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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茂椿

父亲在得过脑梗和高血糖、 痛风病后， 说话缓
慢， 行动相当不便。 我每次回家陪他， 他特别高兴与
我聊他工作时候的事。 说起那些往事， 他一脸的笑
容。

父亲一直在乡间的供销社做事， 站过柜台， 当过
负责人， 但退休前一二十年全是在乡下做培植工作。
我曾在假期跟他下乡， 对漫山浓绿随风起舞的花草枝
叶， 对村寨周边黄土垒砌的烤房， 有着浓厚的兴趣。
推广指导没有什么文化的山寨老农种植经济作物， 往
往得做很多思想工作。 他们种过茶叶和烤烟， 种过天
麻川芎白术茯苓和金银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姚师傅来啦” “姚师傅辛苦啦” 的问候声时常响起，
农民们对他非常热情， 沿路的和不当道的人家都邀他
进屋吃甜酒吃饭， 让我感到这才是最好的干群关系。
经济作物收入成为当时地方集体经济的主要副业收
入， 父亲的贡献很大。 而他全身心的付出， 也得到农
民群众、 单位同事和上级的肯定。 他多次被评为先
进， 因而经常有机会去县里、 地区和省里开会。

我从记事的时候起， 就觉得父亲的工作就是下
队， 每天风雨无阻的下队。 我曾经无意中翻看过父亲
的记事本。 他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每天的工
作， 如哪个地方的作物生虫害病， 哪个地方的烤烟哪
天要点火开烤， 哪些问题需要帮助解决等等。 以及天
晴下雨情况和生活安排情况， 如在哪个队安排吃饭，
哪天需住哪队哪家， 交钱多少粮票多少。 但我看到最
多的， 是全公社的每个大队、 生产队一处一处的年初
计划。 大到一条弯， 小到一块土， 种植几亩几分的落
实情况， 交卖的等级比例， 年底的收益等等。 有的东
西我看不懂， 感到非常的新鲜。 有时同学告诉我， 父
亲哪天在他家吃住， 我们就有成为亲戚的感觉了。

那些年的过年前， 我总能看到父亲在某个晚上的

单位散会后， 带回家来的奖品。 那时不兴奖金， 奖品
也价格不高， 几角钱到几块钱的都有。 一支笔、 一个
笔记本或一个搪瓷脸盆、 一个搪瓷水杯， 很有实用价
值。 但更大的意义， 是用红漆写上去的“奖” 字， 这
能唤起人们的羡慕和赞扬。 这些奖品写着县里单位的
居多， 若是出差外地， 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级别的奖品
和纪念品。 当年他去安江开会， 带回来一本精美的奖
状， 同时还带回了香甜有名的安江柚， 说是便宜， 他
自己拿钱买的。 而去韶山， 给我带回了让我兴奋不已
的纪念汗衫。 穿着印有红色的“韶山纪念” 的白色汗
衫， 在初中的操场上， 我收获了好多羡慕的目光。

父亲成绩的得来实在不易。 上坡爬坎， 日晒雨
淋； 早出晚归， 忍饥受累。 这不是只需一天两天做到
的， 而是要一年两年、 十年二十年的长久坚持。 他每
天至少步行一二十里山路， 多的时候， 四五十里都不
在话下。 每年下来， 他的斗笠、 黄布包、 解放鞋， 都
要经过缝缝补补或者更换， 如夏天用汽车轮胎底做的
凉鞋， 带子常常崩断， 换了一根又一根。 他手上的茧
脚底的茧， 一直都是厚厚的。

一天放学回家， 我看见父亲的头包着白色的绷
带， 安静坐在灶膛前。 面对我的询问， 父亲轻描淡写
地说， 帮农民修烤房， 一根木头掉下来， 砸伤了。 我
不知道他这天在哪个寨子， 出了多少血， 走了多久回
来的。 他脸色苍白， 说话变得有气无力。 他没去几百
米开外的医院住院， 只按要求去换绷带， 拿草药回家
熬着喝。 十多天后拆了绷带， 他又开始早出晚归的下
队。 他头部的伤好后， 却留下了后遗症， 天气变化就
会头痛。 为此， 他每年去医院开些止痛药带在身边，
不论下队还是在家， 痛了就吃一两颗。

父亲奖得的钢笔本子， 我大多用于学习记录， 有
时写心得体会， 有时摘抄生活警句名人名言。 树立理
想、 艰苦奋斗、 乐于奉献等等美文佳句， 我抄了一页
又一页。 其中有些化为我不断向前进步的精神力量，
鼓舞我在遇到困难时不要后退， 但更多的内容沉淀在
我的血脉里， 让我养成了认真、 努力、 坚持、 奉献等
品格。

外出读书时， 母亲把父亲获奖得来的一个红色脸
盆给我。 我很珍惜， 一直带在身边， 把它当成一件珍
贵的礼物， 从新晃带到了怀化， 然后又带到了长沙。
我小心翼翼地使用着， 生怕摔出了坑， 刮掉了漆。 特
别是那红色的奖字， 对我一直有着激励的意义， 好像
每天都在提醒着我。 几十年的使用， 它还是掉了漆生
了锈， 直至近年， 我才恋恋不舍地拿出家门。

如今父亲愈益衰老。 他的奖品一件件地用烂了扔
掉了， 我不能再一睹它们当年的模样。 我只能多回家
陪在父亲的身边， 听他多说一说当年的故事。

付出与收获
夏诗奇

华人影星片酬最高的功夫明星李连杰在40
岁后作出了一个决定， 40岁后的人生要做慈善，
帮助他人减少痛苦。 他总结了自己， 说“40岁
前， 小我， 做自己喜欢的事； 现在， 大我， 别
人要做什么我做什么”。 李连杰用他的经历告诉
人们， 为别人付出是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或许我们一直都认为收获才会让我们感到
快乐， 但是付出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父母们
辛勤劳作， 早出晚归。 尽管疲惫， 但是他们仍
然感到很幸福， 只因为我们的快乐与成长。 水
居下而利万物， 他们像这潺潺的流水一样默默
的灌溉着我们。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或许只有
他们自己才能体味到付出也是一种幸福。 孩子
们因为这种可贵的付出而幸福成长。

圣经说： 施比受更有福。 但是付出的同时
也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很多， 即使如此却依然有
人愿意去饱尝艰辛中的幸福。 王昭君， 那个拥
有海棠般娇羞的容颜， 菊花般孤傲风骨的美丽
女子。 她放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高贵显赫的
地位， 踏上那茫茫黄沙掩盖的大漠， 那一条明
知不会有归期的路， 只为寻求国家暂时的安宁，
只为不愿见到百姓们饥寒交迫， 伏尸遍野。 虽
然， 她最终香消玉殒于茫茫大漠中， 被黄沙覆
没， 可她的努力和奉献永远被岁月铭刻。 中华
民族因为这种可贵的付出而文明昌盛。

老天永远不会多给任何人一分， 也永远不
会少给任何人一分。 有时你一味索取， 却并不
能得到什么； 有时你一味付出， 却会收获意想
不到的幸福。 在看到无数生命在饥饿中被收取
生命， 袁隆平的心被深深触动。 当双手布满老
茧， 岁月染白了双鬓， 他终于找寻到杂交水稻
的方法， 让更多的人脱离了饥饿， 实现了自己
的誓言， 虽然付出一生的时间， 却实现了崇高
的自我价值。 人类因为这种可贵的付出而生生
不息。

其实， 收获会让人变得快乐， 这是小我的
实现。 但付出让人变得高贵， 这是大我的实现，
付出比收获更可贵， 更能触动我们内心。 落红
的可贵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柔水的可贵是

“水居下而利万物”， 没有贪婪索取， 有的只是
可贵的追寻与付出。 我们的社会是由一个一个
的“我” 组成的， 没有一个一个的“我”， 就没
有社会， 而如果只顾自我， 那么社会也就无以
为社会。 这二者的良性互动， 就在于一个一个
的“我” 要相互打开“付出” 之门。 做到我为
人人， 人人为我， 我们的社会才会出现“人人
广洒甘霖， 个个普收喜雨” 的大同之境。

陈睿思

少女侧身藏在土墙的豁口里， 身旁是她沉默内敛、
头发斑白的父亲和正在用粗糙双手逗弄婴孩的母亲。 身
后是一片尘土飞扬， 不远处有炮火留下的痕迹， 一小丛
植物被击中后燃烧着， 昭示着刚刚经历的一场鏖战， 又
升腾成烟气传递着捷报。

她豆蔻年华， 身着黑色长袍， 带一方头巾， 只露出
小麦色的脸庞， 脸颊透着稚嫩的圆润， 隐隐能看出几根
分明的线条， 一双大眼睛略带着些兴奋与好奇地扑闪
着， 不时拉着母亲的衣袖， 叽叽喳喳地说着些什么， 母
亲黝黑的脸上便泛起一丝喜色， 同她一道在角落里小小
地雀跃着， 不时从立身的狭小角落里探出来， 有些敬畏
地打量着我……

“啪” 的一声， 停电了， 电视屏幕一闪， 将少女、
将那个战火飞扬的世界与我隔绝开来。

我坐在一片黑暗中， 心难以抑制地狂跳着。
她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
她要去往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她处在混战的中心， 每天面临的是生命

的威胁。
也许， 她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有几只猫猫狗狗， 原

本是幸福的一大家人， 却失散在战场上， 家庭离散的痛
苦染白了父亲的双鬓， 又在母亲脸上留下道道沟壑……

而少女呢？ 也许她曾有幸享受过和平的美好， 将其
化为心底最深处的期盼与力量； 又或许她从未体会过安
定和谐， 把战火纷扬当作世界的常态， 习惯了战争的残
酷， 亲人的离散， 生活的颠沛。 不过十五六岁的光景，
本该在阳光下恣意闪着光的青春活力， 就这样在战火中
消逝。

这一切已无从考证， 让我陡升一阵无力感。
当我们雀跃地商量着出游计划时， 远方也许正有

几个孩子商量着该如何躲避枪弹的袭击； 当我们每晚
不耐烦地坐在桌前同父母吃饭时， 远方也许有几个孩
子甚至不知道父母的生死； 当我们坐在教室里吹着空
调手握钢笔时， 远方也许正有几个孩子用他们稚嫩的
肩膀扛起了枪。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想起书上写的那些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文章中承载

的“和而不同” 的思想， 想起课堂上诵读的“礼之用，
和为贵”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的名句……中华几
千年的文化库里， 充满了对于“和” 的追求。 也正是这
样的文化传承， 让我们的祖国逐步走向今天的安定繁
荣。 我们是幸运的， 因此， 我们更应该成为中华“和”
文化的传承者， 做和平的维护者， 肩负起自己的时代责
任。

恍惚间， 我看到了战火停息， 万物复苏， 看到少女
牵着亲人的手， 带着明艳的笑容沐浴在阳光里……

姚进军

转瞬， 大年就过完了， 可老
家那碗发肉的味道还余香犹在。

发肉是我小舅家每年过年必
上的一个菜。 它其貌不扬的样子

在一桌子美味佳肴中， 如同下里巴人
面对阳春白雪， 可它的温软它的柔和

还有那特别的香味， 带着一种岁月沉淀的诱
惑， 是别的菜肴无法替代的。

不知道发肉是外婆的独创还是家传， 从
我有味觉感知起， 它就一直是我们团圆年饭

桌上的一道菜 。

在那个物资匮乏、 经济拮据的年代， 每到腊
月， 年老体衰的外婆必得亲自动手做发肉。

先从十多里远的供销社买来一斤饼干。
做发肉的肉必须是当天杀的猪。 那时村里经
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会自己杀年猪。
早早地打听好日子， 小舅早早地排队候着， 买
一块还带着余温的五花肉回来， 清洗干净， 细
细剁成肉泥， 加葱花酱油调匀。 外婆将饼干捣
碎配上面粉， 加苏打， 盐， 放入适量的水反复
糅合到一定程度， 再拌入五花肉泥。 然后大铁
锅洗净， 倒入自家榨的茶
油。 灶火腾腾旺， 茶油滚滚
烫， 外婆的手魔法般在调和

好的面盆里一卷， “哧溜” 一下， 或圆或长的
肉面团进入油锅， 不一会， 外婆就用专门的长
竹筷把金黄色的发肉夹出来， 摆在备好的大
沥箕里沥油。

炸发肉是我们孩童时最期盼的事情。 大
大小小几个表姊妹争先恐后黏着外婆， 跟着
她屁股后里里外外跑。 大人担心碰着烫着， 免
不了一顿呵斥。 姊妹中， 我最大， 所以有资格
进入厨房帮助烧火， 也有机会第一个尝到刚
出锅的发肉， 那种热乎乎的酥、 脆、 香中略带
微甜， 让人舌头都忍不住多打几个圈， 也让我
忽略了被柴草划伤的手与满头满身的柴火灰，
妹妹们更是嫉妒羡慕， 为了发肉， 恨不得一天
就能长大帮厨。

那时候住的是大屋。 十多户邻居隔墙共
天井， 宽阔的檐道连接每一户， 有什么好吃
的， 你到我家试一勺， 我到你家夹一筷， 其乐

融融。 自然， 外婆做的发肉非常受欢迎。 她将
炸好的发肉切成片， 干辣椒切碎， 在锅里焙
香， 然后拌入腊八豆放入碗底， 上面依次旋叠
摆好发肉片， 喷点水上蒸笼蒸。 热腾腾的发肉
端出来， 再洒上细细的香葱， 吃起来更是多了
一种撩拨人心的香、 软、 绵。 按照隔壁之前教
过私塾的倪三爷话说， 此道菜不仅香色味俱
全， 而且名称响亮吉祥： 发肉！ 发肉！ 发家发
福！ 为此， 邻里们更对发肉情有独钟。 外婆成
为免费教练， 教东家配料， 教西家怎么掌握火
候， 忙得不亦乐乎， 以至于过年期间， 家家桌
上都有一碗发肉。

白驹过隙， 逝者如斯。
外婆已经作古多年， 我也儿
孙绕膝， 青丝成银鬓。 可对
发肉的情愫却一直留存心
底。

我熟知的春天
张永波

我熟知的春天
在大雁的翅膀上
向北

田野备好的春耕
在机隆马叫的祝辞中
将一年的心愿种下

一些神秘的风
小心地将梦的种子
告诉给了甜蜜中的苦涩

芽苞在掀起面纱从衰败的草丛中
裸露最初的感动

我熟知的春天
让我按捺不住地
背负着冬天的情债
深入到春天的低谷里
和一批批赶来的花朵相逢

二月初的立春

犹如一道巨大的冰排在断裂
板结的真理， 热闹的谬误
逐渐地清晰
他们不再粉饰和演戏
让我们获得了暂时的年轻

断裂声中,一些醒来的正走出房门
一些沉睡的依然睡在床上

欢跃的麻雀,用嘴巴衔接着春天
而此刻泥土里的蚯蚓
翻了个身
将冬天最后一丝寒冷
咽进肚子里

黄袁蔚

今日暖日温温。 怕辜负这好时光， 故而驱车前
行， 找寻一人故所， 左公宗棠之处。

路途中有些浅雾朦胧。 车窗外有阳光飘荡进来，
光线中闪着风的只影， 江水边的残苇薄白如雪， 风过
处能见北雁南飞。 忽而没来由心生凄寒， 黍离麦秀之
悲， 秋月春花之幻， 总是叫人悲凉。

负郭无田都种竹 家有传宝半藏书。 左公之风，
尚在门楣之处， 便已是悄然入眼。 可随着步伐渐入，
却不知为何， 此柳庄竟是如荒废了一般， 歪打正着
的， 触动了我偏爱的那丝荒凉之意。 亭台楼榭依旧
在， 涓涓细流未曾改， 荒草丈高影稀薄， 蓬门不扫缘
何开。 这座柳庄， 是寂静的。 过道幽深， 草木半掩。
只有山雀与风， 兀自与那大片的竹， 喃喃低语。 山远
而绵延， 风动于林间， 那落叶闲闲， 不急不缓的飘
着， 旋转着覆了遍地， 一如繁华过后的沧桑， 如水，
层叠不休。

岁月它不动声色， 却又将凄美永存于此处。
我缓步前行， 路过一间屋子。 屋子已没有了人，

也无任何摆设。 只剩那仿似寂寞了百年的门窗， 记载
着曾经的过往。 我立在门槛处， 听风声掠过缝隙时发

出的嘶嘶微响， 仿佛在问我： “你， 来啦？” 穿越了
百年时光， 我与旧时光遥遥对望， 我似乎能感受到左
公曾在此的只身片影， 可盛名与荣耀， 犹如过眼烟
云， 终是慢慢散去， 只留执着的信念之光， 伴随着这
荒凉的门楣房梁， 依旧伫立在这已被人遗忘的地方。

这里的一切， 都是寂静的， 我路过水时， 水不说
话， 路过竹时， 竹不说话， 只有枯黄的叶， 落下时发
出沙沙的声音， 我望着一条被落叶覆盖的林间小路，
轻声对身边的先生说———你信不信， 这亭中， 曾有数
人在此， 烹茶赏琴？ 先生笑而不语。 我闭目轻吟“若
言琴上有琴声， 琴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先生说， 错了错了， 此诗与此景
不符， 而我却固执地认为， 此诗就为此景而生， 我虽
已听不到当年的琴音， 更见不到往日弹琴之人， 可耳
边， 那徐徐绕绕的琴声， 一直都在。 它在阳光透过树
林洒下的光斑里， 它在秋风拂过竹枝留下的刻痕里，
它在雨水滴答梧桐叶中的水珠里， 它在落红而去化作
春泥的尘埃里……那眼睛看不到的颜色， 耳朵听不到
的声音， 都是它依托而生的灵魂， 它在此， 存在了数
百年， 也沉寂了数百年。

如若你能够穿过时光， 透过岁月， 静静聆听， 你
会听到它， 它带着数百年的孤寂， 朝你而来。

父亲的奖品

故旧里草木深
少女

汉诗新韵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