
鱼类留下繁殖生息的空间。

自此，渔家的生活融入了现代气
息。保护生态、保护湿地成了渔家的自
觉。每年下半年的开湖节，湖上舞动的
长龙、船上敲动的鼓点，是那样激越，那
样催人奋进。

鄱阳湖在消灾弭祸的穿越中走向宁
静、走向美好。在随后改天换地的岁月
里，湖区一个新的战役悄然打响，消灭血
吸虫犹如消灭依附于人身的吸血鬼，见
证了鄱阳湖天翻地覆的初始发端。天连
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沿湖修
筑的长堤龙蛇蜿蜒，雄峻伟岸。再没有
了人祸、再没有天灾，下头湖成了一个美
丽的传说。

岁月消融，时序更替，渐渐的，我开
始对鄱阳湖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之情。

有个故事说，月宫嫦娥路过鄱阳湖
时，见这水天连接、浩渺壮阔的景象，深
深赞叹这水的造化，只顾低头看水，却连
自己脚下的绣花鞋掉了也浑然不觉，这

湖中因此多了个美丽的湖心岛——鞋
山。嫦娥也爱鄱阳湖，何况我们凡夫俗
子！

不久前，我陪同几位文友，开着汽
车，沿着湖塘草滩，驰进了湖的纵深。就
在那个名叫河子口的地方，我好像感觉
到了鄱阳湖的深呼吸。天水茫茫，浑然
一色，鄱阳湖水的沙沙拍岸声，还有大
雁、天鹅、白鹤的鸣唱，让我如入仙境，并
有进入天宫聆听天籁之音的感觉。没有
哪一个音乐家能演奏出如此美妙动听的
音乐，没有哪位画家能画出如此波澜壮
阔气势恢宏的山河巨卷。看着初来乍到
的外来客由衷赞美鄱阳湖之美，我，一个
鄱阳湖之子，从心底感到自豪。湖，有着
讲不完的故事、叙说不完的情怀。回过
头来看鄱阳湖，一代代人在湖边如过江
之鲫，川流不息。每个人都在这湖边有
过属于自己的表演，晋代宰相陶侃的节
俭、勤政、开明；晋代田园诗祖陶渊明的
不为五斗米折腰；北宋理学创始人周敦
颐爱莲的纯洁灵魂；南宋宰相江万里的
民族气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鄱阳湖
水照得见肝肠，浪声涛语千古不息。

如今体验到的鄱湖之美，与幼时的
感性，似乎有天壤之别。在时光隧道中
穿越，现代生活的镜像装扮了湖的绚丽
多姿。荷花、蓼子花、芦花、南荻花、花开
四季，成为人们品水赏花的花海乐园。
醉心于大自然的巧夺天工，让人感觉到
唯美的世界展现；醉心于山水之间的凭
栏远眺，让人感觉到灵性的魂兮所系；醉
心于飞鸟生灵的自由翱翔，让人感觉到
和谐的节拍是那样妙不可言；醉心于这
无垠的湿地，让人感觉到天地的造化和
水的养育之恩。广袤的天地间，因为水
的落盆聚集，在江西大地生成中国第一
淡水湖。寥廓的湖天成全了我的动情
点、成全了我的落墨点，也成为我净化魂
灵的浴场。

下头湖——鄱阳湖，我魂牵梦萦的
圣地。

鄱阳湖的风
□□ 陶陶 江江

草把下的年
□□ 帅美华帅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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