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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碧清秀的湘江， 把两岸瑰丽的景

色映现在波平如镜的江面上， 宁乡炭子

冲花明楼刘少奇故居与长沙县天华山王

家塘屋场都因共和国主席的回乡调查而

熠熠生辉。

1961

年

4

月中旬， 为三年自然灾害困

扰的中国农村让少奇同志心急如焚。 他

在故乡炭子冲花明楼走访乡亲， 调查研

究一段时间后， 立马轻车简从地赶往当

时全省的先进典型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

大队 （今青山铺镇天华村 ）。 他一路叮

嘱随行的同志要放下架子， 与广大社员

同甘共苦 ， 尽量不要惊动当地党政干

部， 一律不许陪同， 一竹竿插到底， 直

接到生产队社员中间访民情 ， 听民意 ，

探民心。 这是少奇同志一贯实事求是作

风的再现。

王家塘屋场坐落在长沙县秀美的天

华山下， 三间老屋， 土墙青瓦， 风貌如

常。 今天， 在绿树掩映的新楼群中， 显

得陈旧而古老。 天华人珍爱小屋里的一

切， 眷恋着这滚过历史烟云的屋场。

那天， 少奇同志头戴蓝布帽， 身着

蓝平板棉大衣， 穿一双套鞋， 踏着泥泞

小路， 住进了王家塘屋场的一间简陋的

小房 。 当时有人曾建议是否检修一下 ，

少奇同志说：“社员们不都是住这样的房

子？ 有的比这还差。 人家住得， 我住不

得？”

从此，小屋里煤油灯深夜还发着光。

就在这老屋里，石头砌的火塘边，门前的

小坪上， 少奇同志一次又一次地与社员

们拉家常，问生计，亲切交谈……

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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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施家

冲食堂的司务长李正球， 和彭一英、 彭

德三等

7

位社员代表 ， 被少奇同志接去

开座谈会。 他肚里在打鼓： 今天我可是

要去见国家主席呀 ， 瞧我这身粗布大

褂， 赤脚草鞋地走进去， 行吗？ 正在他

犹豫不决的时候， 少奇同志却快步来到

大门外迎接他们， 笑容可掬地把大家请

进屋里。

少奇同志乐呵呵地为大家端茶递

烟。 大家围坐在小屋的八仙桌旁， 听着

少奇同志那平缓而抑扬顿挫的宁乡口

音： “只怪我们没下来了解情况， 害得

同志们受了苦。 今天接大家来， 就是听

你们的意见 。”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 ， 见

大家都沉默不语 ， 便语亲意切地说 ：

“我们先交代三条 ： 一是不抓辫子 ， 二

是不打棍子， 三是不戴帽子。 （这就是

后来常被提到的 ‘三不 ’ 主义 。） 大家

讲心里话， 好啵？”

小屋的气氛一下轻松许多， 但在领

袖面前 ， 大家多少还是有些拘谨 。 这

时， 少奇同志点李正球的将

了， 风趣地说： “你是食堂

的小司务长， 管柴米油盐的，

公共食堂办好 ，

还是不办好呢 ？”

他开门见山 ， 直

奔当时全国人民

关心的话题 。 这

可是关系到 “三

面红旗” 的大是大非问题， 谁敢轻易直

谏呢？ 小屋又有了片刻的沉寂。 少奇同

志沉思片刻后， 慈祥的目光落在小李身

上说： “社员天天都盯着你， 时时盼着

钵满盆满。 你最了解情况， 我要好好听

你的意见啰！”

小李见德高望重的国家主席如此恳

切地要听他这个毛头小伙子的意见， 心

怀感激与信任， 索性竹筒倒豆子， 把心

里话全倒了出来： “一个劳动力一餐才

三两小秤的米， 妇女小孩、 老弱病残就

更莫谈了 。 菜用清水煮 ， 半年不见油

荤， 就吃就饿， 谁还受得了？ 好多人得

了水肿病， 全是 ‘五风’ 造的孽， 食堂

还是散了好！”

少奇同志听得仔细， 记得详细， 高

兴地点头称赞说： “好哇， 就是要讲真

话！ 只有了解真实情况， 明了是非， 才

能办好事情。”

小屋仿佛暖和了许多， 一石激起千

层浪， 大家敞开心扉， 坦诚直言。 少奇

同志静静地倾听每位代表的发言， 一连

记了几大页。 在热烈的气氛里， 少奇同

志将和蔼的目光落在彭一英身上， 轻缓

地说：“你叫彭一英， 爱人在长沙民生床

单厂， 妹子在福临铺机械厂， 细崽在影

珠中学读初中 ， 你在生产队喂牛 ， 是

吗？”

彭一英一听， 又惊又喜， 主席日理

万机 ， 还这么熟悉一个普通社员家庭 ，

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是少数服从

多数！”

少奇同志兴奋地扬起手， 神情庄重

地说： “总算表了态， 你们妇女这票很

重要！” 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座谈会从下午一直开到黄昏， 少奇

同志神情专注， 一刻也不曾懈怠。 他专

心致志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 语重心长

地说： “我们要立碑明示， 告诫我们的

子 孙 ， 今 后 ， 任 何 人 不 准 再 刮 ‘五

风 ’！” 人们从主席严肃凝重的神情里 ，

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 备受鼓舞。

就在少奇同志离开王家塘一个月

后， 传来了党中央决定解散公共食堂的

喜讯 。 之后 ， 神州复苏处处春 。 那天 ，

少奇同志在王家塘屋场小屋里说的话 ，

句句兑了现 ， 那是共和国主席向天华

人， 向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半个世纪过去了， 天华人至今还记

得王家塘屋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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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日夜不熄的灯火 ，

记得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

绵延好长一段时间的阴雨天气， 让我的身体不经意间仿佛

一下子变得羸弱起来。

以往个多小时的行程， 我耗了双倍的时间， 在捱近天黑之

际敲响了家门。 母亲打开房门， 眼睛里闪烁着温暖与慈爱。 而

看到了我气喘不平的样子， 她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满含

焦急， 嘴里絮叨着： “让你多穿衣， 注意别感冒了， 硬是不听

哩， 看见你这样子我就心里面愁死了。” 面对母亲的念叨和紧锁

的眉头， 我无言以对。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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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人了， 但年龄再大的儿子，

在母亲眼里面恐怕也是少不更事的黄口小儿。

父亲的一个老同事谭伯恰在我家闲坐， 他打断母亲朝我的

念叨， 微笑着对我说： “伢呀，

80

岁也要有个娘就好。” 谭伯接

着说起一件事情。 他的老父亲去世时， 他要陪父亲最后一夜，

让兄弟姐妹们都去休息。 那是寒冷的冬夜， 他傍着一堆炉火守

护着老父亲的在天之灵， 凌晨

3

点多了， 他年逾八旬的老母亲颤

巍巍地来到他的身边， 抚摸着他的头， 用苍老而嘶哑的声音问

道： “你冷不冷啊？” 那一刻，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两年之后，

老母亲辞世， 还是他一个人默默地陪护最后一夜， 可再也没有

那个佝偻的背影在眼前出现了， 再也没有那关切的问候在耳边

温暖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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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也不能没有娘！ 谭伯的话让我不禁感慨深深。

母爱， 唯有我们用心一点一点地去咀嚼， 去体味， 才能品咂出

那份深蕴其中的温暖与幸福。

我对一位老作家写回忆母亲的文章的结尾至今记忆犹新 ，

当母亲不在了， 他写道： “从此， 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记得读

到这一句时， 我的心底猛然一阵战栗。 戛然而止的结束语， 像

訇然一声裂断的琴弦， 母爱成为人生的绝唱。 没娘的孩子， 像

飘荡的浮萍， 将漂向何处； 像断线的风筝， 又缥缈在谁的守望

里呢？

因为生活的劳累， 我的母亲体质孱弱， 偶感风寒， 即易复

发气管炎和哮喘的老毛病， 夜难成眠， 但老人家总是表现出达

观， 将自己遭受的折磨深深地掩藏着， 不愿意在我面前轻易流

露。 而当她看到我身体不好时， 却又倍觉焦急。 我却对于母亲

的唠叨不仅不以为然， 有时候甚至于反感。 听得厌了， 干脆避

开一边去， 或极不耐烦的冲她嚷上一句， 每每其时， 母亲便立

即打住， 自顾自的长长地叹息一声。 当然母亲是不会计较我这

种态度的。 我相信每个母亲都是这样。 在儿子的任性面前， 母

亲总是健忘的。

我当然已非那不谙世事的懵懂顽童。 但之于母亲， 我却又

是那般率性。 许是真如谭伯所言了， 有娘真好，

在娘面前， 儿子仿佛就是那个怎么也长不大的

孩童， 固执、 任性、 透明， 甚至顽劣。

现在， 我惟有躲闪着， 不敢直视母亲那两

道疼痛的目光。 母亲来到我身边， 抬起手来摸

摸我的额头， 试试我是否发烧。 就是这个简单

的动作， 伴随着我一路的成长， 让我如此熟悉。

记得有过那样的时候， 我会很不耐烦地挡开母

亲的手， 而且嘴里还嘟囔着： “不烧呢， 烧我

自己还不晓得啊！” 这时， 母亲便会不言不语地

缩回手去。 而今回想着， 我肯定刺伤了母亲的

心啊， 只不过， 我根本就不曾去捕捉母亲眼中

一闪而过的失落， 或者伤感。

母亲赶紧为我张罗起来， 去厨房里熬制一

杯祛寒的姜糖水。 安安静静地看着母亲忙碌着，

我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

夜色在窗外浓浓地铺张开来， 房间里的灯

光柔和中弥漫着温暖。

《

盼

》

获奖之后

□

甘苦

我有一位在文化局工作的朋友， 叫老刘， 是位摄影家。 不久

前， 在全国摄影作品展中， 他的作品 《盼》 拿了大奖。 我前去祝

贺。 老刘说， 获奖纯属偶然。

老刘给我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是去年春天， 老刘背着照相机去连云山采风。 在一个古老

的山村， 他看到了一道绝妙的风景： 一个孩童右手扶着一株参天

古松， 天真无邪的明眸遥望着远方， 远方是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

小径， 从村头一直延伸到大山的外边。 老刘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

门。

采风归来后， 老刘得知北京将要举办摄影作品展， 便抱很大

的信心， 将那幅照片取名为 《盼》， 用挂号邮去。 真是天遂人愿，

老刘的作品获得了此次摄影展的唯一金奖， 有评论认为这是关注

失学儿童的一幅力作。

就在老刘获知作品获奖， 并准备第二天动身进京的那天晚

上， 他突然接到一个十分陌生、 十分遥远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的

是一个低沉浑厚并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男中音： “请问 《盼》 是

您拍摄的吗？”

老刘回答： “是的。 您是……”

“啊， 是这样的……” 男中音有些惊喜。 “照片中的男孩很

像我家前几年被人贩子拐走的儿子。 那时， 他才一岁多， 在我们

去他外婆家赶庙会时丢失了。 为了寻找儿子， 我和妻子变卖了家

产， 苦苦寻找了

5

年。 苍天不负苦心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中

央美术学院就读的一个亲友告诉我， 在中国美术馆参展的一幅照

片中的孩子很像我的儿子。 于是……” 那男中音哽咽着， 说不下

去了。

老刘说： “请问， 您的儿子有什么特征吗？”

“有！ 有！” 男中音清了清嗓子说。 “我儿子眉头有颗绿豆

大的痣， 右手手腕上有两处刀痕， 那是他小时玩妈妈的剪刀割

的。”

“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您的儿子了！” 老刘对着话筒说。

“太感谢您了！ 太感激您了！ 请您快告诉我， 我儿子在哪

里？” 男中音急切地问。

老刘告诉我， 在他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 手捧闪亮的奖杯

时， 那位男中音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帮助下， 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

宝贝儿子。

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幅 《盼》， 眼里潮乎乎的……

那山 那水 那石

□

刘九钢

我执意要了叶扁舟，游荡在水天之间。

忽然下起了雨，骤雨擂得篷顶山响，淅淅沥沥

后便是悠悠橹声。

撑船人抖了抖蓑衣，快过溪口了！

我不顾春的寒意，慌忙撩开雨帘，山色空濛，冥

冥中有只小筏子在水道上晃了晃便无影无踪……

溪口，位于涟水中游双峰县杏子境内。今天横

锁涟水的水府庙水库大坝就建在溪口村雪花滩

上， 这个湘中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正灌溉着下游

百万亩农田。 丰厚的历史人文、丰盛的自然资源，

又使它晋升为省

AA

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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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那个秋天，也是这船这水这艄公？

———十来岁的我与祖父母返归故里。

从县城蓝田至棋梓桥， 列车上就落下祖孙三

人。 直穿候车室后门便到了船码头———几块片石

胡乱垒，在秋阳映照下如翡翠，绿了一湖碧波。 老

祖父说，箱里有方砚池，正是这石头，叫祖母绿。

当船在青山顶上行时， 闻橹声才知自己确在

行走，船身在摇摆中倾斜，祖母说，溪口铺到了。

哪有什么溪，哪有什么铺？ 满湖幽碧，满崖花

香！ 茫然中祖父敲了敲船帮，下面就是！ 因盛产一

种远古化石，史称溪石，那方砚，就是这水下的绿

石头做的，叫溪砚，祖父说。

原来，当年的溪口古镇有百来号商铺，码头渔

舟还有萋萋古道，把个小镇装点得通衢四方。尤其

是 “玉生堂 ”、“吉庆 ”砚庄等百年老字号 ，名扬天

下，商贾官宦，文人墨客或船或马光顾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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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大坝，整个古镇全淹了，祖父喃喃陷入深思。

那天祖父讲了很多，宋瓷、明碗、曾国藩……

在船上、船下，在那青山的尖尖上。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去年端阳， 我再次去了溪口， 陪中央电视台

《走遍中国》栏目摄制组去的，因溪口几位汉子瞄

准了那满山的石头， 敢为人先创办了 “国藩溪砚

厂”。 古老的湖湘文化名品终得以传承发扬。

来到位于大坝左侧库湾的砚厂。 乡先生———

原中央美术学院著名教授，被誉为“东方梵高”的

罗尔纯题写的厂名，矗立在厂门上。 门前，端坐着

高

1.5

米、宽

1

米的巨型溪砚，沉稳、厚重、古朴、盛

满了历史和文化。

陈列馆里， 另一乡先生———广州美术学院著

名教授、国画家谢伦和的“国藩赏砚图”高悬中堂，

四周形色各异的砚品，或方或圆，或扁或正，砚海

中写满了神话传说，山水花鸟，尽显汉唐遗韵，湖

湘风采。

登上凌云顶峰，群山起伏。 天宇下，高速公路

擦湖而过，湖面迂回宽阔，明洁如镜，镜泊中浮隐

着翠绿小屿，幢幢楼影，给人一种幽深莫测的神秘

感。谁曾想到，这方圆百十里的土地却诞生了一代

名将蒋琬，大文豪冯子振、学者政治家曾国藩、辛

亥革命先驱禹之谟、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还有

抗日名将、号称“鹰犬将军”的宋希濂，这里曾经有

过多少热血奔涌、浩气充溢的岁月啊！

血红的夕阳开始落山了， 天空纯金般烁亮起

来，湖水一片混沌金黄，金黄中有龙舟归去，有苍

鹭归林。我，正和远方的客人在夜航船上捕捉那远

近忽显的渔光。

此时，在湖的中心，从湖底的深处，隐隐传来

啄石声———是祖母绿，双峰绿。

香味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种

嗅觉。 而对于我， 香味是一种最

直接的感觉。

一

第一次对香味的感觉， 是儿

时母亲身上的奶香。 在妈妈的怀

抱里 ， 这种香味让我得到满足 、

得到惬意、 得到安全。

记得妈妈说过， 我小时候特

别认生， 除了妈妈以外， 谁抱我

我都会哭个不停。 那哭声非常洪

亮， 那小脸蛋儿会涨得通红。 而

只有妈妈的奶香才会让我停下哭

闹， 让我安静。 我会在这种香味

中安然入睡。

二

第二次对香味的感觉， 是高

考前妈妈身上散发的 “混合味”，

香味、 汗味、 油烟味一齐弥漫在

我的周围。

那是立夏时节 ， 大热天的 ，

为了有足够的营养让我对付高

考， 妈妈每天不仅要上班， 还要

变换花样做好吃的填满我的肠

胃。 因此， 妈妈总是累得满身大

汗地 “浸泡” 在油烟味中。

妈妈身上的 “混合味 ” ， 让

我那焦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可

短短的时间内妈妈却老了不少 ，

鬓角上也长出了几根明显的白头

发。

三

第三次对香味的感觉， 是工

作后的第一次回家探亲。 洗完澡

后的我依偎在妈妈身旁， 妈妈身

上还是以往的淡淡的肥皂香味。

现在， 我都很久没有碰过老

式的那种洗浴肥皂了， 我喜欢用

香薰。 尽管人们说， 那是金钱的

享受， 是奢侈的迷惑， 可我很喜

欢 ， 甚至觉得这就是自己的追

求。

可是， 当我再次闻到妈妈身

上熟悉的肥皂香味， 立刻明白自

己一直想要的就是和妈妈那样平

平淡淡、 真真实实、 安安稳稳的

生活， 那些香水所营造出来的虚

幻世界只是放在橱窗里的 “钻

石”， 看一看就够了……

妈妈的香味伴着我长大， 伴

着我成熟。

春光里

□

罗桐木

风儿

为我的心头捎来了嫩绿

此时， 我满怀欣喜

蜜蜂已经在满世界诉说着我们对春天的

赞美

春光中

任何不加掩饰的笑容

都是那么明媚

孕育的过程， 无比真实

每一朵桃花都绽放得灿烂赤诚

甜蜜

是永恒的理想

无需耿耿于去冬的寒风

当它们摘光了我最后一片树叶时

我也从未轻言放弃

亲人哦

在这样温暖的时刻

我总是时时怀念起

那些和你们相依为命的日子

从

花

明

楼

到

王

家

塘

□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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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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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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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

新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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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健婷

有娘真好

□

谢枚琼

刘少奇在回乡调查中。

刘少奇

1961

年在天华村蹲点时住

了

18

天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