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趣谈

仙獭洞位于黄沙铺镇西，以其独
特的风采和动人的传说闻名于世。

相传远古时代，虎旗崖下有条地
下暗洞，每年春夏之季，东海汹涌的海
水从暗洞海眼中翻涌而出，淹没大片
良田和村舍，一些随水而来的海龟海
兽也跟着兴风作浪，祸害一方，弄得民
不聊生。观音菩萨为堵住海水，赶走
害兽，造福一方，便从天上唤来两只仙
獭与一头仙狮，命一只仙獭进洞堵住
海眼，一只守住洞口，那头仙狮则专职

驱赶海兽。
三只仙兽各司其职，如期完成任

务。观音为长治久安，又命三只仙兽
化身凡间，永镇邪物。至今，在石獭洞
内外各有一块形如水獭的巨石，一座
酷似狮头的悬崖和一座形如海龟的龟
山。因此，当地人又称石獭洞为“仙獭
洞“。

仙獭洞长约七里，洞洞相连，道室
相接，千姿百态的钟乳石遍布洞中，更
有条终年不息的溪流自南向北涓涓而

出，汇入慈水。
仙耳洞位于大幕山南麓仙人堂村

东边山峰石壁下方，当地人称这是左
耳，右耳则在直径两里外的山背后，要
小许多，但两耳相通。远远望去，宛若
巨耳的左耳，连耳轮、耳屏、耳垂、外
耳，耳眼都一清二楚。“耳朵”洞口高约
10米，宽3米，进深越来越窄，至右耳
出口，仅容一人匍伏而出。

相传，北宋年间，大学士米友仁，
辞官向佛，来到仙人堂，得道成仙。他

见仙人塘偏辟闭塞，山民不知山外之
事，决心造一顺风耳，让山民足不出
屋，能知山外事，便施展佛法，洞穿山
崖，造耳崖壁。果然，这顺风耳神通广
大，山民在仙耳洞外便能听到百里之
外兴国州的动静之声，近处更不必说
了，要是有土匪、强盗、官兵进山抢劫
和闹事，他们人未动身，仙人堂人就已
得信息，要么设伏山中予以阻击歼灭；
要么潜入深山作暂时回避，从来没受
到一次伤害，为此，当地人将它称作

“仙耳洞“。

黄沙二洞
○ 徐浪 整理

神山位于赤壁市东北部的西梁湖
南岸，境內龟蛇二山隔湖相望，一座似
长蛇蜿蜒，一座如团龟拱背，地势奇
特。这里神龟驮山，屡遇洪水而不淹，
水涨山高，故名曰“神山”。盛产鲜鱼
等水产品，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相传很久以前，神山的西面有一
处深水潭。潭中一条恶龙常常兴风作
浪，祸害周围百姓。后来，这里出了一

位勇敢壮士，名叫董平，他暗下决心要
斩杀恶龙，让大伙过上安居乐业的日
子。

董平来到终南山拜仙师学法，炼出
一柄"青桑古柏剑"，学得一身法术。一
天，董平来到恶龙潭边，只见十里八乡的
善男信女都在给恶龙烧香、敬献贡品，还
准备了一对童男童女，让恶龙享用。

只见恶龙腾水而出，张牙舞爪，疯

狂扑向童男童女。乡亲们吓得魂飞魄
散。董平飞身举起青桑古柏剑，朝恶龙
砍去，火光一闪，恶龙断角一支。恶龙
拚命挣扎，董平乘胜追击，取下头上的
毡笠，化作一只巨大神龟，奋战恶龙。

恶龙浑身解数使尽。最后张开血
盆大口，猛扑过来，董平高举宝剑，一
步飞进龙口，猛刺咽喉，恶龙毙命，董
平也葬身龙腹之中。

洪水消退，恶龙变成"蛇山"，神龟
化作"龟山"，青桑古柏剑飞出龙口成为
白河，河边长出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柏
树，人们把这里叫做柏庄河,不忘董平
大恩大徳，在蛇山修建一座“神山庙”。

解放后，党和政府带领神山人民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神山建设
成为美丽富饶的人间乐园。该镇先后
被授于“楚天明星乡镇”和“全省水产
品产量五十强乡镇”等荣誉称号。

神 山
周瑞云 徐泰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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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咸宁市作家协会主办，咸
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咸宁市朗诵艺术
家协会协办，咸宁市图书馆、咸宁新华
书店承办的2019年“本地作家作品欣
赏会”成丽散文集《月从故乡来》在香城
书房举行。省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匪
我思存、《长江丛刊》执行主编郑建荣及
40余位评论家、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
者参加。

匪我思存与本土作家互动交流

为本土文学插上腾飞的翅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张丹

齐聚一堂，畅谈创作心得

当日，骄阳如火，我市香城书房二楼却座无
虚席。省作协副主席匪我思存及《长江丛刊》执
行主编郑建荣从武汉冒着酷暑赶来，与我市作
家及文学爱好者面对面分享交流成丽的作品以
及关于网络文学创作的经历和经验。

匪我思存美丽的面容，亲和的话语，爽朗的
笑让人如沐春风。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小
学常阅读《红楼梦》和金庸、琼瑶等著作 。初中
时家长不让看闲书，她便偷偷地看。虽然学业
紧张，但同学之间还是互相传阅流行读物。

匪我思存学生时代便完成了小说《裂锦》的
雏形 。2000年开始接触网络文学。2004年7
月，匪我思存在晋江原创网连载近代言情小说
《芙蓉簟》。随后成为“记忆坊”的签约作家 。
2005年3月连载古代爱情小说《寂寞空庭春欲
晚》。同年 8 月出版首部言情小说《裂锦》。
2006年9月连载都市言情小说《佳期如梦》获广
泛关注，圈粉无数。

2010年，根据匪我思存同名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佳期如梦》《来不及说我爱你》先后开播，

收视口碑均颇佳。后顺利加入湖北省作协、中
国作家协会 。2016年1月获湖北省作协最高
奖项——“湖北文学奖”。2019年 2月，根据
其同名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东宫》播出，引发热
潮。

匪我思存写的小说多是悲情剧。先幸福上
天，再悲情入地，在悲喜两重天的大起大落中铺
叙爱情，给读者一种虐心的阅读痛苦。她用清
丽哀婉的文字进行渲染，使人欢喜、纠结、痛苦
而不能自拔。她娴熟地掌握了言情小说的叙事
技巧，这也是让年轻读者欲罢不能的原因。

2018年7月，匪我思存成为湖北省作家协
会第七届主席团副主席，2019年，她担任出品人
的网剧《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播出 。

与匪我思存一同来到现场的还有咸宁市网
络作家协会主席徐毅（笔名：心在流浪）。分享
会上，大家共同欣赏了咸宁女作家成丽的散文
集《月从故乡来》。活动现场，匪我思存专心记
录，时而与文学同行及文艺爱好者们互动交
流。

坚守匠心，踏实打磨作品

《月从故乡来》是成丽15年来呕心沥血的精
选力作。分享会上，大家认为，该散文集笔墨简
练、隽永厚重，行文有节奏感、跳跃感，用诗性灵
动的语言写人状物，有一定感染力。在取材上，
立意上，结构上，语言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其中一些篇章有文化大散文格局。

“今天来的文学专家、前辈与同行，给了我
写作的肯定、鼓励和建议，真心感谢他们。”分享
会上，面对大家的热情褒奖，成丽十分感动。

成丽出生于文化底蕴深厚的通山，受家中
文化氛围熏陶，她从小也喜欢看书。从2004年
开始写故乡的人和事。《月从故乡来》是她写作
15年来的一个总结，是对故乡热土的真情回馈，
也是献给父母献给祖父献给家乡的一曲颂歌。

2008年辞职下海后，成丽阅读大量古今中
外的文化散文，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路径，规范
自己的写作。

这些年，成丽几乎没有娱乐，不打牌、不看
电视。她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要靠作家

手中的笔写出来。写作者要坚守内心的安宁，
耐得住寂寞，内心必须有一片净土。

“我将《月从故乡来》浏览了一遍。成丽的
作品，符合文学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也与湖北省作协的‘家乡书’题材比较契合。
其中第三辑、第四辑很多细节能打动人，让人感
动。”匪我思存是第一次来咸宁，她感受到咸宁市
作协搭建的研讨会平台很好，作家们守望相助，
互相评论，互相鼓励，互相温暖，共同提高。

匪我思存对成丽所说的白天要工作，晚上
写作很疲倦，头磕到键盘上惊醒后继续写深有
体会。她读了成丽的《才见下湾芦苇》，富水河
的芦苇原来是用于治疗脑膜炎煎水的芭茅根，
被人丢弃到河边，就势生长，如今生机勃发。文
学也是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一样能写作
好作品。

坚持写书十余年，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十分
了不起的事情，在匪我思存看来，坚持一件自己
喜欢的事，其实没那么难。

共迎机遇，书写大千世界

当日下午，匪我思存、郑建荣、心在流浪、成
丽、樊芳等走进网络作家墨大先生的工作室，探
访我市网络作家群体创作的“大本营”。

作家们对我市网络文学的发展有了更为直
观的感受，大家十分惊喜。落座交谈后，充分了
解本土的网络文学发展状况。青年作家们纷纷
表示要笔耕不辍，提升作品质量，进一步扩大本
土文学作品的影响力。

“这次交流让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行，萌
发了另类的创作灵感，收获挺多。”成丽告诉记
者。

2018年9月，我市在全省市州首开先河，成
立了网络作家协会。第一次网络作家代表大会
的召开，开启了绚丽的篇章。近年来，我市网络
文学创作劲头十足，一批富有才华的网络作家
浮出水面。

在我市网络作家中，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
人，网文百强大神2人，两位作者赴鲁迅文学院
进修；在2018年橙瓜网络文学中，有2部作品入

选百强网络小说。同时，一些颇具实力的作者
也加入网络文学创作，为我市网络文学打下坚
实的基础。

市作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作协的成立，
让网络作家们有了“娘家”。协会将为全市网络
作家构筑交流学习的平台，有计划地举办网络
文学培训班、研讨会、作品推介会以及采风等活
动，扶持作家、推动创作、打造品牌，扩大影响。

“只要用心付出，总会有收获的。”经验告诉
匪我思存，写作者千万不要把读者当傻子。喜
欢文学的读者都有一定洞察力，很聪明。只要
在细节上做到真诚，尊重文学创作的本心，读者
会体察到作者的良苦用心。

“希望网络文学能成为更多人实现梦想的
途径。”匪我思存觉得文学是“圣洁的理想国”。
直言网络文学给她带来了可以“我手写我心”的
快乐。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接触网络文学：“网
络给有思想的人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希望大家
在网络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宽更远。”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
焦阳、郑梦溪报道：“我们这些
贫困户能聚在一起集体进餐讲
变化话发展，这得感谢县委办
驻村工作队员。”近日，通山县
大路乡新桥冯村贫困户方昌煌
激动地说。为了弘扬孝道，当
日，新桥冯村将60岁以上贫困
老人组织起来，为他们奉献一
场“孝心文化大餐”。

当日上午，该村文化广场
热闹不已，舞狮队、腰鼓队的表
演赢得了在场群众的阵阵掌
声。村民们坐在一起唠着家
常，欣赏着精彩节目，“孝亲洗
脚”、“捶背”、“梳头”等活动感
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在外打工
多年的村民余志刚说：“我长期
在外务工，忽视了对家里老人

的关爱。这次活动让我受到了
教育，以后我一定要常回家看
看，多陪陪父母，多尽尽孝
心。”“我虽然没有子女，但村
里一直照顾着我。今天县驻村
工作队和村里又给我们这些贫
困老人办‘孝心大餐’，我们真
是太幸福了！”60岁的黄大爷
说。

近年来，该县深入挖掘“孝
道文化”的内涵，把精准扶贫与

“孝道文化”结合起来，实行每
月一次与贫困户吃“连心饭”，
积极打造“孝道文化大餐”，使
其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振
兴的有效载体。同时还积极开
展“好儿媳”、“好公婆”等评选
活动，以此进一步推进农村家
庭美德、家风村风建设。

通山

“孝心大餐”甜心间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报
道：一个个活泼的身影，一张张
稚嫩的笑脸，一双双澄澈的眼
睛，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和迷人
的诗意。近日，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由赤壁市文联、作
协主办，赤壁市陆水湖畔文学
社、自在诗群承办，赤壁市碧水
山庄冠名赞助的首届碧水山庄
杯“和谐赤壁，美丽园林"校园诗
歌大赛颁奖典礼在市五中举
行。

本次大赛自3月15开始征

文，历时5个半月，共收到诗歌
稿件近500件。在来稿中，同学
们用稚嫩的笔触、真挚的情感，
用诗歌的语言，描写和谐的赤
壁、美丽的家园、校园，赞美辛
勤的园林人以及自己的老师、
亲人，抒写风华正茂的少年时
代和青春的梦想。

经过评委们精心评审，共
评出获奖作品共41件，其中赤
马港小学朱振宇等17人获小学
组奖项，赤壁一中雷鸣等24人
获中学组奖项。

赤壁

举办校园诗歌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周益民、
毛晓光报道：近日，由咸安区作
家协会主办的游海诗集《感谢
土地》分享会在温泉千桥大酒
店成功举办。重庆高校教授及
来自本市、区的20位作家、诗人
出席了分享会。

游海，本名徐游海，咸安区
桂花镇刘家桥村人，出生于上
世纪60年代中期，80年代开始
诗歌创作，1991年辞掉工作下
海，经商之余一直笔耕不辍，曾
在《长江文艺》《武汉晚报》《珠
海》和《青海湖》杂志等报刊发
表大量诗作。

分享会上，作家、诗人们各

抒已见，畅所欲言，畅谈感受。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游海的每
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
故事都叙述了一段人生，每一
段人生都折射了一个年代的印
记，其诗歌充满了浓浓的乡情，
朴素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语
言富有很强的张力。

游海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
得。他表示，诗作写的都是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无
论身居何处，永远都不会忘记养
育自己的土地，一生为土地歌
吟。与会的作家、诗人充满深情
地朗诵了诗集里的精彩诗篇《痛
苦的相见》《山里的女孩》。

咸安区作协

举办诗集分享会

本报讯 通讯员孙剑报
道：近日，嘉鱼县72岁高龄老作
家舒辉金主编的56万字大型图
书《我伴军旗站岗》丛书首卷精
装版，由中国团结出版社出版
发行。

舒辉金构思多年，面向全
国退役军人、部队离退休老干
部征稿，并自筹资金30多万元
作为出版费用。书中的主人公
都是全国各地的退役军人及其
子女和部队离退休老干部。该
书共收录百余名投稿者120多
篇各类生动感人的文章及相关
图片400多张，铺开军旅岁月生
龙活虎的生活画面，讲述军人
卫国护疆的红色情结。内容分

为：战斗岗位、战事亲历、战友
情深、战史回顾等12个篇章。
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是一部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共产主义
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具有很
强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舒辉金笔名书同文，生于
1947年，1964年12月服役，期
间历经战场血与火、生与死的
严峻考验。退休以来，热衷于
文学及老兵文化的发掘和创
作，传承红色基因。先后创作
发表各类作品120万字。出版
了《尘封的历史》、《只言片语赋
闲集》、《淬炼》等多部图书。为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嘉鱼县
作家协会委员。

嘉鱼

七旬老兵主编军旅丛书

9月5日，32人的太极队晨练队伍在绿茵草地上依次排开，壮观
的场面引来行人驻足。为发展太极拳这一国粹，近日，该县太极拳
剑协会举办了陈式太极培训班，由协会专业拳师担当教练，受到队
员们的热烈欢迎。 通讯员 胡绪娥 孙秋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