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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忘忧
管弦

萱草，黄花菜，是饱含着母亲的情
怀的。

看，新鲜的黄花菜，多么美呀，浅浅
嫩嫩的绿色中带着微微淡淡的黄。她原
来的名字叫做萱草、谖草、忘忧草，也在
优美动听中洋溢着来自心底的喜悦。

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
亲和孝亲，被赋予了深厚的内涵。 古时
候， 母亲居住的北堂门前往往种有萱
草，人们便雅称母亲所居为萱堂，于是
萱堂也代称母亲，沿用至今。 为女性长
辈祝寿，都尊称为“萱寿”。那时，游子远
行前，会在北堂前种上萱草，希望减轻
母亲对孩子的思念， 让母亲忘却烦忧，
这和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 中解释的一样：“萱本作谖。 谖，忘
也。”《诗经·卫风·伯兮》里那位吟诵“焉
得谖草，言树之背”的妇人，也是因为思
念远征的丈夫和孩子，在家居北堂栽种
了萱草，借以解愁忘忧的。的确，在那飘
逸雅致的绿黄色中，忧愁，是会慢慢地
消失殆尽的；希望，会一点一点地升上
来。

“萱草忘忧”啊，诚如三国曹魏时期
的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萱草会令人
心情越来越好。 拥有好心情，是天下母
亲对孩子最基本的祝愿了。相传秦末农
民起义领袖陈胜就遇到一位这样好心
的老妈妈。 陈胜幼时家境贫寒，又身患
疾病、全身浮肿，常常乞食度日，幸得这
位好心老妈妈送些萱草给他， 教他煮
食。 陈胜食用一段时间后，慢慢忘记了
自己的忧愁，身体痊愈，并逐渐强壮起
来。 之后他与吴广组织农民起义，成为
历史上有名的农民领袖。

后来，因为“今东人采其花跗干而
货之，名为黄花菜”。（《本草纲目》），萱
草就被唤作了黄花菜。 细细想来，颇有
深意：观赏怀想的时候，“萱草”更富有
诗意和温情， 买卖食用的时候，“黄花
菜”更平实和质朴。 这就如同黄花菜鲜
品和成品的区别。 那深黄色的成品，是
让人很难联想到她的年少光华的。就好
像一个人，老了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记
得住、想得起她曾经青葱如水的模样儿
呢？

而妈妈如花似玉的模样，却是深深
长在我的心里的。我常常喜欢依偎在我
的妈妈身旁，看她过去的照片，回忆过
往的点点滴滴；我也喜欢端详妈妈现在
的容颜，每一丝皱纹中，都藏着她对我
的爱。轻声絮语中，我看到时光如梭，从
我们身边一寸一寸地飘向远方。 其实，
在人生长河中， 青春的光阴并不是很
长，很长的是日渐衰老的时光。 在如歌
的岁月中，我看到带给我无数欢乐的妈
妈， 内心深处慢慢凝聚了圆融春光，这
春光令她容颜饱满平和，令她姿态从容
淡定，从而别有一番风采。

黄花菜就像妈妈一样啊， 愈是成
熟，愈是镇静宣发而魅力十足，还具备
了安全实用的食用价值。 新鲜的黄花
菜，不适合食用，她含有一种叫做“秋水
仙碱”的物质，这种物质本身无毒，但经
过胃肠道的吸收后，会在体内氧化成为

“二秋水仙碱”， 具有较大毒性， 要在
60摄氏度高温时才可以减弱或消失。
因此，食用黄花菜之前，需要花费一定
的时间和精力，按一定的程序耐心细致
地加工处理。

于是，在黄花菜成熟的夏天采摘她
时，一定要赶在正午时分黄花菜开花之
前（花蕾状态）。 若那时不摘，她便会开
花，开出黄色花儿的黄花菜虽然美得炫
目，却不适合食用，因为开花后形状会
有变化，不利于加工。摘下黄花菜后，先
要放进蒸笼里蒸上一阵，再铺在太阳底
下晒干， 最后用干净塑料袋装好封存。
食用前从塑料袋中拿出，用清水浸泡一
阵，方可炒食或开汤食用。

黄花菜非常适合气郁体质的人食
用，对于女性，她更给予了格外深切的
关怀。例如，她可以治疗妇女产后抑郁、
奶水不足、乳痈肿痛、通身水肿等病症，
直接取用成品黄花菜2至3两，用清水浸
泡后把水倒掉， 再换清水500毫升煎
煮，每日服用300毫升，理气解郁、消肿
止痛的作用很明显。

这样精细的加工过程和食疗效果，
宛若母亲带给我们的无私关怀， 细致、
深刻、长久。所以，北宋药学家苏颂说黄
花菜“利胸膈，安五脏，令人好欢乐，无
忧，轻身明目”。那么多生动的赞誉的词
儿，真是没错的。

摇曳在阳光里的黄花菜啊，是盛夏
一道洵美的风景。 若是开在春天，也会
博得很多人的观赏与喝彩吧。 不过，真
正内蕴深厚的，是不会在意掌声之有无
的。 就像母亲给予我们的欢乐，早已浸
透在每分每秒的时光里，绽放着独特的
光芒。

易博文

心里没有标准，往往陷入纠结。
很羡慕别人戴手表，从实用角度讲，人手一个手机，根本

不需要手表计时，从审美的角度看，戴手表才有必要。我羡慕
这样的人，羡慕这样的有品位的生活。但是，如果戴一个很次
的手表，会不会反而显得乡巴佬？ 戴一个高级的，又舍不得
买。犹豫了很久，一直停留在了口头上。可能老婆想让我开心
一下，又或者她听得烦了，那年去泰国旅游，就下了个大决
心，终于买了一块。

戴了没多久，又觉得烦了起来，一怕丢，花了一大摞钱
呐，丢了会心痛。 二来也不舒服，勒得手腕上一个印子，夏天
出汗，尤其不方便。 后来又看到了一篇文章，说有一种“极简
生活”，要“做减法”“抛弃烦琐”“快乐生活其实很简单”，受到
影响，觉得手表首先可以减掉，所以就戴戴停停，大部分时间
丢在了柜子里，懒得理它。每次再戴，都得上发条，调时间。心
里又想，这样不经常戴，就像汽车不经常开一样，可能反而坏

得快些吧？ 但仍旧戴得少。
讲到汽车，也是一个纠结。一辆东风本田的CRV，买的时

候销售商愿免费加装前后保险杠、左右踏脚板，也不肯再降
价，于是抱着不装白不装的占便宜心理，加装了这些东西，觉
得蛮漂亮的。时间久了又发现，这东西这么重，长期装在车上
跑，加重了车的自重，会不会耗油？ 要不要拆掉？ 于是做保养
的时候就问师傅，一问才知道，不能拆。 由于要固定前保险
杠，车身上打了两个孔，如果拆了，两个孔就露出来了，好丑
的。 只拆踏脚板不拆保险杠呢？ 也丑。 只得算了。

后来出了一次小碰撞事故， 去修车，要换前保险杠。 过
极简生活的机会来了。拆了，省油一点；留着，漂亮一点。反复
权衡，犹豫不决，忍不住跑出门去，到停车场里一辆一辆地看
车，看没加装保险杠踏脚板的车到底有多丑。看了半天，也没
定下来。

正在这个当口，无意中见到了《论语》中的一句话，一下
子就定下来了。《论语·雍也》章记载说:“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

人如果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而文采多于朴实，又有些
华而不实。 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

我恍然大悟：这正是我心里的标准啊。 我一向讨厌华而
不实的东西，但是，如果过于朴实，只讲实用，极简，减到不能
再减，最后减掉的当然是装饰，是美，陷入“粗野”，这也不是
我想要的。 原来，我内心里住着一个君子，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他修齐治平，他文质彬彬。 所以，我才想着要
买手表呀，所以，我才舍不得拆掉加装的保险杠和踏脚板呀。

想明白了，纠结自然而然地没了。 手表，经常戴着；保险
杠和踏脚板，继续留着。 而且，平常买衣服，还心安理得地讲
究起品牌来了哩。

美，在新时代里，不也是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一部
分吗。 喜儿还有一根红头绳哩，我们为什么要极简？ 就算是为
了消费升级作贡献，也不是罪过吧。 这样一想，心态平和了。

还得补一句，内心里住着一个君子，并不是说，我是一个
君子，而是说，我向往做一个君子。就像附庸风雅是走向风雅
的第一步，没准走着走着，我就真成了一个君子。

青春张家界
欧阳斌

1988———2018,张家界这30年走得有点苦
不苦不行啊
大庸，留给你的有山有水
也有破烂的村舍和城市
有灿烂的文化，也有陈旧的习惯和思维
你注定要在破与立、贫与富之间作选择
在守业与创业、开放与闭塞之间作选择
不苦，哪里有路

1988———2018,张家界这30年走得有点累
不累不行啊，
虽然你拥有三千奇峰，但全养在深闺
你拥有八百秀水
但全是未经雕刻的璞玉
你渴望融入世界
但路不通，多崎岖
许多人只能踮起脚跟望着外面叹息又叹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始于片砖
你清晰而又坚定地吐出一个字:逮
要逮，哪能不累

1988———2018,张家界这30年走得有点急
不急不行啊，
许多旅游城市已经走了几十年甚至更久
功已成，名已就，财源已滚滚
许多国际旅游市更远远地走到了前面
他们优雅的聚会中没有你，
他们高调的评比中没有你
从大庸身上遗传的血性让你不甘人后
从群峰之中凝聚的坚毅让你敢为人先
30年，你始终不服输，你一直在追赶
你用武陵的精神、湘西的蛮劲
走过了别人60年甚至160年才能走过的路程
不急，还谈什么追

30年，你走过来了
你一路开拓与创新、一路艰辛与汗水
用毫不松懈的步履走过来了
终于走到了中国旅游城市的前列
终于走进了世界旅游名城的方阵
终于当之无愧地舞起了湖南旅游的龙头

30年了，我的张家界，青春的张家界
中国的张家界，世界的张家界
你浓缩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旅游发展史
你彰显了一座旅游新城不屈不挠的精神
多想擦擦你额上的汗水说，歇歇吧我的张家界
但我知道你不会停步，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宗林

春分时节，绿拥翠叠，花枝叶茂。 好一幅鲜活
的春明景和图！

在这春的画卷中， 最显斑斓的莫过于湘丰集
团的飞跃茶叶基地。 高明的画师在原本杂草丛生
的三千亩坡地上尽情地施展才艺。 茶园连绵起伏、
错落有致、色彩斑斓。 置身茶园，清凉甜润的芬芳
迎面拂来，不由分说直往五脏六腑里灌，给人醉在
春风里的体验。 茶树稍上， 一片片嫩芽似阳雀吐
舌，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灵动。

是他———汤宇，湖南湘丰茶业集团董事长，用
一片小小的茶叶将原本单色的土地装扮的五彩缤
纷，将一个微弱的产业拨弄得风生水起。

初见汤宇， 很难从其脸廓神态上找到业界精
英、企业大佬的元素。 微黑的肤色，花白的寸头，憨
憨的笑容，少言且有丁点结呐，活脱脱一个朴实憨
厚的地道农民。 然而，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农民，
却在同样朴实的乡土上，用近30年的坚韧执着，开
创了一片产业富民的新天地。

汤宇对茶的钟爱，缘于一个古老的传说。
话说当年美髯公关羽，未经哥哥刘备授命，擅

自带着五百精锐千里奔袭，誓取长沙，以建功业。
时值盛夏，酷暑难当，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昼夜兼
程，几天下来，已是人困马乏，只得在离长沙城百
余里处暂作休整。 当地百姓用房前屋后种的茶叶
熬了数十锅浓汤以解人马之渴，浓汤喝下片刻，奇
迹旋即发生， 人畜都像注了鸡血般兴奋， 马嘶人
呼，山摇地动，五百将士皆脱掉盔甲，轻装策马，锐
不可当……于是， 这个地方就取了一个有厚重历
史沉淀的名字———脱甲，就和武圣连在了一起。

脱甲这个地方种茶历史悠久， 家家户户都有
城里人才有的饮茶习惯，这里的人活得气定神闲，
安然且高寿。 汤宇朦胧地感觉到这方山水具有茶
叶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没有和同龄人一样，
茫然加入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浩浩荡荡民
工潮，而是笃定脚下这片沃土，毅然承包了脱甲乡
办茶场。

“茶树是一个生命体。 种茶，是经营生命，你护
理精心点，他就长得快一点，产得多一点，回报好
一点；你怠慢他，他也就糊弄你”。 农人自有农人的
哲学。

血性中的坚韧执着支撑他义无反顾， 砥砺前
行。 自打承包了乡里的茶场，那些歪歪斜斜、病病
怏怏的茶树就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用他的话说“心
思比花在爷娘身上还多”，育苗、嫁接、剪枝、培肥、
除草、采摘、制作……茶叶生产的每个环节、每道
工序他都亲力亲为， 用脑用心。 在他的苦心经营
下，茶场面貌焕然一新：老茶树绽了新枝，发了新
芽，展现出新姿；新植的茶林更是枝繁叶茂，蓬勃
向上，郁郁葱葱。 天道酬勤，承包第二年，茶场就扭
亏为盈。

几年的承包，茶场被拨弄得红红火火。 之后，
他不顾当时家境的穷酸， 拿出了全部家当再东拼
西凑，竞拍到了茶场30年的经营权。

汤宇进一步合纵连横，对业界散、小、差的基
地和企业提质改造，将其整合在自己的旗下，打造
茶界航母。 整合后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参股企业
达到19家，自有基地面积达到5.5万亩，联营基地遍
布全省主要茶区，面积超过50万亩。

湘丰集团主打产品的名称叫“为人民服务”，
他们不是借用伟人的名言沽名钓誉， 而是在昭示
和践行一种理念———产业富民。 强大起来的湘丰，
没有将利润作为唯一追求， 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更
多投向贫困地区，投向贫困群众，汤宇形象地说：
“湘丰做得再好也只是一棵茶树，只有将更多的地
方、更多的农民带起了，才能变成一个茶园。 ”于
是，他们投巨资在古丈、桑植、沅陵、石门等贫困地
区建设茶叶基地，再通过基地连接贫困农户，采取
帮种苗帮资金帮技术包销售的措施， 使数千贫困
农户摆脱了贫困，有些还步入了富裕行列。

蒋雨岑

过年的时候，我作为我家的“代表”
回了一趟老家去走亲戚。 乡下姑姑家请
客请得晚，爸妈都去上班了，只有我因
为放寒假有空。 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和
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

好在一起动身的还有一个表姐和
一个伯伯。 表姐和伯伯虽然不是年年都
会回来，倒也是经常走动，对老家熟悉
得很。 在回老家的路上，窗外虽年年都
是相似的风景，车内的人却有年年不同
的心境。 想着小时候总是跟着一大家子
人回去，可以边在路上吐得昏天黑地边
和侄儿侄女们打打闹闹，到现在竟也可
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靠在窗边一路睡
过去，就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其实，说是我的老家，可我却从未
在那里生活过，只是每逢清明都会按时
回去祭扫。 但爸爸总和我念叨说，那里
不仅仅是爸爸生活的地方，同样也是你
的根，虽然你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你
的根就扎在那里， 这是永远不可改变
的。

爸爸对老家的感情，我懂。 那座青
山里藏着的，不仅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
痕迹，也是我的根。 也许“根”这个字对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太虚拟太缥缈，
总是不似长辈们的感受那么深切，然而
当我真正身处在那青山绿水的环绕之
中，耳边听着长辈们聊着过往，说着大
伙总是爱凑在哪家看电视，哪家门前枣
树结了枣，敲一敲就会落满一地枣子引
来一堆孩子，又或是他们过去捉迷藏总
爱藏在粮仓或是堆积的柴火中。 细细听
他们这些旧事， 那画面竟也能勾勒出
来。

其实，在我还是个被抱在怀里的婴
儿时，就已回去过老家了，然后年年都
去年年都见。 我妈常和我说，小时候不
该把我留在老家玩， 大抵也就待了两
周，想来大概是迷恋上了乡间的田里的
鱼和老家的枣树，整日和邻居家的孩子
顶着烈日蹲在稻田边抚摸稻谷穗子或
捉青蛙摸小鱼。 我妈去接我时，竟然一
下子没认出来。 也就两周，她看见一个
又黑又瘦的小女孩蹲在路边，穿件玩得
脏兮兮的背心和小裤衩子，胳膊上腿上
布满了蚊子包，叫她心疼得要流泪。

长大后，再回老家就再没什么熟识
的孩子跟我玩了，可贪玩的性子却依然
不改，照样跟着姐姐哥哥带着侄儿侄女
们满村子跑。 清明，除去扫墓的时间，也
只能趁着大人们吃饭聊天的空档，赶紧
把自己的饭两口并做一口吃掉溜出去
玩，这儿摘摘树上的木耳，那儿摸摸沟
里的小鱼。

然而，这次再回到老家，不仅是身
边的人变了， 树上的木耳也找不到了，
抓小鱼的沟渠也被填平了，甚至连曾经
挤成一堆的猪圈现在连一头猪都找不
到了，整个村子里安安静静的，没有猪
的哼唧声，没有犬吠声，甚至连鸡鸭的
嘈杂声都稀少了，叫起来孤零零的。 按
理来说新年正是乡下最热闹的时节，竟
比不上城里的年味浓，想来是因为住在
村子里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吧。

后来，我们家清明节一起去扫墓的
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些和我们一起扫
墓的亲人，现在也躺在了曾经我们深一
脚浅一脚爬过的山岭上，静静地等待着
我们像以前看望其他家人一样一年一
次地去看望他们。 有位常和我们一起扫
墓并为我们带路的爷爷，最近几年都会
对我们说，这路很难找，但你们一定要
记得路啊，要是我不在了，你们别找不
着他们了。 这话听起来令人很伤感。

一年只来一次的老家，曾经在我看
来总是一成不变的， 可其实细细想想，
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变，事在变，人也
在变。 真怕有一天这里会变得让我会找
不到自己的家人，找不到自己的“根”。

内心里住着一个君子

湘丰

不
能
丢
的
根

汉诗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