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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我的老家溆浦， 自古重茶酒二事。 乡间的堂
屋，不叫客厅或起居室，喊作茶堂屋。 吃饭、待客、
小憩，冬天烤火、熏腊肉，都在茶堂屋。 坐在这间屋
子，自然是要喝茶的。 有客登门，一面喊坐，一面倒
茶。 人随贫富，或由丰俭，有茶无茶并不要紧，新鲜
井水也要舀来献上。

倘若说茶是居家日常，酒则是关乎大事的。 任
何宴事，都说是做酒。 生日做酒，结婚做酒；红事做
酒，白事也做酒。 人问:“你明年大寿，做酒吗？ ”答
曰：“做酒做酒，请你吃酒啊！ ”哪怕乡下打赌，也常
会说：“我要是输了，请你吃酒！ ”

溆浦善饮者多，或许同出产有关。 那方山水盛
产水稻，亦出红薯、包谷、高粱、荞麦等五谷杂粮，
还产甘蔗，山里更生长各色杂果，都是可以拿来酿
酒的。 乡间多有能人，善酿各种各样的酒。 自小记
得有种“阿板籽酒”，很受男子汉们喜爱。 一种荆
藤，开大朵大朵白花，叫作打烂碗花。 说的是人若
摘了这种花，吃饭易打烂饭碗。 小孩子不信，偏要
去摘这种花。 碗未见得打烂，倒是先把手刺伤了。
碰巧那天吃饭就打烂碗了， 娘便用筷子敲孩子的
脑袋，说：“又到山上疯去了！ ”孩子惊疑娘的神算，
心想：“娘哪里就知道我摘了打烂碗花呢？ ”这种荆
藤结的果子叫“阿板籽”， 就是书上说的金樱子。
“阿板籽酒”醇香，且有回甘，男人劳作一天，喝上
几杯很松筋骨。 不过，“阿板籽酒”是很珍贵的，节
俭而又重礼的人家，定要藏着招待客人。

男人们平日常喝的是甘蔗酒。 溆水两岸开阔
的沙地，从夏到冬都长满了甘蔗。 小孩子都喜欢在
甘蔗地里玩，想象那里是烽烟四起的青纱帐，还可
以躲在里面偷甘蔗吃。 初冬开始，甘蔗地每隔三五
里，便有一处糖坊。 十几根杉木搭起三角尖顶的架
子， 盖上稻草便是糖坊了。 甘蔗糖熬完就拆掉糖
坊，来年再去搭建。 我们队上的糖坊却是瓦屋，很
是让人羡慕。 那糖坊只有冬天派上用场，平时都是
闲着的。 男孩子打仗，女孩子踢房子，都喜欢去糖
坊。 扯猪草的孩子，背篓往糖坊一放，就只顾着玩
去了。 眼看着时候晚了，才匆匆忙忙钻进棉花地或
柑橘园去扯猪草。 遍地都是可作猪草的野菜野草，
可小孩子们总是很难扯满一背篓的猪草， 于是在
进屋前放下背篓， 将只有大半篓的猪草扒得松松
的垒起来。 娘接过背篓，忍不住笑骂：“你这猪草是
弹匠师傅弹过的啊！ ”那时候，乡间常可看见弹棉
花的弹匠师傅，肩上扛着长长的弓。

熬糖的季节，小男孩放了学就往糖坊跑。 拿一
节甘蔗藏在衣袖里，趁熬糖师傅背过身去，飞快地
把甘蔗往糖锅里一伸。 听得师傅一声大吼，偷糖的
男孩已跑出三丈远。 男孩举着甘蔗在寒风里飞奔，
糖汁很快就结成脆脆的壳。 这是甘蔗糖的一种浪
漫吃法，叫吃糖竿杵。

甘蔗渣堆得高高的，男孩们在上面玩打仗。 我
那会儿最爱学《英雄儿女》里的王成，蹲在用甘蔗
渣垒成的战壕里高喊：“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为了
胜利，向我开炮！ ”最后，拿起一根长长的甘蔗当爆
破筒，做一个慷慨赴死的王成造型，从一丈多高甘
蔗渣堆上往下跳。 每次跳下去，都感觉自己跟敌人
同归于尽了。

甘蔗糖还没熬完，就开始蒸甘蔗酒。 堆放些时
日的甘蔗渣开始发酵，成了蒸酒的材料。 高大的木
蒸桶日夜冒着白气，酒香和糖香飘去好远，村里的
人都闻得见。 这时候，学校放了寒假，男孩子们天
天守在糖坊。热气腾腾的糖坊比家里暖和。 小男孩
们时刻都像偷儿，想着偷糖吃，偷甘蔗吃，偷甘蔗
酒喝。 蒸酒的师傅看出我们的心思，用酒提子舀出
酒来，笑道：“来啊，醉得你摸门不着！ ”小孩子们一

哄而散，就像晒谷坪边被赶飞
的小鸡， 想再回去偷谷子吃，

又害怕主人手里

的竹竿。 过一会儿，孩子们又围到蒸酒师傅跟前去
了。

蒸完最后一锅甘蔗酒，雪就下来了，过年也近
了。酒是队上的，谁家想要就打几斤。 甘蔗酒不贵，
家家都吃得起。 过年有几斤甘蔗酒，年夜饭就更显
热闹团圆。 男人们的甘蔗酒喝得脸红了，来年的好
日子就全拥到眼前来了。“明年要新添两封屋！ 明
年儿子要把媳妇收了！ ”平日男人喝了酒吹牛，婆
娘会讲他喝了“马尿”话就大了，吃年饭时婆娘会
笑眯眯地任他讲去，还会陪说许多吉祥的话。

正月里，亲戚间要相互请吃酒。 我家的规矩，
除了请亲戚，父母还请他们的朋友。 晚上坐在茶堂
屋烤火，娘会说明天请哪几位客人来屋里坐坐。 亲
戚是不用说的，说到每一位朋友，爹或娘便会说，
这人如何的好，又是在哪桩事上如何的仗义。 第二
天，我和姐姐、弟弟，都被打发出去请客人。“叔啊，
我爹喊你坐一下。 ”我说。“我不去，我不去！ ”叔或
许正在忙着， 或许坐在茶堂屋烤火。 我就开始拉
人，先拉叔的手，大人的手小孩是捉不住的，又开
始拉叔的衣角。 叔忙捉住我的手，笑了起来，讲：
“好了好了，莫拉了莫拉了，衣要扯破了。 等我换换
衣服。 ”叔进里屋去，很快又出来了，边走边低头拍
衣襟、拍衣袖。衣服并没有换过，只是做做样子。讲
究的叔叔或姑姑，一路上不停地拍衣襟、拍衣袖。
进我家门前，一边讲“莫客气啊”，一边还在拍着衣
襟衣袖。 妈妈早迎了出来，也拍着衣襟袖子，笑道：
“哪里客气！ 又没有什么好菜，只请你来坐坐。 ”

有一年正月请吃酒，爹拿出两瓶竹叶青。 乡下
人没有喝瓶子酒的，从队上打的甘蔗酒喝完了，就
去大队代销点打别的散酒。 竹叶青是外地酒，客人
们看得极稀罕。 隔壁屋的礼叔讲：“哦！ 这么好的
酒！ 哥你本来就不是喝散酒的命！ 你要是不背时，
天天喝瓶子酒！ ”

爹原本是个读书人，因言获罪回乡当了农民。
礼叔这话爹是不能接腔的， 只是笑道：“这两瓶酒
我藏了好几年了，喝吧，喝吧。 ”

“哦，药酒，药酒，肯定很补！ ”
“这么好的酒，舍不得大口大口喝！ ”

客人讲酒好，娘自是欢喜，不停地往火塘里加
青炭，茶堂屋热烘烘的。

礼叔问：“竹叶青是哪里的酒？ ”
爹说：“山西杏花村出的，上千年的老牌子。 那

时我还在工作上，去山西看过杏花村。 那是个大酒
厂，老远就闻得酒香。 ”

“山西好远啊！ 我们王家都是从山西三槐堂出
来的。 ”礼叔也读过几句书，他是看过家谱的。

爹喝酒话多，见礼叔也爱听，就又讲竹叶青：
“刚清朝的时候， 山西有个读书人不肯在清朝做
官，也不愿意织辫子。 他就当了道士，又学了郎中。
这个读书人把竹叶青古方重新调过， 又好喝又养
生。这个人叫傅山。我在杏花村见过他为酒厂写的
四个字。 ”爹说着，拿手指蘸了茶水在桌上写道：得
造花香。

礼叔歪着脑袋看了半天，问：“怎么解？ ”
爹说：“竹叶青造得像花一样香嘛！ ”
大半夜，客人们走了，茶堂屋冷清下来。 爹酡

红着脸，望着两个空酒瓶，跟娘说：“竹叶青，你也
该喝一杯的。 ”

娘没喝酒， 脸也是红扑扑
的，笑眯眯地说：“我喝一杯，客
人就少一杯了。 ”

蔡建和

一
霜风未必习丹青， 山水涂鸦画自成。
稻浪飞金赤日暖， 芦花飘雪冰轮清。
红枫串串火苗旺， 银杏杆杆风骨铮。
最喜天高云色淡， 相牵明月江滨行。

二
月笼秋水烟波柔， 独上江阁怀远舟。
身世奈何风浪去， 圣名却被诗才留。
命乖岂是文章祸？ 潦倒只因国运休。
倘使少陵今尚在， 湖湘画景任吟游。

三
碧海青天孤月寒， 繁星凋落洒人间。
碎莹漂淼楼桅动， 流彩漾波车水穿。
火树银花长夜暖， 良宵美景万家圆。
嫦娥莫悔偷灵药， 乘坐神舟尚可还。

四
阳光无力秋气凛， 霜打丛林分阵营。
黄叶低垂萧瑟下， 青枝劲挺威风生。
寒重才显根骨硬， 危逼方知品节诚。
莫为浮荣迷望眼， 铅华洗尽见真情。

走进宝瑶
宁小华

驱车在云山雾海中几度盘旋， 我和朋友们终
于来到了梦境深处的宝瑶。

这个属于洞口县罗溪瑶族乡的深山瑶寨， 是
湘黔古道上名重一方的古驿站， 也是有名的省级
贫困村。 以前， 群山环抱间， 坐落着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修建的幢幢木屋。 一些贫困户在山坡低洼
处搭上几根横木， 上面盖些木皮， 三面以山体当
墙就成了住房。 近年， 省财政厅工作组进村开展
精准扶贫， 不到三年， 该村已发生巨变， 成为远
近闻名的湖南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走过红柱青瓦、 斗角三檐的巍峨牌楼， 就是
古色古香的“大平桥”。 此桥横跨宝瑶河， 为石
砌拱桥， 桥有四孔， 桥上建有14扇构架的风雨长
亭。 这桥经历了近200年风雨， 仍保存完好。 亭
联写道： “清风江上往来人共谈古今， 秀水亭中
上下客聚会情缘。”

沿着干净敞亮的油砂公路往前行走， 就到了
村部。 以前， 这里是来往商旅驻马歇憩、 繁荣热
闹的宝瑶驿， 有“小洪江” 之称。 而今， 斑驳的
小巷、 笨重的绹马石、 喂马的马槽……仍散发着
深山古驿独有的气息。

湘黔古道是一条古老而漫长的商道， 横亘山
川， 连绵千里，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 它直接云
贵， 连通缅甸。 脚下的这段古道， 东连高沙、 宝
庆， 西接洪江、 芷江， 全程均以青石板铺成， 路
面光洁苍古。

罗溪宝瑶村的山峰以高、 奇、 险著称， 崇山
峻岭连绵不断， 如万马奔腾， 颇有动态之美。 山
崖独立处， 如刀劈、 似斧削， 壁立千仞， 沟谷幽
深， 别有洞天。

宝瑶村的民俗风情极富特色， 在别处你要喝
拦门酒， 宝瑶则呈上暖暖的熬茶。 宝瑶人把茶叶
放入特制的铁锅内， 在火上炖， 称为“熬茶”。
熬茶是瑶家独有的礼俗， 至今沿袭不变， 代代传
承。 2016年， 熬茶被列入湖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喝完熬茶吃乌饭， 是来宝瑶的又一大享受。
四月八“乌饭节” 是宝瑶的传统节日， 这天各家
都要邀请亲朋好友欢聚一堂， 一起呷乌饭。 当
天， 打糍粑、 抽陀螺、 踩高跷、 舞龙灯、 跳竹竿
舞等活动也会相继登场。

行走宝瑶， 涉足奇山秀水， 领略古朴的古瑶
寨、 古驿道， 体味独特的民俗风情， 令人不由衷
感慨自然造化的神奇， 人文积淀的深厚。 而面对
瑶山巨变后的新貌， 我们更感动于扶贫路上不让
一个人掉队的家国情怀。

2015年， 精准扶贫的春风吹遍瑶山。 来自省
城的工作队员们以村为家， 和村党支部的同志们
一起苦干实干， 将那条泥泞的毛坯马路变成了干
净敞亮的油砂路， 让那些濒危破旧的木板屋一一
淡出人们视野。 今日瑶山， 只见青山绿水间， 一
座座古朴典雅的瑶族新民居错落有致， 群众文化
广场上， 游客络绎不绝。 开阔的停车场， 有序地
停放着前来观光旅游的车辆。 新修不久的农家客
栈中、 农家乐餐馆里， 回乡创业的阿哥阿妹们，
正热情欢快地忙碌着。

苏瑞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或许已半月有余了，
父母的床头前， 多了一本影集， 陈旧的封面，
朴实的装订。

母亲是在清理家具时找到的， 她翻开那本
影集之后， 就感叹着没想到这时候还能追忆起
上世纪90年代的青春时光。 在一个午后， 我悄
悄翻开了它。

这本影集， 一开始， 是父母二人的双人行，
那时的父亲很清俊挺拔， 而母亲无疑是娇小秀
气的， 大学相识的两个人， 合照不太多。 笑是
那种微微的浅笑， 像是不经意间的抓拍， 清新
而自然， 没有依偎和拥抱， 但两人一直都站在
一起， 其中的真情， 自是无须多言的。

跨过了新千年的时间线 ， 影集中的双人
行变成了三人行 。 我出现的时候， 父母都已
是三十而立的年纪， 孩子是父母百般疼爱的无
价掌珠。 我的各个年纪的照片都在其中了， 从
满月围着围涎的婴孩， 到梳着两条羊角辫的女
童， 再到剪着学生头的小姑娘， 露着没门牙的

小豁嘴大笑的照片， 都被父母细心收藏了。 一
张与母亲一起拍的大头照， 更是惊讶了我。 原
来我们如此相像啊。 一张女孩的脸， 一张中年
的脸， 亲密的紧挨在一起， 中间隔着无形的时
间的脸。

母亲回家之后， 见我望着照片出神， 也走
过来， 在我身边坐下， 她变得富态了， 肤色黯
淡了， 皮肤开始松弛， 眼角有着细细的时间之
沟壑， 我明白她的操劳， 甚至比她还要痛惜她
逝去的年轻———我希望她能青春永驻。 但我从
来没有质疑母亲的美， 因为她是一位母亲， 哪
怕她不再似年轻时那样青春曼妙， 但她有母亲
才有的馨香而温暖的胸怀， 这对我而言就是一
切了。 她充实而忙碌着， 细心耕耘着她的学生、
她的家庭， 不会因为大街小巷年轻时尚青春逼
人的女人而焦虑、 担忧、 恐惧及空虚。 面前的
母亲平和地翻阅着多年前的照片， 与时光握手
言欢， 没有在过去的青春前流露半点颓败。

杜拉斯渴望别人告诉自己：“与年轻的你相
比， 我更爱你现在的容貌。” 现在， 我把这句话
赠给我的母亲。

陈黎明

在雪峰山区， 无论风姿
绰约的吊脚楼， 抑或四平八
稳的窨子屋， 都习惯在一楼
平房建间火塘屋， 专供人们
点火祭祀， 生火取暖， 围火
用餐 ， 烟火熏肉， 旺火待
客。 火塘屋的门常开着。 不
熄的塘火像多情的山妹子，
随时恭候探亲访友的客人，
充满了浓浓人情和融融暖
意。

在雪峰山区， 人们把祝
融尊为“火神” ,每年都要请
一次。 请火神的人一般是家
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小时
候， 我曾看过爷爷请火神。
只见他一手举着松油柴， 一
手拿着火柴， 朝火塘屋正位作三个揖， 口里
说几句祈福的话， 然后把火塘里的柴火点
燃。 请火神这天有很多禁忌。 火塘要烧个大
茶树蔸， 通宵不能熄火， 大人、 小孩都要讲
好话， 妇女不能脚跨火塘， 否则会惹火神生
气而降灾倒霉。

火塘屋生火后， 便成了一家人的温馨所
在和教化之处。 小时候， 火塘带给我无限诱
惑。 人民公社那阵子， 家里的口粮总是青黄
不接。 能填山里人肚子的除了大米， 就是红
薯、 包谷等杂粮。 冬天， 把红薯放在火塘热
灰里焖烤， 那香甜的味道实在叫人暖心， 至
今我用餐仍有离不开红薯的习惯。 我还爱火
塘上熏腊猪肠。 剪一节腊猪肠放在铁夹上靠
近炭火慢慢烧烤， 香喷喷的味道便随猪油燃
烧的青烟弥漫开来， 引得人馋虫乱钻， 咬上
一口， 香脆的味道沁人心脾。 如果在火塘上
烤一个糯米糍粑， 再包一节腊猪肠和着吃，
那种味道哪怕神仙闻了， 也会涎水直流。

然而， 这种口福不是轻易得到的。 在雪
峰山区， 立冬之后， 人们就得贮备柴火。 每
逢天晴， 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上山砍过冬
柴， 挖树蔸子。 到时候， 家家户户的干柴、
树蔸都会堆得像村头的稻草垛一样高， 只等
下雪过年。

俗话说， “过了腊八就是年”。 火塘屋
生火时间一般是在腊八节之后。 因为雪峰山
属高海拔地区， 冬天气温较低， 腊八节之后
便真正进入冬季了。 山里人在这个时候开始
猫冬， 陆陆续续杀年猪备年货， 村村寨寨腌
猪肉炕腊货， 每到年前， 农家的火炕上都挂
满了猪头、 猪腿巴、 牛巴子、 腊鱼、 腊鸡、
腊鸭、 腊野味、 腊豆腐， 它不光显示了这个
家庭的富有， 也象征这家过年的热闹。

火塘屋最温暖最热闹的日子当属大年三
十。 这天父母会早早起床， 从火炕上头取下
烤得蜡黄的猪头肉和猪腿巴， 洗净后再放大
锅里清煮， 煮熟的猪头出锅放凉后， 即用刀
切割去骨。 这时， 孩子们都会围到灶台边，
等父母分发“财头肉”。 山里人习惯把猪头
叫“财头”， 年三十能吃到“财头肉”， 来年
不发财都难。

大人在厨房炒菜， 小孩则在火塘屋帮忙
搬桌椅板凳。 团年的桌子是四四方方的八仙
桌， 等十二道菜上齐便开始团年。 团年饭要
慢慢吃， 晚辈要给长辈敬菜， 敬菜时要说祝
福话。 大人会给小孩发红包。 那时的红包钱
虽然只有十块八块， 但我们十分满足， 特别
开心。 吃完团年饭还要坐三十夜。 坐夜时，
母亲会把收藏的瓜子、 落花生、 红薯皮用筛
子一样一样端出来给我们吃。 火塘屋给我带
来了太多的快乐和记忆， 每每想起， 仿佛又
回到了多彩的童年。

火塘屋带给山里人的不只是温暖、 快
乐、 更有温馨、 安全。 即使大雪封山， 也捂
不住火塘屋不断抽芽的日子， 山里人的生命
总在封闭中寻找温暖的缝隙。 记得2008年那
场百年未遇的特大冰灾， 弄得城里断电、 断
水、 断路。 一天， 有位广州朋友听说我们这
里炉火通红， 生活正常， 便带着家人及好友
十多人坐火车来到穿岩山。

客人多了， 火塘屋的柴炭也烧得多了。
幸好我的三叔是个“烧炭迷”， 他的木炭存
了满满三地窖， 就是堆着烧， 也能应付三五
个月。 十几位朋友在穿岩山舒舒服服住了半
个月。 临走前， 朋友趁三叔外出砍柴， 把生
活费留了下来。 没想到第二天客人们刚上
车， 三叔就赶到车子前， 往车窗里丢了一包
东西拔腿就走。 客人们把布包打开一看， 原
来就是他们留的生活费。 大家望着远去的三
叔， 心里就像点了一把火。

近几年搞生态文化旅游， 山封了， 树禁
了， 农家的柴炭烧得少了， 但是火塘屋的温
度仍然没有减。 每年年三十， 我都在火塘屋
摆几桌酒席， 请景区的贫困户代表过年。 我
的举动赢得了朋友的支持， 广州这位好友每
年冬天都要带上他的三兄四弟来穿岩山玩。
前两天他又打电话给我， 说今年将携全家人
来雪峰山过年， 要我联系一户农家， 吃住都
放在那里， 好好感受雪峰山火塘屋的温馨。

得造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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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爱你现在的容貌

秋兴四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