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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男

年逾古稀的母亲，与我们同住城里已
经10年。 她渴望回到家乡去，看看当年曾
经一起劳动、 相处了大半辈子的姊妹们，
还有令她魂牵梦绕的祖传老屋。 得到我的
应允后，母亲开心地笑了。 闪动的泪光里，
洋溢着少有的满足和激动。

回乡的路很好走，通村公路一直延伸
到村里的打谷场边。 过去5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

村里的模样早已翻天覆地， 我家老屋
旁已是“洋房”林立，俨然城里的小区。与10
年前比，村里的格局大了一倍还多，村中心
一带的明清建筑已然式微， 新式的住宅群
落沿公路两边拔地而起。稍事休息后，我便
陪同母亲开始了她那久违了的拜访。 与她
同龄的老人大都留守在那些老屋里。 他们
经年累月， 安之若素地在时光的碎片里切
换着晚年的生活，感到闲适而知足。

依然是光洁的青石板路，却不见了往
日的肮脏和杂乱。 过去农家门口堆放柴火
的地方现都栽种了花草树木。 整个村子绿
树掩映，宁静而温馨。 母亲像刘姥姥进了
大观园，既惊喜又纳闷：“烧饭的柴火现在
都归置到哪里去了？ ”一向与母亲要好的
张大婶告知：“现如今做饭都用沼气了。 ”
望着灶台上舔向茶壶底盘的蓝色火苗，母
亲恍然大悟，不禁赞声连连。

母亲过去常跟我们说：“毛主席很伟
大，解放了妇女，男女同工同酬，就是一件
事感到遗憾———没把妇女从灶膛里解放
出来。 ”也许我们会为之莞尔一笑，但千百
年来湘南农村一带依靠柴火烧水做饭却
是不争的事实。 那时一般的家里都有两个
灶台，一个做饭炒菜，一个煮潲喂猪，家庭
主妇整日里基本是上山打柴和围着灶台
转。 我记忆中的青少年时代，放学之余就
是帮着母亲打柴或者刨树兜。 门口堆放的
尽是高耸的柴垛垛，家家如此，概莫能外。
房屋里由于长年烟熏火燎总是黑漆漆的，
楼板上挂满着布条似的烟絮， 南风吹来，

掉落在饭碗里也不足为怪。 房顶上则烟雾
缭绕，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袅袅炊烟。 它
也许是文人笔下诗意的缠绵，是牧童晚归
时急切的脚步， 是游子梦境里温馨的牵
恋，但在乡村主妇的眼里却是挥之不去的
梦魇，是生态环境的无情杀伐。 因为过度
的攫取，山是光秃秃的山，水是混浊浊的
水；恶性的循环往复，造成大量的水土流
失，结果是十年九旱。

晌午时分，我陪母亲走向村口。 放眼
望去，满目青山，苍翠无边。 逼上云天的浓
绿，直接霄汉。 经千万片树叶过滤后徐徐
扑来的山风，湿润而清爽。 环村而过的溪
流经年潺湲，甘洌明澄。 村民虽然用上了
自来水，但古井依然，牵动着人们的怀旧
之情。 即将抽穗的晚稻绿波荡漾……

沿公路走20米， 便是堂弟两层楼的
“小洋房”了，城里惯称连体别墅。 自然不
见柴火垛。 一百把平方米的院子对称地栽
着四株丹桂，亭亭如盖，荫翳凉爽；屋内窗
明几净，亮堂而宽敞。 母亲走进厨房，望见
沼气灶上蹿出的蓝色火苗，再次感叹：“不
烧柴火多好啊！ ”

午饭不见大鱼大肉，饮食习惯也有了
新的讲究。 三荤七素一个汤，满满一大桌。
还有母亲爱吃的凉拌鱼腥草、 酸辣蕨菜、
野韭菜等小碟拱卫其中。 这些美味在村里
可以信手拈来，在城里却是难见的奢侈食
品了。

饭后又接连走了几户人家，彼此情意
绵绵，似有说不完的话。 我催促母亲动身
返城，她却恋恋难舍，希望我把老屋翻新
一下，日后住到村里来。 她把城里我们住
的房子称为“鸟笼”，远不如村里住得舒服
自在。 我“嗯嗯”应答，好不容易才把老人
扶上了车。

薄暮时分，车至山岗。 回望散落在连
绵起伏的山峦之中的村庄，令人惊讶的是
已不见了炊烟。 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大地，
在村子的上空闪烁着点点金光，宛如童话
世界里的梦境，不断幻化着祥和而瑰丽的
神韵……

吕高安

黑乎乎， 硬邦邦， 不带爱相， 可是， 你将它煮熟，
一刀下去， 浓香上钻， 红亮一片， 塞进嘴里， 辣酥酥，
脆生生。 这就是邵阳猪血丸子。

味美之物是怎么做成的？
猪血丸子以豆腐、 猪肉为主料， 豆腐要以湘西南自

产黄豆,�山塘水， 石膏磨制， 忌太嫩或太稠。 肉最好是
现杀土猪五花肉。 猪血渲染整体， 讲究鲜浓。 再选宝庆
朝天辣， 晒燥， 透亮， 碾碎。 农历十一月中下旬开始,�
农妇将豆腐捏碎， 越碎越好， 放猪血猪肉糅合， 掺辣椒
粉， 佐以茶油、 精盐、 生姜、 大蒜、 橘皮、 五香， 搅匀
搅匀， 团成直径15至20厘米的椭圆状， 置于草垫筛笼，
然后挂上炉炕， 柴火或茶籽壳、 油茶渣、 锯末等熏烤一
二十天， 就成了猪血丸子。

它蒸、 煮、 炒、 焖均可， 腊月正月食用最好。 此时
不管到哪家， 都有猪血丸子迎候。 或凉吃， 或单炒， 或
与腊肉、 炸豆腐炒着吃。 喝着米酒， 唠着家常， 吹着牛
皮， 划着醉拳， 猪血丸子在嘴里周旋着， 那才叫舒服。

关于猪血丸子的由来， 有说是陈元亮在宝庆府隆回
县荷香桥一带建寨称王时研制； 有说是杨排风去给杨六
郎送牢饭， 为蒙骗狱卒而制； 有说是康熙年间， 男人上
远地挑盐巴当脚夫， 为节省盘缠， 妇人三五成群合计制
成。

最靠谱的应该是， 南宋时邵阳有孤儿寡母， 为免受
欺负， 儿到武冈云山庙习武， 母疼儿， 想补其营养。 然
佛门净地， 怎可见腥？ 母亲冥思苦想， 才制出猪血丸子
送去。 方丈问为何物？ 母答曰： 水豆腐熏干也。 于是过
关。 儿吃下它， 精力大增， 武艺大进。

今邵阳九县三区， 没有一寸地不盛产猪血丸子。 它
犹如邵阳的界牌， 边邻即使有， 最多绵延几里。 红丘陵
女人将香辣咸油糅进猪血丸子时， 也将营养食欲、 将情
感糅了进去。 湘西南人家常常提着猪血丸子作礼物， 来
来往往中交流了经验， 增进了感情。 在学校， 学子拿起
它， 就感觉到娘的恩情和期望有多重。 出门打工， 男人
吃到它， 仿佛触摸到贤妻身上的味道。 游子收到它， 也
收到了越过千山万水的思念， 闻到了红丘陵土地的芳
馨。 这时， 舌尖的味蕾顷刻飙出， 胃底的馋涎泛涌起
来， 毫不犹豫地大快朵颐着， 吧啧着嘴， 瞬间， 猪血丸
子就是金银豪宅、 香车美女了。

不， 它有美味而无美色， 有营养而不炫耀， 沉甸甸
而不亮眼， 堪比山珍海味而又价廉可沽。 它从不争艳斗
妍， 典籍里罕见记载， 满汉全席里没有它， 也不太入文

人墨客的法眼。 相对火腿肠等等， 猪血
丸子太实在了。

宝古佬就像猪血丸子， 为什么邵阳
人能创造出各类奇迹， 却又那么不惊不
怍， 不显山露水； 邵阳为什么素来能人
多， 而高官显贵不太多。 透过猪血丸
子， 可以领悟些许。 女人做猪血丸子，
把男人刚性血性糅进去时， 也把自己的
魅力糅了进去。 以至于邵阳小伙找对
象， 同等条件下， 能讲邵阳方言、 能做
猪血丸子者优先。

也怪， 豆腐、 猪血、 猪肉、 辣椒、
生姜、 大蒜， 任拣一样， 都是美味。 但
是， 将它们糅在一起， 就更加美味了，
且更能随意取用， 更易存放， 更经久耐
味。 它香辣自如， 油而不腻， 把肥肉夹
在猪血丸子中， 竟能使许多怕肥者乐此
不疲。

这是“和” 的哲学， 豆制品、 猪制
品、 辣制品……谁主谁附， 谁先谁后，
彼此不争锋、 不排挤， 有规则、 有箍
劲， 你黏我、 我抱你， 你中有我、 我中
容你， 渗透凝聚、 相辅相成。

随着交通、 高速公路大发展， 猪血
丸子早已被拉到天南海北， 香飘万里，
成为邵阳的一张名片， 它告诉世人， 跟

宝古佬打交道， 没
有花腔乖张， 只有
务实厚道、 硬性爽
快。

物性天理， 天
理 人 伦 ， 莫 不 相
通， 猪血丸子亦如
是。

游宇明

单位一负责人打电话给我，约我两天后
的上午去一个文化企业商谈校企合作的事，
我答应了。 我并非课题组成员，只是跟那个
企业的老板比较熟悉，也清楚去的路线。

回家说起这事，女儿说：爸，后天我得去
上海参加博士考试。 我一拍脑袋，直骂自己
的无用。 女儿去上海，是一个月以前已经决
定的行程，她坐的火车是13点半的，家里离
火车站有段距离， 最迟必须在12点20分出
发。 女儿出发的这个时段有些尴尬，不吃中
饭吧，又到了饭点；吃中饭吧，上班的人来不
及回家做。 我当天上午上一二节课，假若在
家，这个自然不是问题，可现在因为自己的
健忘下课后有了别的行程， 事情便有点乱。
我将此事告诉女儿，女儿说没关系，但我内
心里总觉得特别愧疚。

女儿已是二十多岁的人， 从读大学起，
已在外面独立生活了8年，在韩国执教时，更

是天天自己做饭。 我在不在家，帮不帮她弄
吃的，其实都不会影响她的旅行。只是，作为
一个父亲，我依然潜意识地希望自己能在某
些方面帮助女儿，减轻她的负担，让她将更
多的精力花在学业上。 换句话说，这种亲情
不是以实际效果作为评判标准的，唯一的评
判标准是能否让我自己安心。

想起我的父母。 他们都是80来岁的人
了，然而，家里杀了鸡、炖了肉，一定会走上
两公里路，颤巍巍地给我端一碗送来；别人
给他们一点新鲜蔬菜、绿豆，也不忘分给我
一份。 我无数次埋怨他们多事。 我家经济虽
然离中产还有很长距离， 但早已超过了小
康， 根本不需要为吃穿之类的红尘琐事操
心。父母这样做，除了增加自己的体力消耗，
又有多大意义呢？ 现在想来，父母这样做也
是有理由的，那就是：我吃得好，将身体养得
壮壮的，他们才安心。

父母对孩子的爱， 不仅仅是希望其吃
好、喝好，尽量减少他们各种负载，还特别在

意孩子的安全。 女儿每次外出，我一定会叮
嘱一句：千万注意人身与财物的安全。 虽然
我知道，我不说女儿也会这么做，但总觉得
说了会更多一重保障。我父母是没读过多少
书的农民，不会说我那种书面化的话，但他
们总是用行动一次次地表示对着我的牵挂。
比如我去这座城市辖下的一个县参加活动，
回来后忘记知会他们一声， 到了晚上11点
半，他们还在问我回家没有，而平时他们晚
上8点以前就睡觉了。

有人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在农耕时
代，产生这种心态很自然。不过，一个民族发
展到今天，社会保障越来越到位，父母渴盼
得到儿女物质回报、 身体照料的越来越少。
关爱儿女，更多地是出于对一个有血肉牵连
的生命的在乎，对自己心灵的一种抚慰。 将
此种心态延及他人，便有了仁慈、悲悯和对
社会的担当。

一个人懂得了让自己安心，也就能做到
让别人放心。

说不见了炊烟

梁尔源

你的那顶乌纱矮小
总在天庭的视线之外
那支笔却抬得很高
众山小得都不能
融入你的境界

秋风吹破茅屋
让你才吐出一轮寒月
江水拽落了夕阳
那是岳州有幸
挽留了一首绝章

你用苦涩浸泡词句
孤舟中载着一个朝代的消瘦
只有洞庭的波涛
才能葬下那个
诗歌的春天

平江瞻杜甫墓 （外一首）

故乡的乳房
月亮的小手
从篱笆里伸进来
将童年从梦中拽醒
站在蝈蝈和青蛙之间
打着夜莺的口哨
屋顶便有星星落下

下垂的瓜棚
挂着故乡的乳房
露出乳牙的玉米棒子
在风的怀抱中撒娇

露珠和小草的恋情
在晨曦里分手
那支没醒的莲蓬
举着昨夜的孤独
正在低头偷听
藕腹的胎音

藏在柴垛里的翅膀
燃烧前有了颤抖
母亲刚解开山坳的帐幔
那印花布的袖口
挂破了天边的彩虹

安心

做革命老人的“亲闺女”
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光荣院院长 贺晓英

我叫贺晓英， 是张家界桑植县洪家关白族
乡光荣院院长。

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 红二方面军长
征出发地，我的爷爷就是一名老红军。 我到光荣
院已经31年了， 先后照顾了124位革命老人，为
91位老人送终。 他们都是像我爷爷一样出生入
死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八路、老战士及烈
士遗属，我心中始终只有一个情结，照顾他们就
是照顾我的亲人。 为亲人做事，我每天就有使不
完的劲。

工作中，我就认准三点：一是精心照料。 82
岁的谷伏登老人患了胃癌，说想吃枇杷，可枇杷
已过季。 我就到光荣院后山去找，找了大半天，
终于找到了树上没掉的三颗枇杷； 入朝作战伤
残军人詹进成老人得了半边风，卧床不起，我就
给他喂饭、喂药，擦洗身子，还为他接屎接尿，

1000多个日日夜夜，直到他干干净净地离去。二
是用心陪伴。 每逢老人过生日，我都要给他们做
一碗长寿面，唱一曲生日快乐歌，买一份特别的
生日礼物，人人如此；每逢传统节日，光荣院一
定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老人们走了，我也要
按照当地的风俗，安葬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三是耐心坚持。 我每天为老人们做饭、洗衣、劈
柴、搞卫生，为他们洗脸、梳头、剪指甲。 从早上6
点，忙到晚上10点，31年，天天如此。 为了让老人
们生活得更好，我每年都种6亩地、养七八头肥
猪。

回想这31年，我累，但更多的是幸福。 记得
刚到光荣院时，很多人说这份工作辛苦、低贱，
父亲鼓励我说：“这些老人和他们的家人为新中
国流血流汗，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做得好，就贵气、就高
尚”；烈属余秀英妈妈，我照顾到95岁，临终前，
掏出两块银元，对我说：“女儿啊，我这两个光洋

我一直舍不得花，给你留个念想吧。 ”每每想起，
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把老人们照顾好，这是对
家人、对革命先辈的最好回报。

今年3月， 我被评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专门来张家界
采访我。 连续3天，我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 我
5点起床，他们就4点开始准备，我工作完了，他
们还在讨论整理片子。 没想到，就我这点事迹，
中央电视台竟然报道了12分钟，取名叫《坚守平
凡》。 看到这四个字，我就在想，岗位学雷锋的真
正意义不正是如此吗？ 不论是我，还是记者，还
是在座各位，只要我们爱岗敬业、只要我们用心
坚持，人生就会有价值，就会不平凡。

作为一名党员， 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情。 回去以后，我也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为老人
们服好务、尽好孝，当好他们的“亲闺女”！

梦回故园吟留别
李紫桃青梅子红， 瓜棚豆架竹篱丛。
黑云跑马忽为雨， 稻浪逐风常舞龙。
溪口瀑飞鱼戏水， 河岸叉射孩争雄。
忽闻慈母呼归寝， 惊起怅思浸梦中。

端阳即景
鳞比满园绿， 石榴异样红。
鸟啾无觅处， 水响林丛中。
云动阴晴替， 风吹雨滴憧。
又闻飘粽味， 温润溢恩崇。

汉诗新韵

回乡感怀 （外二首）
蔡建和

小河水浅鸭凫闲， 豌豆菜花蓬路边。
草犬吠声尾远客， 稚童愣眼疑生颜。
当年杨柳尚相似， 今日乡邻已陌然。
祭祖归途逢故友， 叹嘘巨变祝平安。

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典
型发言中， 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光荣院
院长贺晓英的发言 ， 话不多 ， 声不高 ，
却让听众心头一暖 ， 精神一振 ， 让人印
象殊深 。 这篇短文， 无空话 、 套话 、 啰

嗦话 ， 是她心声的坦露 。 她31年服务革
命老人 ， 点点滴滴 ， 酸甜苦辣 ， 浓缩在
千字以内 ， 有故事 、 有情节 、 带感情 、
明义理 ， 给人感动和感召 。 为此 ， 我们
特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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