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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生

是人， 都会爱花。
不是人的蜜蜂、 蝴蝶们， 也都爱花。
花之所以可爱， 一是它有灿烂的颜色， 二是它有

悠长的香味， 三是开花后多能结下果实。
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的城里人， 虽然爱花， 但远

离泥土， 不嫌麻烦的， 便只能可怜兮兮地在阳台上摆
几个盆盆罐罐， 养几朵小花欣赏欣赏； 懒得浇灌的，
则只能买几束绢花塑料花放在客厅中卧室里过过眼瘾。

生活在湘南山区的几十万蓝山人爱花， 却是另一
番境界。 在他们眼里， 城里人眼前的几朵小花， 不过
是穷人手中的几个铜板， 唐诗中的几首绝句； 而蓝山
人眼前的花山花海， 则是宇宙中灿烂的星空， 明清文
豪撰写的长篇小说。 城里人爱花， 只懂得观赏， 显得
小里小气； 蓝山人爱花， 除观赏之外， 更注重它的经
济价值， 是大手笔， 大气概。

蓝山， 自古以来因天蓝、 山蓝、 水蓝， 所以又别
称“三蓝”。 三蓝中点缀着万亩、 百万亩五光十色的鲜
花， 那是何等壮丽的童话世界。 这童话世界， 有一半
是大自然的赐予， 有一半是蓝山人的创造。

蓝山， 蓝山， 家家户户都是开门见山。 春天来临，
杜鹃花开， 万山红遍； 中秋一过， 野菊怒放， 遍地金
黄； 严冬来临， 瑞雪飘飞， 树树银装。 这些上天的馈
赠， 虽然能饱人眼福， 但好景不长， 十天半月之后，
这些花山花海便凋谢消融得无影无踪了。 世世代代如
此， 人们叹息一阵， 无法挽留， 只好随他去吧， 好在
年年美景重现， 有的是机会任你欣赏下一波。

天赐的花草毕竟有限， 蓝山人便因地制宜， 进行
人工种植， 打造花海蓝山。 蓝山土壤肥沃， 水源丰富，
气候温和， 自古以来山下的农民就是依靠种植水稻为
生。 冬天， 他们便在万亩农田中撒上“紫云英” 草籽，
一开春， 草籽便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绿油油的叶片
间， 开满了星星点点紫红色的花朵， 整个田野就像布
满彩霞的天空， 人在田间行走， 就像腾云驾雾的神仙。
草长肥了， 农友们便将田灌满水， 然后犁田， 将紫云
英深深埋在泥水中， 任它们腐化为水稻的肥料。 夏末

秋初， 水稻杨花， 田野中弥
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不久，
沉甸甸的稻穗， 一片金黄， 在微风
中摆动， 人在田间行走， 就像在大
海的波浪中浮沉。 有幸目睹这壮观
的景色， 你的心情会爽到极点。

除了传统的粮食作物之外， 蓝山人还大
面积种植经济作物。 比如油菜、 荷莲、 黄花梨、
金银花。 近年来， 农田里很少有人种草籽了，
农友们改种油菜。 春天， 万亩农田油菜花开， 一
片嫩黄， 好像整个大地都铺上了黄金。 人在田间
观赏， 就像蜜蜂在花中采蜜一样， 心里甜蜜蜜的。
花后一两个月， 人们将油菜籽运到榨油厂， 将清亮
亮的香喷喷的菜油挑回家， 不仅每家每户全年吃油
问题得到了解决， 而且还可以销往外县外省， 赚回不
少钞票。 也有几个乡的水田， 农民不种水稻、 油菜，
而从水乡引进荷莲。 盛夏， 几千亩荷花盛开， 招来成
千上万游客观赏。 初秋， 集市上到处是卖新鲜莲子的
摊贩， 家家都买新莲炖肉， 莲子粉粉的， 进口即化， 口
感很好。 干莲子则远销外地， 能卖几十块钱一斤。 在丘
陵山坡上， 以前长满了杂树荒草， 这些年都开辟成了果
园或药材基地。 大洞、 太平几个乡的万亩黄花梨园， 二
月天， 梨花盛开， 这山那山， 一片雪白， 游人走进这冰
雪世界， 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寒冷， 他们闻到的是梨之香，
蜜之味。 几个月之后再到梨园来， 则是满树满山黄澄澄的
果实， 摘一个尝一尝， 真是透心香甜， 恨不能将整担整担
的梨子买回家慢慢品尝。 梨儿太重搬不动， 你可以买梨
干、 梨酒带回去， 那又是另一种风味的享受。

改革开放后， 蓝山人逐渐具备经济头脑， 懂得经商致
富之道。 他们将这些美景用相机拍摄下来， 登上报纸， 发
在网上， 广为宣传； 同时修好道路， 建好餐馆， 开辟旅游
景点。 近几年来， 蓝山连续举办了几届梨花节、 菜花节、
荷花节， 成千上万的远方客人慕名而来， 观赏蓝山的花山
花海。 蓝山人很慷慨， 不收门票。 他们大开门户， 目的是
吸引天下游客， 奇景共赏。 只要远方有客源源不断地到来，
就能促进消费， 捕捉商机， 搞活蓝山的经济。 你看， 集市
上、 公路旁， 到处有本地老太太兜售蓝山土特产， 吃的东西
不用说了， 就拿野菊花、 野金银花来说， 都是她们上山一
朵一朵采摘加工而成的干品。 这些干品药用价值高， 比药
店里卖的新鲜干净， 而且价格便宜。 许多游客都大包小包
满载而归。

城里人爱花， 只爱花的外表； 蓝山人爱花， 更爱它的
价值。 正因为他们爱得实在、 爱得深切， 所以他们才有那
样的气魄创造花山花海， 把蓝山装扮得比天堂还要艳丽。

黄孝纪

鼎罐，旧日南方乡村烧水煮饭器也，亦吾之
小名。

自儿时起，家中即有一小鼎罐，底呈锥形，
鼓腹，口圆，上置小盖，两侧有耳，穿铁丝以为提
手，俱为铁质，通体黝黑。

每日三餐，置鼎罐于敞口土灶之上，淘米加
水其中，盖之。灶里柴干火烈，不多时，鼎罐水沸，
咕咕有声。 少顷，有白色米汤伴热气自小盖四周
窜出，芳香弥屋。及用餐，白饭松软，锅巴金黄，殊
可口也。

尝记年少时，家中清苦。 四五月间，稻未黄，
而上年谷物已罄， 累日以干菜土豆果腹。 久之，
思鼎罐饭。一日，放学归，揭鼎罐小盖，赫然见米，
欣喜疾呼：“鼎罐有米咯！ ”恨不能昭告天下。

及长，离乡求学，又谋生城邑，不见鼎罐久
矣。 偶回故园，即邀母煮鼎罐饭。

岁月如流，双亲辞世，旧宅拆迁，昔日鼎罐
不知所终。

于今，中年再泊外乡，口味殊异。 辗转饭馆
食铺，常怀鼎罐之想。

诗云：“鼎罐虽言杳，长怀米饭香。 凭栏眺远
道，红叶舞西窗。 ”

撰罢小文，心戚戚焉。

文静然

我想为你煮一盏茶。 看我手如柔
荑，目如秋水；看我焚香敬花，清心洗
尘。你还未来，茶还未好。就这样，风炉
小鼎，独与茶坐，守一怀静雅，盈一眸
恬淡，稚子之美，宛如初时；就这样，清
风明月，我与茶说，存草木心性，含山
水情怀，佳人之韵，恍若天然；你来，我
等你。你不来，一人独饮也成趣。“流华
净肌骨，疏瀹涤心源。 ”就这样，等着等
着，直到看朱成碧……

我想为你煮一盏茶。 看我心素如
简，人淡如菊；看我抽眉推泡，转碗摇
香。你就要来，茶就要好。就这样，你从
来处来，只为了这一盏茶。 茶本无言，
品者有语。 你说，或淡或雅，简约就好，
简为其德，约为其道；我说，或浓或醇，
奢华为妙，奢在山水，华在文章。 你说，
茶风情，茶中自有名士风流，文人七件
宝———琴棋书画诗酒茶； 我说， 茶性
情，茶亦附世入俗，开门七件事———柴
米油盐酱醋茶。 你说，茶是女性的，“从

来佳茗似佳人”； 我说，
茶是雄性的，“茶里乾坤
大，壶中日月长”。 就这
样，说着说着，我们说到
生命的本真———茶有浮
浮沉沉，人有起起落落，
天地无非驿站， 人生就
是旅行。

我想为你煮一盏
茶。 看我精行俭德，随圆
就方；看我祥龙行雨，甘
霖普降。 你刚来， 茶刚
好。 就这样，我们守着一
窗清辉和窗外的绿藓苍
苔， 微风卷起我额前的
发和你手中的书， 茶里
人生，书里岁月。 茶道书
道， 人情义理， 情理相
通； 茶缘书缘， 禅心素
语， 心语交融； 茶香书
香， 仙风道骨， 风骨天
成。 在记忆之中，在等待
之外 。 就这样，我们翻
着有用或无用的书，喝
着无味而至味的茶。 一
盘一碟一食一饮一天很
短， 一春一秋一来一去
一年很短， 一颦一叹一

顾一盼一生很
短。 任岁月呼
啸 而 珍 重 在
心！ 就这样，清

欢渐近， 浅笑依然，走
了岁月，换了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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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你欠一壶醉卧花丛的青梅酒
夏天，你欠一场说来就来的及时雨
秋天，你欠一支对影成仨的月光曲
冬天，你欠一对傻傻愣愣的小雪人

你还欠母亲一夕婴儿般的陪伴
欠孩子一次兄弟般的谈心
欠故乡一回荷锄夜归的料理
欠山川大地一趟低眉顺眼的叩访
欠日月星辰一份空杯以待的谦恭

当然，你欠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这许许多多的欠条
将把你和这个世界
紧紧地捆在一起

你债台高筑
须每天以汲汲偿还之心
做光明美好之事

汉诗新韵

一叠欠条

志中

“起屋” 是湖南益阳方言， 农村建筑新房子的意
思。 1961年， 我们家在沅江县新华公社一个叫三码头
的地方， 首次起了一间一摸梢的茅草屋。 此后， 母亲
带着我们四兄妹， 在这个屋子里相依为命， 度过了十
余个春夏秋冬。 我这辈子因工作、 生活的需要， 在长
沙、 海口、 广州都买新房居住过， 但我童年时在农村
亲历起屋的全过程， 至今最难以忘怀。

大跃进时期， 响应政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的
号召， 农民把自己家的房子拆了， 几十户、 上百户人
家拼凑在一起， 合住在一栋长条形大筒子茅草屋里，
以大队为单位， 在一个大食堂里吃饭， 统一劳动。

父亲大学毕业后， 分配在省委党校马列主义教研
室任教员， 母亲带我住在党校分配的一间平房里。 我
们住的房子就在岳麓山脚下， 趴在窗台上， 经常可以
看到野狼、 野狗、 黄鼠狼、 野兔等动物在林子里跑来
跑去。

1957年， 父亲下放到沅江县泗湖山搞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 母亲临近生大弟弟， 在长沙举目无亲， 只好
跟着一起下乡。 半年后， 父亲被重新安排到常德市一
中任教。 那个时期， 常德和益阳同属一个专署。 我们
母子三人便留在了沅江泗湖山。 半年后， 我们从泗湖
山迁徙到外公、 舅舅所在的新华公社均和大队。 由于
母亲会缝纫， 安排在副业队的缝纫组， 做一些红旗、
彩旗、 幕布等缝纫活。 我们住在大队渔场的一间房子
里， 吃人民公社食堂。

一年后， 食堂解散了， 成片的大筒子屋也拆了，
农民纷纷单独起屋了。 不久， 公社书记要调走了， 他
们要拆掉渔场中间的两间房子， 把木料、 门、 窗带
走， 到异乡去起屋， 我们的生存又面临问题了。

一天， 母亲把大伯、 二伯、 大舅、 二舅请来， 商
量我们家起屋的事情， 他们到湖边、 沟边和大河边绕
了好几个圈子， 最后选址在大河边的三码头渡口附
近， 排灌机埠出水口与堆放防汛器材的木屋中间的一
块空隙地方。 几天后， 爷爷来了， 帮我们挑土筑起屋

的地基。 因我们的屋要起在堤外大河边上， 要求地基
要筑得很高， 以免汛期涨洪水时不被淹。 爷爷一个人
自己挖土自己挑土筑地基干了半个多月。

在一个天还未亮的早晨， 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
醒， 说： “孩子快起来， 挑着这些菜跟舅妈到三码头
去， 今天我们起屋， 要勤快点。” 舅妈左手提着一盏马
灯， 右手扛一个大包袱， 在前面带路， 我挑着菜， 高
一脚低一脚的紧跟着， 到达起屋的地方时， 我傻眼
了， 舅舅、 舅妈， 伯伯、 伯母， 还有堂哥、 堂姐， 表
哥、 表姐等足足有二十多人， 在两堆篝火旁， 正干得
热火朝天呢。 母亲告诉我， 上次伯伯和舅舅来， 就定
好了起屋的日子， 约好在鸡叫三遍时， 各自从自家出
发， 走七八里地赶到三码头。 爷爷拎着马灯， 看守着
那些起屋用的材料， 他是在工地上过夜的。

太阳升起的时候， 又来了三四十个劳动力帮忙，
他们都是大队的社员。 依当地习俗， 谁家起屋、 婚、
丧等重大事情， 生产队所属的每户人家都会派一个劳
动力去帮忙一天。 来帮忙的不少人都带了一些礼品

来， 抱着鸡的， 拎着鸭的， 捧着蛋的， 提着
蔬菜的， 扛着柴草的， 场面十分壮观， 也很

感人。 姨妈告诉我， 这都是你妈平
时出了人情， 他们除了帮忙还兼着

还礼呢。 母亲赤着脚， 系
着一条深蓝色的腰围巾，

扎着一块蛋黄色
的头巾 ， 热情接
待着他们。

带队的生

产队长跟母亲寒暄几句后， 开始分工了， 一半人留下
来帮二伯父搭建屋架子， 二伯父是木匠， 起屋在行；
一半人随他去渔场拆我们住的那间房屋。 午饭前， 拆
屋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 他们扛着、 抬着、 挑着拆下
来的木料、 门窗、 床和桌子、 椅子、 被子等东西。 母
亲说， 我们今晚要住在这里了。 母亲让我点燃了一挂
鞭炮， 二伯父他们随着鞭炮声， 吆喝着上屋梁了。 上
好屋梁后， 开始吃中饭。 午饭非常丰盛， 有红烧肉、
鸡、 鸭、 鱼， 还有煎蛋、 米豆腐什么的， 因为不够碗
筷， 吃饭是分批进行的。

整个起屋的程序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有竖屋架、
屋梁的； 有专门在屋顶上盖稻草的； 有用苇秆扎墙、
扎间壁的； 有安门安窗的； 有搅拌墙泥、 在墙上抹泥
的； 还有在灶房给我们垒灶台的； 架床铺的……几十
上百号人， 每个人都在忙活着， 没有一个闲人。 那份
虔诚， 那份努力， 那份责任心， 无私地流露在他们的
脸庞上。 我的主要工作是和姨妈一组， 负责编
做墙壁用的芦苇秆。 这是一份相对轻松但也很
累的活， 姨妈抱来一捆已经处理好
的3米来长的芦苇秆子， 用稻草扎在
杆头， 我用钩把子钩住芦苇头， 使
芦苇秆旋转， 姨妈顺势把稻草缠绕
在芦苇秆上， 仅二三分钟，
一根芦苇秆便变成一根芦苇
柱子了 。 把芦苇柱
子紧紧地排列在屋
架子中间 ， 然后两
边抹上掺有石灰 、

牛粪、 稻壳的泥巴， 就变成墙和间壁了。 过后， 我的
手酸得过后几天都端不稳吃饭的碗。

天黑的时候， 我们的一间一摸捎的茅草屋大功告
成了。 帮忙的社员和舅舅、 伯伯等人， 伴着昏暗的马
灯吃完晚饭后， 先后离去了。 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
爷爷总是天亮时就来， 天黑了才回去， 帮我们做扫尾
工作。 平整屋前的晒谷坪， 在屋后筑篱笆围一大块菜
地， 在屋的周围堆起一个阶梯， 开一条排水槽等等，
都是爷爷事后做的。

住新屋的第一个晚上， 我十分兴奋， 忘记了所有
的疲劳。 躺在床上， 凝视着墙柱上的马灯放射出来的
点点灯光， 倾听着屋后树林里白鹭和猫头鹰的啼叫
声， 大河里轮船的汽笛声， 浪花在河岸边的撞击拍打
声， 吸吮着新抹在墙上， 散发着牛粪味、 谷壳味、 石
灰味的泥土芳香； 我思想着， 等我长大后， 一定要再
起一个像供销社那样的新屋给母亲住， 因为供销社的
屋顶是盖瓦的， 墙是用竹板编制的， 竹板上抹的全是
石灰， 平平的， 白白的， 可好看啦………

1972年， 母亲落实政策， 带着弟弟、 妹妹进城去
了， 我当时已满18岁， 遗留在农村成了一名知识青
年。 不久我也走了， 把住了十多年的小茅屋捐给了生
产队………

大学毕业后， 我分配在省城省直机关工作。 一次
出差到沅江， 专程去了一趟三码头。 原来的煤气机排
灌机埠已经废弃了， 被电力排灌站取代； 渡口码头还
在， 我家的小茅屋早已拆了； 爷爷当年为我们挑的屋
基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村里健在的几位老人谈起那
次我们家起屋的事， 都竖起大拇指夸我母亲能干。 他
们都说， 在那个年代， 要一夜之间把一间屋变成三间
而且独立的新屋， 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我母亲做成
了。

母亲在起屋的过程中， 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倾
注了多少智慧， 克服了多少困难， 一直是我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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