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羊

我们从来没把母亲唤作母亲
我们叫的是
娘
老妈
姆妈
妈……

母亲是书面语

母亲大字不识几个
并不知道母亲这个称呼
更不知道这个称谓
在古老文字里的含义
在嗓门眼呼之欲出的情形
在蹉跎岁月的价值

母亲是圣词

我们只在诗词文章中使用她
在山河书卷中抚慰她
在夜深人静时呼唤她
平时， 我们使用的是她的同义词
用各种各样的语气
表达不同的意思

母亲是个走心的词

母亲的生日
头天一早便赶回娘家
扯上半斤辣椒
一把青菜
烧一只土鸡
安安心心陪90岁的外婆
把该吃的吃了
该说的说了
心满意足再回

当天依旧平平常常地过
只是要接几个电话
儿子儿媳从长沙打来的
女儿女婿从中山打来的
弟弟从东莞打来的
侄子侄女从各地打来的
祝福的话从早到晚
像生日蛋糕一样甜腻

过段日子
她还要到中山去为外孙过生日
到长沙去为孙女过生日
然后回娘家为外婆过生日
在这之前
她从来没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

母亲的样子
还记得她送我上学的那天
人家背的是帆布袋
我背的是布袋
人家穿解放鞋， 我穿布鞋
她的针线活全是晚上赶出来的
款式简单， 布料陈旧
我心里很嫌弃， 但不敢不穿

还记得小学五年级
几个玩伴经过一片秋天的橘林
因为舌底生津， 手脚生乱
被村干部一举抓获
一个橘子被罚了三十元
她把我痛骂了一个晚上
逼着我找二叔借钱
我自知无脸见人， 但不敢不借

还记得高三那年
她为了我能考个好学校
满心满意领着我到庙里求功名
我跟着她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
在一尊木菩萨前装香、 磕头、 许愿
喝下一碗纸灰泡制的圣水
我明知无用， 但不忍拂了她的心意

我的眼前经常浮现她
吃饭风卷残云的样子
干活粗枝大叶的样子
开心时心满意足的样子
难过时阴云密布的样子
生活中打小算盘的样子
骂人时咬牙切齿的样子
这些年， 她渐渐老了
就像一件功能简单的旧家具
失去了应有的光泽
但每当我想起她的样子
心中常常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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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梓

那一天， 刘年刚从澧水河独自骑摩
托采风回来。 说是采风，可以想象，他一
个人把车停在路旁，像个痴呆症患者，对
着晨光或落日里的澧水河，拍照片，和老
渔夫攀谈，看鱼虾，想事情，眼神时而像
李白、陶渊明，时而像杜甫，一待就是半
天，往往深更半夜才折返。

我们见到他时已是深夜十点多了。
我们，是指我和杨痴草。

杨痴草说，虽同在庸城，要见刘年一
面非常难。他要么外出，要么一个人关在
屋里写东西。他了解他，一般不会去打扰
他。

敲了三次门，刘年才出来迎接我们。
张家界学院在柳园为他配了一处小居
室。 他正在里间卧房的阳台电脑前写东
西。 打开门，一个憨憨的刘年赫然眼前。
他指着一对沙发，要我们坐。 我说，没地
方坐啊。 沙发上堆满了衣物、书。 脸盆摆
在地上，鞋子东一只西一只，塑料袋、各
种杂物都赶来开会似的。 卧室里枕头横
在床下，黄布棉衣堆在屋角，裤子、袜子
到处都是。窗台上层层叠叠的书，没有章
法。 简易厨房灶台上炒锅里的油垢厚厚
的一层， 饭碗里黑乎乎干豆角一样的东
西，刘年说那是茶叶渣。

想起刘年说过在北京，他连5分钟坐
下来吃早餐的时间都舍不得花， 尽管有
心理准备，当真正看到如此凌乱的房间，
还是有些心酸。但我知这心酸是多余的，
一个沉浸在文字中视诗歌如生命的人，
每一段花在诗歌里的时间才是真正带给
他幸福的。

最终我们还是坐下来了，拿起手机，
用延迟模式拍了三张合影照片。

其实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话想问，
但不知从哪里说起。 不敢耽误他太多时
间，我起身要走。 刘年说，你自己选几本
书嘛。 最终我选了两本， 一本是自己挑
的，一本是刘年选的。 他题的字，是正在

构思而未完成的诗句：“我不知道买了
船，是放在酉水的王村渡，还是澧水的枫
香湾”……他题字的时候，我在角落里转
悠， 忽地瞥见默默坐在窗台小凳子前专
注的背影， 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是什么的
滋味。那样的背影，真诚，虔诚，夹杂着孤
注一掷的悲壮。

喜欢刘年的文字，喜欢他的为人。他
的笔锋，坚韧、挺拔、隐忍、正直、向上，像
张家界的山，语言婉转、清丽、灵动，如金
鞭溪，宝峰湖，如悠悠澧水，内在骨峰和
外在柔美的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诗风，
契合他追求的人诗合一， 他忠厚诚实的
品格与文字紧密结合， 他是将个人生命
与诗歌融为一体的人。

其实行程很紧，最终决定见见刘年，
是不想给此行留下遗憾。 刘年是从张家
界走出的，我见过他最初的打印诗集《那
一船的烟雨》。

“山那侧，猛洞河，满河流光金黄色/
流光深， 流光浅/为谁放缓， 为谁留连，
暖，暖，暖。 清风袖，浪花手，拂尽一生尘
与垢/乌篷船，白叶帆/不载得失，不载悲
欢，远，远，远。 ”

他在扉页的诗歌观点里写道：希望
自己的现代新诗， 既能写出李煜的清
丽，又能写出杜甫的厚重，最好还能写
出几分李白的灵动。 诗集的后记《写得
最久的诗》里说：“有一首诗歌，很多年
了，都没有写完……我打算用我的全部
精力来写它……” 没写完的这首诗，就
是他自己。 他说要给它增加一些纯洁、
壮丽的东西，如青藏的雪莲，塔克拉玛
干的沙，不用夸张，不用排比，只用白
描，要把它写成他的诗歌中最动人的篇
章。

下楼时，看到那辆随他南征北战的
摩托车静静地蹲在大树下。 也许他即将
下楼带着它远行。 也许，他已折身坐回
卧房窗台的电脑前敲打着世界。 十多年
过去，当初的刘年和现在的刘年，除了
白发多了几根，除了叫人暗生敬佩的诗
才和口碑，他的执着、谦卑，他对诗歌的
信仰， 强大的内心， 一如那方山水，真
实、朴素，稳稳地立于天地之间。

孤独，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是
空气，是忠贞的、远远的爱人。

屋角有一只篮球，在我们的帮助下，
灌满了气， 也许它将在午夜的操场上被
拍起，向上投时，会看见天空那轮静静的
明月。

前两天读钱穆先生的《今天我们如
何读古诗》，有谈到《红楼梦》里黛玉教诗
的典故，“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砚微凹聚
墨多。 ”（陆放翁）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
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
要学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
因为王、杜、李、陶等人的诗不仅有形式
美，还有精神境界之美。学作诗跟做人一
样， 仅做一个外表健康干净的人是不够
的，更重要的是真诚善良，有大爱悲悯，
有毕生的信仰。

庆幸写诗之初遇见了刘年， 以及和
刘年一样自然之语言、 精神之灵魂的诗
歌和诗人。 身边很多人正是读了刘年的
诗歌喜欢上了现代诗。

张家界是我的故乡，因为诗歌，我第
一次真正走进它。 回来后写了很多山水
诗，也写了一首《张家界的夜》。在一个诗
人眼里，一座城是属于一个人的。在一个
诗人眼里，整个世界是属于诗歌的。

我知道， 对于你的思念只能在心
底收藏，不能长成忧郁的相思树，记录
岁月和你给我的每一刻印象。

我知道， 在我还没有能力走出庸
人们的圈套， 未能走过那片暗藏罪恶
的沼泽地时， 你我只能如隔河相望的
码头，看船来船往，任思念漫过河堤。
即使有桥，也未必能让我感到满足，何
况在我靠近你一步的时候， 你在躲我
一江、一海，甚至至今不见你。

我知道，你是只圣洁的白天鹅，或
为脚踩祥云的丹顶鹤。 在你的面前，我
将生长洁白的羽毛， 去掉服装大师们
的庸作，还有我的眼睛，不再为变色镜
所左右，只闪烁星星般的光芒。

范诚

正是橙花开遍时，我们来到新宁崀山。 不仅饱览
了崀山“丹霞之魂”美景，也领略了数万亩脐橙花竞相
开放的壮观场面。

汽车一进入新宁，窗外，一股股浓郁的芳香袭来。
使舟车劳顿，昏昏欲睡的我们精神为之一振。

这是什么花？ 太香了！

朋友告诉我们，这是崀山的脐橙花。新
宁夫夷江沿岸，种植脐橙30多万亩。 这时，
正是橙花盛开的季节，不是香飘十里，而是
香飘百里！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的骄阳把
大地装扮得格外美丽， 绿油油的脐橙叶在

阳光下闪着亮光，洁白的脐橙花则在和风的吹拂中
绽开了笑脸，芳香四溢。 我们不论是爬上骆驼峰丹霞
峰顶，还是置身脐橙基地，每天沐浴在脐橙花海中，简
直有点陶醉了。

在黄龙镇脐橙基地，我们看到了一番见所未见的
场景。

一辆辆外地牌照的卡车，缓缓地开进连片的脐橙
树丛中。 当地的老百姓，正在帮忙从车上搬下一个个

蜂箱，然后按次序摆放在车道边的脐橙
树下。 只见养蜂老板走近蜂箱，轻轻地
打开蜂箱门，一群群蜜蜂，很快飞出来，
“嗡……嗡……” 地叫唤着， 飞入脐橙园
中，迫不及待地采蜜去了。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每年的清明过后，崀山脐
橙开花之际，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一带的蜜
蜂养殖户， 专门租车将一箱箱蜜蜂带到崀山来采蜜。
这些养殖户都是走南闯北的，哪里有好的花源，他们
就奔向哪里。崀山因为生态环境好，脐橙花多，成为他
们每年必到的地方。 老百姓对蜜蜂是很欢迎的，因为
蜜蜂在采花过程中，会传授花粉，有利于脐橙的坐果。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上百外地蜜蜂养殖户来
到崀山，每户携带100———200箱蜜蜂。 一个月花期，
每箱可产蜜100———200公斤，产值近1000元，每个
蜜蜂养殖户可收入十多二十万元。而本地的蜜蜂养殖
户就更多了，达500多家。 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屋
前屋后就是脐橙园，蜜蜂采蜜更方便。 据农业部门统
计，每年新宁县仅脐橙花所产的蜂蜜，产量达100万

公斤，产值5000万元以上。
新宁地处湘桂边陲， 属华中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区，具有气候温和，光热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等特
点，适宜种植脐橙的土地面积达4万公顷。新宁县是我国
脐橙的发源地，现为全国四大脐橙出口基地县和国家柑
橘产业带脐橙生产重点县之一。著名的赣南脐橙发源地
江西信丰，1971年才从新宁引进华盛顿脐橙146株，首
批种植在信丰安西，带动了整个赣南脐橙产业的发展。

为了带动农民种植脐橙，脱贫致富，县里免费提
供种苗、技术，村里帮助选择适合栽种的地块，农技人
员上门指导。 起步三年，政府每亩每年解决1200块钱
的脐橙生产管理费用，直到第四年挂果为止。 为了扶
持缺少资金的贫困户，县里还可以给每一个贫困户解
决5万元扶贫资金，并拿出专门的资金奖励销售大户，
实施大户带动举措。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全县脐橙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32万亩，年产量达30万吨，年产值达10亿元。 截至目
前，已经带动全县近7万人口精准脱贫，35万人因此受
益，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梁瑞郴

已经记不得是第几次去崀山了。
最初的那次是30年前，邵阳市组织

“三山”笔会。 其时是崀山初创之时。 因
为初创，崀山的道路崎岖艰险，但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却给作家们留下深刻印
象。

在牛鼻寨景区，天不作美，大雨滂
沱，寒意袭人，登天梯时，大家都巍巍颤
颤，却突然有人放声高歌，山谷震荡，豪
气干云，鼓舞了大家的勇气，一行人无
一退缩。

逼仄只见一线天的天一巷，浪花翻
滚，水声轰然，登攀之中，颇有些毛骨悚
然之感，但登临之后，湿漉漉的攀登者
喝上一碗热腾腾的姜糖茶， 通体舒展，
迅速便获得一种征服自然的快感。

最艰难的莫过去登临八角寨，其时
的八角寨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且登临之
前大家已经走了几十里山路，许多人已
经气喘吁吁，双腿发软，这真是一段脚
力意志力与险途的较量，沿途，便不断
有“文曲星”遗落，最后登临巅峰，已所
剩无几。

崀山的最伟大最壮观景色非八角
寨莫属，所谓的鲸鱼闹海、龙头祭香、百
里云海，只有在天际壮阔的大幕拉开之
后， 才可领略自然给予人类慷慨的馈
赠。

而我对峎山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从
这艰难的跋涉中获得的。

此后多次去过崀山，尽管它的不断
变化和发展每次都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但几乎都没有第一次获得的原始之美，
探险之美，征服之美那般强烈，震撼，激
荡。

崀山，你是雄奇之美，壮阔之美，险
峻之美。 丹霞地貌所赋予大自然的一切
瑰丽，你都无一遗漏地收纳于怀中。

但你豪放之中， 仿佛缺了点什么？
此后多次在崀山的游历，在寻寻觅觅之
中，总未能获得。 即便是泛伐于扶夷江
上，也只是获得崀山山水的灵动。

崀山的美，是自然之美，从任何一
个角度，你都会感受到自然的伟力和神
奇，数年前，我曾主编过一本《崀山天下
红》，得以全方位审视峎山丹霞之美，那
时我就不无遗憾地感叹崀山似乎缺少
点人文之美，如今，我终于有了些许的
发现。

这是一座湘西南特色的木质山庄，
这种山庄在近年旅游开发大潮中并不
鲜见，但这座山庄因它依偎于崀山丹霞
绿水之中， 深藏于崀山白云深处之中，
就显出别样的韵味，远远看去山庄鳞次
栉比，错落有致，让人有归于林泉，心生
恋栈之感。 这还仅仅是远观的感受，若
是登堂入室，这山庄才真正让你领略深
深的魅力。

你若漫步山庄，时时会感受它浓浓
的文化气息，它脱俗而不弃俗，湘西南
民居的特点， 使它与这片山水浑然一
体，但它又突破民宿世俗的特点，以诗
书琴画装点出丰富的内涵，它不是那种
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土豪打扮，而是
恰到好处给你送上悦心的精神美餐。

若是春雨秋风， 夏荷冬梅之时，你
在山庄与二三好友，品茗话谊，品味人
生滋味， 听偶尔一声山鸟破空的声音，
你又会升起无限的禅意，领会人生的真
谛，哦，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奋
斗之后，也需要灵魂的安静，精神的慰
藉。

梦圆2020征文

百里脐橙香

崀山的美

遇见最好的山水

(刘年，本名刘代福，1974年
生，湘西永顺人。 著有诗集《为何
生命苍凉如水》《行吟者》，散文集
《独坐菩萨岩》。 )

鸟的歌
谢乐勇

我多想收藏起你的歌声，
在每一个清晨， 你赶赴约会般
地在我的床头啼鸣， 让我在梦
与阳光的交界处品尝生命的乐
趣。

你如笛似箫般的嗓音，让我
有种上升的感觉。我想让所有的
人都聆听你的歌声，可我不知道
该怎么做，最好的办法是不是让
那些空洞的叫喊即刻消失。

你能像风吗？ 能像阳光吗？
你是微笑着的母亲般的脸吗 ？
我只知道大地在你的歌声中
获得了灵感， 那些青春的草，
不是吗？

每夜，窗外诱饵般喷香着的那些声音，永不能引我进
入他们热烈的氛围， 我似乎在证明着一个永恒的定律，没
有孤独，便没有与此相背的喧闹。

让我独守一方，走入缤纷世界的另一种境界，让我充
当维持世态平衡的角色，我不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一切
均因为我的安静与沉默。 我无法为世界的客观规律去献出
我自己，只是我发现，我愈来愈背离这让神仙都垂涎的人
间乐园。

我似乎只能是棵树，在高山，在平原，在盆地，不论何
处都不能离开土地、阳光和水，我的根系属于土地哺育长
大的先人们。

人们在我的身上看到新生层的嫩绿和古老岩层的苍
老。

守候 我
和
一
棵
同
生
同
灭
的
相
思
树

汉诗新韵

母亲的称谓 （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