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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昌

深冬，读老树画画，
读到一句“有麦青青于
野， 有你在我心头”，心
底温泉一般， 汩出一汪
暖意。悸动的心，立刻想
起家乡的冬野里， 那一
垄垄泛着春绿的麦子。

家乡的麦田， 是冬
日里最蓬勃的一抹亮色。如果有时间，一个
人慢悠悠地走在田埂上，空气清冽，视野开
阔，远山近水，屋舍阡陌，如是一部黑白默
片，肃穆清寒。 唯有这青青小麦，鲜亮亮地
撩动你的心，那一片片嫩绿的麦叶，像绿色
的火焰，在你的视野里熊熊燃烧。

麦子耐寒，跟梅花一样，喜欢雪。 当雪
降临时，梅花喜欢将孤傲写在枝头，而麦子
呢，卑微地匍匐起来，跟大地亲吻。因此，雪
地里看到梅花， 人会觉得冷， 而看见麦苗
呢，就会觉得暖，其实，这是心理上的一种
视觉体验。但父亲却将这种体验拟人化了，
他说，麦子是个朴实的阿哥，它秋天发芽、
冬天成长、春天拔节、夏天成熟，普通，却给
人一种安全感。 而梅花呢， 是个冷艳的贵
妇，它疏影横斜、香冰气寒、孤傲清冷，美
艳，却给人一种距离感。

我觉得，这是父亲最诗意的一次表达，
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用多年的生活体验，

感悟出诗一样的语言，他也像麦子一样，用他的勤劳、朴实和
坚韧，让我们五姊妹有了一种最实在的安全感。

记得小时候，父亲爱种麦。 每年秋天，农闲时节，别人已
在家享受清闲，而父亲，却转入另外一个战场，他将房前屋后
的土地，一寸一寸深耕细翻，然后，播麦种，盖薄膜。 父亲说，
除了水稻，麦子和农民最心意相通，只要你够勤快，懂节气，
能准时把它播种到土壤里，它就不会辜负你的期盼。 干旱也
好冰灾也罢，春天一到，麦苗总会生机盎然地出现在你的视
野里，给你长出白面馒头和幸福日子。

那些年，每到三四月份，大米总是青黄不接，别人家吃了
上顿没下顿，而我们家总能吃到香甜酥糯的馒头、馍馍、面疙
瘩。 后来，上学了，读课文，读到“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
馒头睡”， 心里竟沁润出一种温润润的熨帖感和稳妥妥的踏
实感。

不过，雪地里也有些小“破坏分子”，总在打着麦苗的主
意，比如几只田鼠，或一只野兔，悄悄地钻进麦田里，躲在积
雪下， 偷偷啃噬麦苗。 父亲见了， 也不去赶， 只是嗔怪地
喊———冰天雪地的，吃点叶子赶紧回家吧。而我，趁父亲不注
意，总用弹弓射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 有一年，下雪后，我在
麦田四周，放了八个老鼠夹子，第二天一大早去看，我的乖
乖，八个夹子，夹了两只兔子，七只田鼠，到现在我也没弄明
白，那两只田鼠是怎么同时踏进“雷池”的。

现在，我们五姊妹都已成家立业，父亲也老了，身体已不
允许他再种麦田了，但每每看到有麦青青于野，我就觉得，不
管生活怎样艰难，前面总有一片绿油油的希望在等着。

周伟

春约洲之头。 15年前， 我和你常去回龙
洲。

电话里一声：走走。 就出来了，一路脚步
轻快。 那里，是县城里的一个小洲，是绿意流
动的世界，是让心灵安静的地方。

你我，总是相约着去那里，那是一块新鲜
翠绿柔软的地方。那地方，仿佛就是一个自然
的子宫，孕育着无数绿色的种子，有着春的羊
水， 太阳的血液， 当风的消息带来春天的讯
息，鸟叫的清晨如约到来，万千思想吮吸着花
蕾出生……

在你我心中，这里是春的方向，是春的地
盘；这里也是我们文学的家园，人生的港湾。
在这里，总是有着想象的翅膀，想象另一种可
能，想象另一个天地。 想象是你我的眼睛，目
光穿透生活的尘埃，伸向远处，那是一条文学
之路，一条自由之路。 我有时想，想象也是一
只懂得触摸的手， 触摸着近处的春天和诗意
的远方。

你我，也总是醉心大自然的造化，分享安
静的时光。我们称赞这里参天的古树，也赞赏
那些缠在古树上的青藤； 喜欢看青绿平和的
枝头，更欢悦那些跳跃在枝头合唱的春鸟；也
曾欣喜地看到，一夜春雷春雨的催醒，尖尖的
竹笋破土而出……

你我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一切。早晨的
露水，你说是春天的眼睛；新生的叶子，你说
又添了更多的生命。 我也窃喜， 藏在绿色之
中，藏在春的深处，我看见那两片树叶颤动，
一如我的双翼，朝着阳光，朝着希望放飞。

你我，每天都会去那里走走，坐坐，谈谈。
有时漫无目的散步，散着散着，便是文学的散
步，海阔天空，遐想联翩；没了樊篱的散步，于
头脑，于身心，很受用，很有益；有时干脆坐
坐，两个人就经常坐成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
火，不问凡尘俗世。 有时随便谈谈，谈着自由
的风，谈着春天的颜色，绿色的心情，给尘俗
的生活平添了一缕诗意。

甚或，什么都不做，不说，不想，不谈……
这样的时候，风也是绿染的，思想也是葱绿向
上的。 这个时候，你我，总是能感到彼此的心
跳和心的远方。

春约洲之头，与草木相期，文学在这里生

长。
你我，是忘年交。那年，我30岁出头，而你

刚过花甲， 退休赋闲在家， 因了文学走到一
起。 你说我是年轻人， 你说你自己是“老年
青”；你还说自己是文学新兵，你说我是文学
老兵。你说，一老一青，一新一老，这样就扯平
了。我就笑，你也笑。笑过后，你淡淡地说了一
句话：文学永远是年轻的！ 我看着你，心中便
泛起无数嫩绿的涟漪。

小洲上的春天，是我们两个人的春天，更
是文学的春天。

小洲是安静的， 小洲上的一切都是那样
的静穆和神圣。

你我的样子，在岁月的安详中，有泥土的
清香，有草木的气息，在绿意中，在文字里，被
太阳的光线拉扯得老长。

你我两个人坐在洲之头，静静地看着对面
的文昌塔。 你说，回龙如舟，文塔似篙。 我说，塔
上有棵树；你却说，塔上是风景，你我在这里也
是一处风景。 我当然相信。 不是有那么一句诗
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
看你。

春约洲之头。你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你总
是要向我表达你的发现。一个个春天，我便陶
醉在你的发现和表达之中， 沐浴在绿色的村
庄和春天的心脏里。那几年，你说我成长得特
别快。你说，零度的种子，因了春的心情，春的
羊水，一直在正生长。 你说，生长期是需要温
暖和养分的，也需要安静的力量。

后来，小洲上慢慢地也不安静了，先是修
了一座能过机动车的桥，还连接了水泥路，穿
洲而过，如一把长长的匕首刺向小洲的心脏。
小洲似乎伤得不轻，洲上古树枝叶灰头土脸，
颓败无语。仿佛是一夜之间，小洲上又冒出了
啤酒屋，起了酒楼，有了歌厅……塑料袋、酒

瓶、矿泉水瓶、用过的一次性筷子，还有令人
作呕的酒嗝， 狼吼的歌声和震天的声响……
那个春天，仿佛结束得特别早，特别仓促，特
别无奈。

你说，已经立夏了，夏的蝉声聒噪，令人
心烦意乱。你我无由地从洲头向洲尾走去，原
来林阴路早已硬化成水泥路， 踩不到新鲜的
泥土和柔软的小草，令我俩失落、无语。 从洲
头到洲尾，就这样久久无语地走着。一直到离
开小洲，你我分手的时候，你有些失望地说了
一句：你我终将远离这里，远离这片春色。

真是被你言中，有一阵，我因了工作上的
失意，没有再去那个小洲。也怪，那个时候，你
也从没约过我。你我相互之间，都没有问过对
方，也没有审视自己。

有一天，我主动打了你的电话，说：走走。
你接了电话，说也正想给我电话。又去了洲之
头，我对你说：“我要离开这个县城了。 ”你没
有祝福，也没有挽留，只说了一句：“懂的。 ”两
个人再也无话。

回来的路上， 我们看到洲头一家啤酒屋
前的古树下，有一只死去的小鸟。小鸟满身灰
土，连眼睛也是灰黑忧郁的，显然离开这个世
界有好几天了。 我们相约着走近它，捧着它，
拍掉了它身上的尘土，把它的羽毛捋顺了。然
后，安放在一处花草下，让它安息。

在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掩埋了一只春鸟。
不久，我离开了那个小县城，离开了我心

中那个绿色的小洲。
在另一个城市的夜的黑中， 我总是记起

早已逝去的那段时光。 春约洲之头， 相约春
天，和春天的我们的绿色的心情。

又是春天。我踌躇不前，前面是深深浅浅
的春天，我被呼唤。

父亲老了。 我该回去了。

春节里的糍粑香
罗茜元

“新年好，新年好……”
故乡的春节虽与别处并无两异，却也着实

勾了我的魂儿。 尤其是儿时的我，日日数着日
子盼望过年，让我心里念的也不是什么山珍海
味，而是那平淡无味的糍粑———记忆里那淡薄
而绵柔的米香，总是在梦回之时牵引着我回到
了童年的春节，再品一品那美味的糍粑香。

湖南是鱼米之乡，盛产的糯米让好呷的湖
南人多了一份可口的食材，而糯米制品中最朴
实无华的当属糍粑了。 湖南的糍粑虽不比臭豆
腐、小龙虾有名，却也是湖南的知名之物，过年
的餐桌上怎能少得了糍粑作陪？ 当然糍粑并非
湖南独有，喜游山玩水的我在别处也品尝过不少糍粑，但或许因着一份对
故土的偏爱与眷恋，老屋的糍粑香总能让我留恋，像施了魔法一般，每每
当我咬下一口别地的糍粑时，心里涌出一股子细碎轻柔的声音，小声嘀咕
着：“回克吧，屋里糍粑最好呷哒！ ”

年关将至之时， 长沙的街头上大大小小的商铺里少不了琳琅满目的
糍粑，放上了野菜、黄里透着一丝绿意的筒子粑粑，散发着艾叶香气的艾
叶粑粑，还有甜到心坎里的糖油粑粑，它们好似美玉玛瑙一般，让人忍不
住多看上几眼。但提起年味儿，还是那让我无法忘怀的莹白如玉的手打糍
粑。

或许，儿时的记忆才是最美味的调味品。儿时过年总是随着父母回老
屋，那里虽不如市里繁华，但却不似城市透着冰冷，周围热闹不已，温情四
溢，孩童的嬉戏，树下的小憩，抑或是与大黄对吠，这一切都抵不过奶奶把
新收的糯米泡软了，用纱布包裹起来放在蒸锅上蒸热。心里盼着吃糍粑的
我总在奶奶的藤椅边嚷嚷：“娭毑，什么时候才可以呷上咯！ ”奶奶每每只
是摸摸我的头笑笑。不久，蒸熟的糯米晶莹剔透，飘着甜甜的糯米香，那时
的我嘴馋，总忍不住去抓一把，却烫得哇哇直叫又不舍得扔，用嘴猛地吹
几口再塞入嘴中，霎时间，满口米香环绕，我心飘然。蒸好的糯米被放进石
臼里，爸爸与大伯一个提着个巨大的木锤，一前一后猛地打在糯米上，别
小瞧这体力活，看似简单，实需两个人的前后配合，趁热快打，打出来的糍
粑才能又香又糯。我总是喜欢蹲在石臼的后面，看着两个木锤你来我往地
打着，木锤上粘着洁白的糍粑，在冬日的暖阳下透着微光，氤氲着温暖的
热雾。

待到糯米打得黏糯细腻， 妈妈便把这白白糯糯的一团从石臼里拿出
来，这时便是孩童的天下，揉雪人，吹糯米……只见大人们麻利地趁着余
热捏成小团，在掌心压一压，一个白糍粑就这样完成了。糍粑做好后，大人
们总是会在糍粑上用天然红墨点上一个点， 嘴馋的我总是趁大人们忙碌
时扯下一小块，塞进嘴里，妈妈见状，笑着拍着我的小手。但能吃到这人间
美味，拍拍手又何妨？

去年过年，长沙格外冷，和往常一样。 但老屋不在了，大年三十，妈妈
煎了一盘金黄焦脆的糍粑，我满心期待的咬了一口，酥脆的外壳包裹着香
糯洁白的糯米糍粑，咀嚼半晌便唇齿留香。 味道不错，却总觉得没了儿时
的那般风味。夜里，窗外鞭炮连连，振聋发聩，但我心中却只装得下咬糍粑
的声声酥脆，满口生香，满腹甜蜜，满心欢喜。

屋外，孩童一面提着灯笼一面唱着：“新年好啊，新年好啊……”

杨远新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燃烧的火， 只是
火种来源不同。我心中这团火，是父母在除
夕夜给我点燃的，伴我走过一年又一年。

儿时过年，是在岳阳楼西、桃花源东那
个宁静而又美丽的水湾里。这里的除夕，家
家户户都闭门不出， 围着堂屋里那一团熊
熊燃烧的火守岁。这团火越烧越旺，预示着
来年兴旺发达。这团火弱了熄了，便是一个
来年不祥之兆。除夕这团火，在水湾人的心
中非常重要。 民谣云：“有呷无呷， 烧堆火
扎。”意思是说，哪怕平时穷得揭不开锅，也
要准备充足的干柴， 保证除夕堂屋里燃起
一团红彤彤的火。

记得除夕那天吃过晚饭， 父亲就会关
了所有的房门， 把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叫到
堂屋里坐成一圈， 他在中间架上一个很大
的树蔸， 这树蔸必定是经过六月的太阳烤
晒，没有水分，表面呈金黄的颜色。接着，父
亲往树蔸的周围很规则地架上一根根干
柴，然后，划火点燃。干柴燃烧，继而树蔸毕
毕剥剥作响，升起红旺旺的火焰。 这团火，
烤得我们兄弟姊妹浑身暖融融， 满脸红彤
彤。我们讲故事，说笑话；我们猜谜语，对对
联；无拘无束，欢快活泼。 祖母和母亲则从
堂屋到厨房，穿梭不停地忙碌，把所有好吃
的东西都摆出来：湘莲、瓜子、蚕豆、炸虾
片、烤鱼片、白花花米泡糖、黄澄澄萝卜丝。
这时，父亲边往火堆里添柴，边用严肃的口
气对我们过去的一年进行评议。 姐姐劳作
365天，挣了满工分，不过，和妇女队长顶
了一次嘴；我天天起早睡晚，割牛草，出牛
栏，青毛牯养得膘肥体壮，就是不该让青毛
牯和常德那边的芦毛牯打架； 妹妹喂猪喂
鸡，换回了油盐钱；大弟弟没有偷偷下湖玩
水；小弟弟没有天天逃学。最后是母亲作总
结，每年只有那一句话：“你们又长大了，都
要懂事，都要争气。 有毒的东西不吃，犯法

的事情不做。 对亲戚朋友要尊重。 对老
师同学要热爱。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她指着旺旺
的火堆问：“你们当着火神菩萨
的面回答，我的话都听进去了
吗？ ”我们几个朝着那一团旺
旺燃烧的火，慎重地点头。

如今， 我们姐弟虽天各一
方，可父亲在除夕之夜燃起的那

一团旺火， 依然将我们吸拢到一
起。美景依旧，笑声依旧，这团火永远在

我心中燃烧。

王宏

除夕夜这场小雨非常知趣，初一清早便悄悄停歇，阳光
朗照，狗年新春晶莹清丽。

我特意开车在铜官工业园慢慢转悠一圈，道路纵横、厂
房齐整、塔吊林立……记忆中的偏僻山村、儿时伙伴、热闹
过年，只能放电影似地浮现脑海。 上世纪90年代初，十五六
岁的我初中毕业考中专跳“农门”，乡土情结自是难舍。 忘不
了堂屋正中那堆柴火，这火一定要烧旺点，预示着来年红红
火火。屋子暖洋洋的，火光映着张张笑脸。 就火烤着红薯，烧
着开水，瓜子、花生、小花片、自制红薯片等过年小吃一一呈
现。 不管一年收成如何，富也好穷也罢，顺也好逆也罢，过年
总要做最好的饭菜，摆开阵势开怀畅饮，谈笑间年味浓浓、
醉意蒙蒙。 除夕夜送恭喜，串东家走西家；大年初一大拜年，
拜过亲戚拜邻里……好热闹！

回望眼前，气派的工业园区，让人顿生几许豪情。 几次
听父亲说，近几年园区建设相继征地后，村子里乡亲们失散
杂居，有的易地安家落户，有的进城购房置业，本家兄弟、邻
里乡亲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面。 只有谁家操办红白喜事时
邻里乡亲才聚一回，待到相聚时，几丝皱纹白发叹沧桑，几
家新媳抱子人丁旺。 每逢这类聚会乡亲们格外珍惜，举杯把
盏不亦乐乎。 于是有人提议，要是有人牵头定期开展乡亲聚
会该多好，邻里乡亲欢聚，薄酒淡饭足矣。 记得去年阳春三
月，适逢老家村寨土地庙搬迁，有热心乡亲组织了专场花鼓
戏演出，并管吃管喝，十里八乡的村民乐不可支。

伫立胞衣地，回想旧时年，我不禁手搭凉棚，北望黄龙
河水库对岸， 相隔两三里的东城社区。 社区领头人别出心
裁，三四年光景擎起一面乡贤文化旗帜，开辟了美丽乡村新
天地。 社区成立乡贤理事会，立足本乡本土，打造乡贤品牌，
凝聚乡贤精英回报乡村，团结家家户户振兴乡村，每年组织
评选“好婆婆”“好媳妇”“五好家庭”，社区新建的乡贤美景琳
琅满目———乡贤塘、乡贤桥、乡贤路、乡贤榜和乡贤文化广
场，处处是景、步步皆画。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文艺活动好
戏连台，逢年过节更是喜气洋洋。

乡情何处寻？ 梦想着，现代厂房和宽阔道路淹没下的儿
时村庄，乡亲常聚，乡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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