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儿

谢璞走了
龚湘海走了
大诗人洛夫也走了

这个春天怎么啦
到底怎么啦？

天堂的花
开得像栀子花
铺成一片湖南大雪
沾着泪一样的亮
白的， 惹人心痛

乡村三月茶登场，
姐妹们队队采茶忙。
东边采一行，
笑脸映霞光；
西边采一厢，
头顶明月光。
姐妹们队队采茶归，
清茶满筐情满筐。

乡村三月茶登场，
姐妹们队队揉茶忙。
笑绕茶机转，
歌伴机声唱；
巧手细细揉，
清茶片片香。
深情揉进香茶里，
五湖四海飘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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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坛

人的一生， 会遇到许多领导， 老师， 同学，
朋友。 但真正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其实并
不多。 我的表叔王一鸣， 就是一位对我的人生有
过重大影响的人。

表叔离开我们已经几个月了。 几个月来， 我
时常想起他， 比他在世的时候想得多。 这大约也
就叫怀念吧。

一
表叔是我初中的老师。 记得初二新开物理和

化学课， 这两门课都是表叔讲授。 新课新老师，
同学们便格外地新奇。 见老师在黑板上写得一手
好字， 排序颇有条理， 讲授干净利索， 很能让人
明白清晰， 加上既教物理又教化学， 还教别班的
语文， 同学们便对表叔甚为敬佩。 下课之后， 有
说字写得好的， 有说课讲得好的， 也有说一眼看
去便感觉整洁认真的。 还有同学神秘而悄声地说：

“王老师可是有些来头的， 在部队当过参谋， 抗美
援朝受过伤， 现在腿上还有弹片没取出来呢。” 我
便许久悄悄地观察表叔的腿， 慢慢竟也发现他走
路时真有些不大矫健， 那时便也确信他腿上是留
有弹片的。 至于是否真的留有弹片， 我倒一直没
有求证过———先前是不敢问， 后来竟然忘了问。

初中二年级的秋天， 表叔带我们班全体同学
去一个叫荷花堰的村(那时叫大队)， 现场听农民伯
伯讲打稻机操作原理。 课毕， 大家坐在稻田的稻
草上休息， 那位农民伯伯便要表叔讲抗美援朝打
仗的故事。 好些同学跟我一样甚是欢喜， 满脸期

待， 这可是我们平时迫切希望而又不敢提出的要
求。 然而， 表叔笑了笑， 却仍是提醒我们要记住
打稻机的几个要点， 全然不顾我们想听故事的热
切期盼。

直到在表叔的追思会上， 我才了解到表叔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 参加过湘西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在朝鲜受伤后转业回湖南，
受家庭出身的影响， 只能安排回老家澧县教书，
先教小学， 后教初中， 再教高中。 我读高一的时
候， 他因照顾家庭关系调往株洲， 到株洲后一直
教高三物理， 后落实政策， 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
待遇。

二
调往株洲的前几天， 表叔突然把我叫到他的

宿舍———那时教师的宿舍， 除了一张床、 一张书
桌， 便几乎没什么空间了。 他将书桌上一叠厚厚
的从备课本上没用过的部分裁割下来装订成册的
练习本移到我面前， 说： “我要调回株洲去了，
没什么送你的。 这些纸， 可做练习本用， 留给
你。” 我那时不懂事， 想不出人与人之间分别的意
味。 只感觉一向对我甚是严肃的表叔， 忽然这般
亲切、 这般温和， 竟然不知如何应对， 除了紧张，
也颇有些无所适从。 但心里， 却分明有一股暖流
在涌动， 流往全身……

表叔调往株洲不到1个月， 便给我写了一封长
信， 嘱我勤奋学习， 准备迎战即将恢复的高考。
还说几年来， 虽是我的老师， 又是叔叔， 却未给
我任何有别于其他学生的帮助和关怀， 回想起来
很是内疚。 我把这信带回家， 父亲念给奶奶和母

亲听的时候， 几次哽咽， 念不顺畅。 末了， 父亲
说： “谁不内疚呢?他也远离妻儿， 一人在这小镇
上教书， 20多年我们都不敢走动， 没去看过他，
生怕弄不好惹出话来， 让他受影响。”

三
1978年，我高考失利回家务农，表叔知道后给

我寄来一些试卷和复习资料， 同样也夹有一封长
信，鼓励我边劳动边复习，信中有一句话力透纸背：

“只要你坚持学习，任何时候我都支持你，任何困难
我帮你一起克服。 ”我能在劳动之余坚持复习，并在
1979年考上大学，极大的动力来自表叔。

世俗的社会， 总有些人事使人困扰。 每当这
时， 我便会给表叔写信， 倾诉苦恼， 吐露心声。
或翻出他曾经的来信默读几遍。 他那熟悉的文字
也总能给我温情、 鼓舞和智慧。 他回信的第一句
话总是： “来信收悉， 心中长慰!” 这一句“心中
长慰”， 溢出多少深情、 厚爱和期望？

表叔离去后 ， 我们几个表兄弟每每议论的时
候， 忽然发现几十年来， 他不仅不大讲那些曾经
战斗的故事。 在我们与他的交谈中， 除了教育我
们正直做人、 勤奋做事、 勤俭持家之外， 极少有
东长西短、 是是非非的话题。

一个人的光明与高尚，或许不仅仅在于轰轰烈
烈的壮举、出生入死的经历，而更多的，更沉淀且
厚重的，在于他拥壮举而内敛，经生死而淡泊，
承委屈而豁达，历艰辛而恒志，含痛楚而乐观。 表叔
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高尚的一生!
� � � � 只是， 表叔再也不能给我写信了， 我也无法
确信他身上“弹片” 的有无了？

吴谷平

儿子早上临出门时说 :“老爸， 去买根筒子骨
来， 长沙的朋友快递米粉来了。” 于是去菜场买了
根带肉的筒子骨， 请肉摊师傅剁为三截， 根部劈
开， 回家放入高压锅煮。 儿子关照了， 不放生姜，
不放白胡椒———地道的长沙米粉汤底做法。

门铃电话响了， 拿起话筒， 听筒里传出： “快
递， 开门！” 于是打开底楼的防盗门， 等在自己的
家门口。 打开纸箱， 一个大塑料袋里14包小塑料
袋， 每个袋里一斤米粉， 四周放着冰袋， 冰还没有
化尽， 赶紧把米粉放入冰箱冷藏室。

于是， 点燃煤气灶， 一个灶火烧水下米粉， 一
个热骨头汤。 不一会， 厨房里飘出清纯的肉味香，
撩起下好的粉放入骨头汤碗里， 加上少许湘潭龙牌
酱油， 撒上几段葱花， 夹一块已经炖得酥酥的骨头
肉， 最后加剁椒豆豉———红辣椒是夫人种在窗台的
花盆里的， 肉厚且辣， 豆豉是浏阳太平桥的。 迫不
及待地吃了一口， 软软的、 滑滑的， 还是那记忆中
的长沙口味！

上世纪80年代， 我供职于湖南日报。 报社大楼
是50年代苏联专家设计建的4层楼建筑， 每层的空
间都很高。 出报社大门， 向右走十来米， 紧挨着报
社围墙有一家米粉店； 穿过建湘路， 有一条通往大
煤场的铁路， 铁路道岔不远处也有一家米粉店。 两

家米粉店都不大， 三四张方桌， 桌上放着醋
瓶、 酱油瓶和盛着辣椒面的小陶碗。 早上去
烈士公园晨练回来， 或者上夜班时吃夜宵，
常去这两家店吃米粉。 在四腿不平的长板凳
上坐下， 叫一声“光头” （没有浇头）， 便看
着伙计从竹匾上拿起一坨米粉， 放入大铁锅
的沸水中， 用长竹筷在锅里把米粉撩开， 待
铁锅里的水再次沸滚便撩起米粉， 下方用一
个竹漏盛着， 伙计用竹筷夹着米粉前后一推，
整整齐齐码到海碗里。 海碗里早已放好盐、
味精、 酱油和猪油， 伙计在大铝锅里舀起一
勺子骨头汤到碗里。 这口大铝锅搁在用汽油
桶做的蜂窝煤炉上， 锅里有几根筒子骨， 不

知已煮了几个小时， 汤水上面浮着肉沫子。 随后， 伙计抓几段
葱花撒到碗里， 端到你桌上。 那时候， 薪酬不高， 多半是吃光
头粉， 偶尔加一个荷包蛋或者肉沫酸豆角， 很少加大块肉或牛
肉。 据老报人讲， 50年代、 60年代初， 他们吃米粉常常是赊账
的， 到月初发饷时， 一起付账。

一边“唆唆” 吃粉， 一边看灶台边上师傅做粉： 只见他把
米粉浆均匀地铺在长方形的铁皮屉子里， 放入也是铁皮做的蒸
箱， 一屉二屉三屉， 然后打开鼓风机的电门， 煤球炉瞬间蹿出
熊熊火苗。 不一会儿， 熄火， 拉出屉子， 米粉浆已经蒸熟成米
粉皮， 待凉后切成条状。 这手工粉晶莹透明， 柔软和顺又富弹
性， 真是百吃不厌。

除了报社附近两家粉店外， 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五一路新华
书店边上的一家米粉店， 还有杨裕兴、 和记等。 不过， 在这些
大店吃粉， 环境是干净了， 但也看不到做粉的过程， 少了点乐
趣。

有几年， 我经常跟随副总编李均和工财部主任刘荣森、 老
编辑严伯嘉老师到各地采访。 李总一脸和气， 与记者谈稿子总
是笑眯眯的； 刘主任圆圆的脸， 不苟言笑， 对文字的要求近乎
严苛， 他是老商业记者， 跟他下乡采访常带我们去路边小饭店
吃又辣又重油的湘菜； 严伯嘉是我母校复旦大学的教授、 著名
哲学史家严北溟先生的大公子， 严夫子满腹经纶， 深度近视
眼， 看稿件时眼睛几乎要贴到稿纸， 但写稿改稿依然一丝不
苟， 让人钦佩与心疼！ 有一次到衡阳采访， 放着招待所的早餐
不吃， 刘主任带我们到街上寻米粉吃。 衡阳的米粉是圆线状
的： 米粉浆舀到一个漏桶里， 粉浆成线状漏到下方的沸水中凝
成火柴杆粗细的米粉丝。 在衡阳采访了近十天， 吃了五六家米
粉店。 衡阳的米粉有嚼劲， 但我感觉不如长沙米粉滑爽。 在湖
南日报十年， 去过许多地市县， 尝过很多地方的米粉。 听说湖
南人爱吃米粉起自三国时代： 关羽带兵攻打长沙， 北方将领和
士兵吃不惯米饭， 伙夫便模仿制面过程， 将大米舂成粉， 蒸熟
后搓成条， 如面条一般下锅煮熟。 也有传说， 2000多年前， 嬴
政为统一中国， 派兵远征南方， 秦军多为陕人， 惯吃面食， 而
南方不产小麦， 于是便有了碾米成粉制成面条状再烹制的饮食
方法。

如今， 报社附近的环境完全变样了！ 原先大门在报社大院
一侧， 移到了中央， 紧挨着围墙的米粉店自然没了踪影。 报社
前面的马路加宽了， 大煤场搬走了， 运煤的铁路也拆了， 路边
没有什么店家了。 报社侧门有一条小巷， 巷子一头有家米粉
店， 颇具规模。 原先的老同事带我去吃粉， 要了一碗牛肉粉，
大海碗， 浓浓的牛肉汤， 软软的手工粉， 加上剁辣椒， 吃得额
上沁汗！

退休这些年， 我四处旅游， 在昆明吃过过桥米线， 在广州
吃过沙河粉， 在厦门吃过兴化米粉， 在台北士林夜市吃过牛肉
肠粉， 桂林米粉全国都有上海也能吃到， 前不久去越南南方旅
游还吃了牛肉米粉。 出产大米的地方都有米粉呀！ 各地的米粉
各有特色， 但我更喜欢长沙的米粉， 因为它凝结了我黄金岁月
的记忆！

前不久， 朋友从微信上给我发来了新湖南大厦绚丽亮灯的
视频。 夜色中， 高近250米的大楼变化出奇幻的色彩， 迷人呀！
朋友问， 还记得到你当年住过的楼吗？ 我回答说， 今年一定回
长沙， 看看老朋友， 吃一碗地地道道的长沙米粉！

孙先富

清明节越来越近， 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
近些年来， 我每年清明节都去给父亲扫墓，
跪拜在父亲的坟前， 一一向父亲诉说着这40
年来我国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父亲
果真在天有灵， 他听着我一五一十地反映着
如今的变化， 我想， 他一定是欣慰的、 高兴
的。

父亲是1978年的正月二十四日去世的。
那年， 父亲才52岁， 我13岁； 那年， 也正是
我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那时候， 我还是个懵
懂少年， 父亲是个“正当年” 的劳动力， 正
因为父亲体质好， 在“农业学大寨” 的改河
运动中， 重活、 累活、 危险活他都抢着干。
有一天， 天还刚蒙蒙亮， 父亲就赶去十里开
外修河， 正好那天搭上了大型拖拉机， 很是
高兴， 可节省出不少走路的时间， 多做不少
事， 车还没停稳， 父亲就急忙从车上跳下来，
由于惯性的作用， 父亲摔了一跤， 受了隐伤，
父亲带着“隐伤” 依旧出工， 既不敢也不愿
去公社卫生院看病， 一是没钱、 看不起病，
二是怕耽误工， 总认为是点“轻伤” 不要紧，
过两天就好。 就这样一拖再拖， 十来天后，
父亲实在坚持不住了， 正好那三天他参加公
社召开的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三级干部
会议， 被大队干部强行拉到公社礼堂隔壁的
卫生院去做透视， 这时父亲的肺已烧成干枯
的桐梓树叶似的， 无法输液、 无法抢救了，

于是连夜就抬回了老家， 两个多小时后， 就
不幸与世长辞了。

逝者已矣， 生者如斯。 一转眼， 父亲去
世已40年了， 而父亲去世前的情景犹如刀刻
一般留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磨不掉。 那时候，
我家与中国所有农村家庭一样， 基本上是吃
了上顿难保下顿， 大多是用红薯、 萝卜及其
他五谷杂粮来充饥， 勉强着过日子。 父亲的
去世， 对我家来说犹如天崩地裂， 养家糊口
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 压得
我母亲喘不过气来， 白天赶着出工 ， 晚上
带着我们几姊妹打豆腐至深更半夜 ， 天
不亮她又挑着豆腐担子走村串户地去叫
卖， 累得连连吐血， 几近爬不起来， 真叫
人看着心痛， 欲哭无泪。 幸好， 在实在撑不
住的时候， 改革的春风徐徐吹来， “包产到
户” 一下子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只要肯卖力， 勤劳致富
不成问题。 我家也慢慢地变好了。 我读了高
中， 当了兵， 考上军校， 成了军官， 在部队
一干就是16年， 后来转业到了地方， 日子一
天一天在变好， 买了房， 买了车， 孩子也考
上了重点大学。 正如我母亲所说， 这样好的
日子， 不愁吃、 不愁穿、 不愁用， 安安稳稳，
一年更比一年好， 一代更比一代强， 还有什
么不满意的？

是的，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是一位80
多岁的老人发出的肺腑之言， 也是亲历新中
国成立、 亲历改革开放人们的共同心声。

公园里的老人
李文心

前阵子听表姐说过一件事情： 她家附近有一座公
园， 一位老人每天早上都会在一张长凳上坐着。 他似
乎一只眼睛病得很厉害， 走路也十分不方便， 但他会
从身边路过的第一个人开始， 笑得十分灿烂地道一声：
早上好！ 不管别人是否回应， 他都像看见老友一样热
情。 渐渐地， 许多不相识的人都和他成为朋友了。 比
如几个月不舒展一下眉头的刘三叔板着脸和他坐在一
块儿， 聊到最后会开心地笑起来； 比如一个生活艰难
的抑郁大婶哭哭啼啼地和他聊了一天， 后来很长时间
都没有那么压抑了……

说到半路， 我叫表姐打住： “你把他神话了吧，
哪会这么神奇？” 表姐弹了我一额头： “哪天带你见见
他好了。”

我当她是在开玩笑， 结果她付诸了行动， 并且效
率很高， 第二天大清早地就把我从她家床上拖起来，
原因是： 可以赶上老人家今天的第一个问好。

静谧的公园石子路上， 坐着一个戴了帽子的老人，
身形比较高大硬朗。 “王叔早啊！” 表姐直接上去喊
了。 结果老人回过头一“嗯”， 开心的笑容牵动了满脸
的皱纹， 十分暖心。 “早上好啊。” 声音沙哑。 姐一把
把我推过去， 说： “这丫头想和您聊聊， 我还有事先
走了。” 我瞪了她一眼。 天知道我是和父母吵架了才到
她这儿玩的， 以至于坐下来时都还没有消火。

老人堆着笑柔柔地和我聊了老半天， 把我的情况
套了个十之八九， 娓娓地说： “你个傻丫头……” 把
我说得云里雾里， 他又静听我诉说了很久很久， 并给
予恰到好处的引导。 他居然完全能理解我， 也许是丰
富的阅历， 也许是心灵柔和， 聊到最后我茅塞顿开，
泪已成行。

这就是他那神奇的力量———耐心与理解啊。

忆
长
沙，

最
忆
是
米
粉

表叔，
您身上是否留有“弹片”？

家祭无忘告乃翁

栀子花

汉诗新韵

(外一首)

(歌词)

杨卫星

我爱大山四季春，
春天长驻大山中。
晨雾轻飘春茶嫩，
黄梅雨洗竹叶青。
金风染红满山果，
腊梅枝头笑春风。
啊， 我对大山满腔爱，
深情溶进山泉中，
浇得春更浓。

我爱大山四季春，
山里有我好乡亲。
小伙心似大山美，
姑娘情比山泉清。
木屋楼下柴火笑，
深情酿酒醉客人。
啊， 我对大山满腔爱，
化作绿叶挂山林，
回报大山恩。

乡村三月茶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