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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平

农家的窗口， 就像我童年时的一双眼睛，晶
莹纯洁。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衡东县霞流
镇白杨村。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除了贫困和饥饿，
就是全家9口人挤在两间不到30平方米的泥砖房
里。 窗户很小，泥砖砌成的，不到一平方米，直直
地支撑着几根木柱， 再用两根竹篾条打上一把
“大叉”，一年到头糊着报纸，光线昏暗，报纸常常
烂了换，换了又烂。 后来，娘从街上扯来几尺薄膜
用图钉钉在窗户上，屋内光线居然强了不少。 娘
喃喃地说：“要是家里有木头窗子，装上玻璃就好
了。 ”

透过那扇昏暗的窗户，我眺望通往村外那条
弯曲的羊肠小路，看到乡亲们出的“集体工”，穿
的棉布衣，吃的红薯糙米饭，点的煤油灯，个个面
黄肌瘦，缺乏生气与活力。 几个天生不安分的人
偷偷摸摸将鸡蛋贩到城里，被当作“资本主义的
尾巴”挨批受斗。 那时我总是睁大迷惑的眼睛问
自己，乡亲们一天到晚勤扒苦做，为何连肚子都
填不饱？

农家的窗口， 就像我青年时的一双眼睛，清
澈明亮。

1980年，家乡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我家分
到了8.9亩责任田，“交足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剩
下的都是自己的。 ”乡亲们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经过三年日夜苦战，家里有了“余钱剩米”，爹
娘麻着胆子决定拆掉老屋，建成白衣港改革开放
以来的第一栋新房。 没有泥砖，就地取材，赶来耕
牛踩砖泥，放出了2000多块泥砖；没有瓦，将厚厚
的稻草盖到屋上。 新屋有140多平方米，5间住房
每间都有一个大窗户，窗户全用木头做成，抹上
桐油，装上蓝色玻璃，外面的世界尽收眼底。

透过那扇明亮的窗口，我猛然发现：窗外的
世界变了不少，政策放宽了，被称为“投机倒把”
的黑市解冻了； 胆子稍大的村民可以挑着大米、
鸡蛋、鲜鱼等农副产品自由买卖，名正言顺走南
闯北做生意了；亿万农民不再死死地捆在一块土
地上，可以“八仙飘海，各显神通”了。 大哥承包了
村里的碾米厂和电灌站，赚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的
“第一桶金”；弟弟买来拖拉机，一天到晚在外为
村民犁田、耕地、运肥、拉货；爹带着二哥安心种

好责任田，粮食亩产过吨；我走出山村，成了第一
个进城的“打工族”……我家的家业越搞越兴旺，
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村里修了一条通向山外的机耕道，村民告别了肩
挑背驮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和机械设备。“耕地不
用牛，点灯不用油”已不再是春天的童话。

农家的窗口， 就像我中年时的一双眼睛，睿
智深邃。

2000年，大哥和弟弟突然宣布一个惊天动地
的决定；拆掉那栋刚满20年的泥砖茅草屋。 兄弟
齐心，其利断金，经过一年苦战，两栋崭新的红砖
青瓦屋屹立于白衣港的青山绿水之间，如鹤立鸡
群。 最显眼的是前后两排大窗户，全部用的铝合
金玻璃四开窗，挂上了深蓝色的窗帘，与城里的
居民楼没什么区别，赶上了时代潮流。 随后，窗外
绿色的山坡上，不少农家的土砖房变成了小洋楼
和小别墅。

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世世代代的“泥腿子”被
衡山县委宣传部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后又调到
衡阳市委机关工作； 大哥一家10口人举家进城，
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弟弟到广东做生意，将本地
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送上广东人的餐桌，不但在城
里买了门面，还买了住房。 如今，我们住房装的是
落地式的“断桥”双层玻璃窗户，不但光线明亮，
隔音效果好，而且高端大气上档次。 透过那宽敞
的窗口，我突然觉得：我国改革的步子越来越快，
力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好。 乡亲们观念更新
了，胆子更大了，脑子更灵了，发家致富的路子更
多了，国家惠民政策的实施让乡亲们更有“获得
感”。

站在敞亮的落地式窗前， 透过窗口看外面，
村里的机耕道已经拓宽硬化为水泥路，装上了路
灯，晚上村民伴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乡亲们不
再烧柴，用上了电和天然气；大家以家乡农产品
作为“大后方”，不断开拓“前沿阵地”，由农产品
转向建材、电脑、五金、互联网生意，百万富翁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从泥砖木头窗、 红砖玻璃窗到铝合金窗，再
到落地式双层玻璃“断桥”窗，这
些变化不但展示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和向往， 更映
衬了一个时代前进
的缩影。

杨明龙

上世纪70年代初期， 父母为了在城里上班
方便， 把我寄养在乡下奶奶家。 我在苗山深处
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在奶奶家生活的那几
年时间里， 我印象最深的是喝油茶。

奶奶家地处山高水冷的大苗山， 水稻产量
极低， 风调雨顺， 野兽不来“光顾”， 亩产也只
有250公斤左右,� 交足农业税和爱国粮,� 生产队
(组)人均口粮约200公斤。 为了节省粮食， 奶奶
家每天只安排吃两餐米饭， 而且只能吃个半饱，
必须辅以红薯、 芋头、 苞谷等杂粮， 早餐与中
餐主要是喝油茶。 那时候食油奇缺， 奶奶每次
打油茶只放几滴油， 或用一丁点肥肉在烧红的
铁锅里划三道圈就算是放了油。 缺油的油茶汤
又黑又浓， 仅浮着几粒玉米籽、 几片红薯干，
喝进口又苦又涩， 与喝中药无异。 每到喝油茶
时， 我就当“逃兵”， 跑到隔壁萧家看他们喝油
茶， 萧家奶奶端来的油茶喝进口， 与奶奶打的
没有区别。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为什么乡下祖
辈们喜欢喝又苦又涩的油茶呢？ 每次我当“逃
兵”， 奶奶毫不客气把我抓回去强迫我喝， 我就
装肚子痛， 吵着要吃米饭。 有时我吃了碗中的
玉米籽和红薯片， 把茶汤偷偷倒进狗碗里， 唤
小黑狗来喝。 小黑狗嗅嗅茶汤也摇着尾巴走开
了。 “难道小黑狗也有意见？” 我在心中想道。
奶奶见我把油茶汤倒了， 叹气说道： “你是身
在福中不知福， 我小时候连这种油茶也喝不上
呢。”

到了该读书的年龄， 爸爸接我进城上学，
我好比出了苦海见青天， 发誓再也不喝奶奶家
这种又苦又涩的“中药” 了。

十年寒窗苦读， 90年代初我被长沙一所大
学录取。 接到录取通知书第二天， 我回乡下老
家向奶奶报喜、 告别。 奶奶格外高兴， 眼睛笑

成一条缝， 夸我
有出息， 急忙进
厨房打油茶招待
我。 我听说是打油茶头皮发麻，
紧张地拉住奶奶的手， 劝她千万
不要客气， 千万不要……奶奶见我的狼狈样哈
哈大笑起来： “真是个大傻宝， 你还记住十多
年前的老皇历？ 如今我们是倒吃甘蔗， 一节更
比一节甜啦！ 你放心， 奶奶打的油茶包你满
意！” 一会儿， 油茶端上来了。 仔细一看， 油茶
碗中有我最喜欢吃的黄豆、 花生米、 糍粑、 阴
米， 内容很丰富， 不是过去那种既苦又涩的中
药味,�而是集香、 甜、 咸、 辣于一体的鲜汤。

奶奶告诉我， 自从改革开放春风吹到苗乡，
苗家人户户勤奋， 种阳春个个卖力， 水利设施
得到改善， 十年九旱的山村早已成为历史。 现
在改种杂交稻， 粮食早已过关， 家家户户都建
有高标准的小茶园， 花生、 黄豆等经济作物都
选用良种， 产量较十年前翻了两番。 农户们的
食油早已不成问题， 再也不划油圈了。 玉米、
红薯、 马铃薯多用来作饲料养家畜家禽， 奶奶
家的种植、 养殖收入每年上2万元， 生活一年比
一年好。 有几户年青人在县城办起了油茶店招
揽游客,�旺季每天营业额上千元。

听了奶奶的介绍， 喝着奶奶亲手打的油茶，
我感到格外欣慰， 一连喝了六大碗才罢休。 从
奶奶家的油茶的变迁中， 我看到了苗乡改革开
放的希望和鼓舞人心的美好前景。 油茶习俗传
承千年不变,�油茶碗中的“内容” 却随社会的发
展而变化。 苗乡油茶的变迁是改革开放40年生
活变化中的一个缩影， 老家的祖父辈们永远告
别了苦涩的过去， 正在向小康社会快步迈进。

大学毕业那年， 奶奶因病去了天国， 我再
也喝不到奶奶打的油茶了。 当我再端起油茶碗
时， 就想起了饱经风霜、 慈祥和蔼的奶奶。 所
以， 每次喝第一碗油茶时， 我就依照苗乡的传
统古俗悄悄地将油茶汤往地上洒一点点， 先向
奶奶敬献油茶， 以慰她在天之灵。

奶奶， 您在天国还好吗？ 阴间有油茶喝吗？
如今，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 油茶口感越
来越好啦。 前几年苗乡油茶习俗被批准列入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又被列入
旅游开发项目， 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双重保护。
我按苗乡传统习俗， 在每年清明扫墓时到奶奶
坟前敬奉油茶； 每年农历“七月半” 接“老客”
时， 也燃香点烛接奶奶回家“喝” 油茶……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四十年来家国

透过窗户看变革

油茶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肖畅

59年前的1959年6月25日， 辞别
故园32年的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
作家周立波写了一篇散文 《韶山的
节日》， 记录了当时人民看到毛泽东
的欢乐景象。

59年后， 同样是6月， 湘潭作家
杨华方写的长篇历史小说 《红色第
一家》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其
中最后一个章节 《一个人的回家》
也写了毛泽东当年回韶山。 该文以
跨越时空的手法， 让毛泽东站在坟
前， 与坟内父母进行心灵的对话，
他将六个亲人带出去却没有带回家，
面对父母时内心的沉重、 愧疚与悲
恸展露无遗。 《红色第一家》 从人
性化的视角， 讲述了一代伟人家风
的故事。

一张琢磨了几十年的照片

杨华方出生时， 家乡属于湘潭
地区， 后参加工作、 读大学都在湘
潭。 杨华方从小就喜欢读书， 十二
三岁时就读过周立波的 《山乡巨变》
《暴风骤雨》， 也看过他写毛泽东回
故乡的散文 《韶山的节日》， 散文描
绘的人民看到毛泽东回韶山的欢乐
场景， 真诚热烈， 让他对伟大领袖
心生热爱崇敬之情。

14岁那年， 杨华方在沅陵读书，
看着同学们都去了北京， 他因家庭
问题不能去， 便想“不能去北京，
我到毛主席家里去”。 他一个人上了
大客车， 经常德、 过长沙， 3天后终
于扒上去韶山的火车。 当他站在想
象过无数次的毛泽东故居前坪， 激
动得“连头皮都震颤起来了”。

在上屋场， 在田埂或蜿蜒的山
路上， 杨华方重温着周立波笔下当
年毛泽东回韶山时的欢乐景象。 当
他站在毛泽东父母的坟前， 不由得
想起一张毛泽东在父母坟前的照片。
照片里的毛泽东低着头， 面色凝重，
满是沉痛和悲伤。 他此时在想什么?
与父母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默然了
许久， 最后说了句“前人栽树， 后
人乘凉” 才离开坟墓 ?杨华方琢磨
着。

10年后， 杨华方参加工作， 一
有机会就去韶山， 就站在毛泽东父
母坟前琢磨。 一次， 他专程来到韶
山， 看了毛泽东故居， 又到毛泽东
家对面的汤瑞仁家， 坐在大门口望
着故居， 想着， 毛泽东当年不愿去
米店学徒， 是怎样和父亲叫板的呢?
毛泽东在外读书回家过年， 会怎样
和弟妹们说他在外面的见闻呢?他坐
在门口琢磨着， 一直发呆到太阳偏
西……

因为常去韶山， 杨华方除了寻
思毛泽东在父母坟前在想什么， 他
又对毛泽民穿西装的照片， 杨开慧
和毛岸英、 毛岸青的合照琢磨着：
毛泽东对弟妹们要求很严， 毛岸英
从苏联回， 毛泽东就要求他换下从
苏联穿回来的呢大衣， 照片中的毛
泽民怎么会穿西装打领带呢?杨开慧
和毛岸英、 毛岸青有一张合影， 毛
泽东怎么没和他的妻儿合影呢?……

2009年，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想
拍一部毛泽东和他六位亲人的电视
剧， 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编剧， 时任
省作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的龚
政文推荐了杨华方。 副台长杨为民
几次来湘潭找杨华方， 却被杨华方
以没琢磨透婉言回绝。 直到2010年4
月， 杨华方参加中国作协“走进红
色岁月” 采风活动， 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作家一起沿毛泽东生活工作过
的韶山、 井冈山、 延安等地边看边
议， 琢磨了几十年的照片后多年积
累和沉淀的素材一下子都被激活，
形成了一个个“手握重权， 只为人
民服务， 不为家人谋私利的家风故
事”。 这部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扶持
作品的长篇小说 《红色第一家》， 经
过8年创作打磨， 今年终于面世出

版。 同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毛泽东
和他的六位亲人》 也在筹拍中。

前仆后继的“历史群雕”
和“中国故事”

毛泽建剑断南岳衡山、 杨开慧
魂归长沙识字岭、 毛泽覃战死福建
红林山 、 毛泽民从容就义迪化 、
毛楚雄命殒宁陕城隍庙、 毛岸英
血洒朝鲜战场……在 《红色第一家》
中， 杨华方将“毛泽东和他牺牲的
六位亲人” 这条历史长藤精心浇灌，
一幅以毛泽东为核心， 众多亲人前
仆后继的“历史群雕” 跃然纸上，
并由此折射出了一个中国伟人的家
风传奇， 一部惊天动地的“中国故
事”。

当年， 毛泽东走进历史风云，
并带领他的兄弟姐妹一一投身革命。
在他的引导下， 大弟毛泽民、 二弟
毛泽覃成长为红色政权的高级财经、
军事干部， 小妹毛泽建是湘南革命
武装的巾帼英雄， 杨开慧是丈夫人
生路上的知音和亲密战友， 毛泽覃、
毛楚雄、 毛岸英是骁勇果敢的战场
英豪。 尽管如此， 作为领袖和兄长、
父辈的毛泽东， 不仅要求家人以党
和天下为公， 并以毛氏家训、 家诫
要求家人， 手中有权， 是为人民服
务的， 只有为人民牺牲的权， 没有
为家人亲戚谋私利的权。

于是在作品中， 杨华方精心选
取毛家清正家风、 廉洁奉公的故事，
将毛泽东浓浓的夫妻情、 兄弟情、
父子情、 伯侄情蕴藏在对亲人的深
情思念中， 包裹在对家风家训的反
复叮嘱中， 升华在一幕幕催人泪下
的生离死别中。

在他的笔下，“孝悌家庭顺，清忠
国祚昌”“正大传耕读， 公平作商贾”

“王法警心畏，阴功用力禳”“持身俭，
则自尊自立；治家俭，则家业兴隆；为
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等毛氏
家训家诫， 被多次穿插在毛泽东与

“管着公家钱财”的毛泽民、大方泼辣
的毛泽建等亲人的对话当中，并在只
有“一张简易的木床，简便的书桌和
书架，一把粗糙的木椅”的家、将收藏

多年的黑色夹大衣作为送给儿子的
结婚礼物、看望曾想谋得一官半职却
被拒绝的3位有恩于毛家亲戚的叙事
铺陈与细节处理上，得到凸显。

而让毛泽东的形象更生动、 更
具震撼力的， 是亲送毛岸英抗美援
朝的场景。 面对周恩来、 李克农等
领导的劝说，毛泽东说：“作为一个领
导人， 自己有儿子， 应该带头……
如果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 只派别
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 这还算是
什么领导人呢?” 当收到儿子牺牲的
电报， 毛泽东的丧子之痛虽溢于言
表， 却向一旁安慰他的叶子龙摆摆
手说： “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不
要因为是我的儿子， 就当成一件大
事……”

毛泽东家中一个个亲人前仆后
继 ， 献身国家和民族的“中国故
事”， 一次次舍小家为大家的“中国
精神”， 使这一家众多亲人前仆后继
的“历史群雕” 更加厚重、 沧桑，
直击心灵， 并在人性化的叙事视角
以及巧妙的渲染与裁剪中， 产生了
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

《一个人的回家》 直戳心灵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
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每当杨华方轻声念起余光中的 《乡
愁》， 那张琢磨了几十年的照片中，
毛泽东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悲伤、 愧
疚和对亲人的怀念， 就如电影般在
杨华方的脑海浮现。

2014年， 《红色第一家》 最后
一章 《一个人的回家》 由 《湖南文
学》 发表， 并被 《中华文学选刊》
选载， 被专家誉为全书的“诗眼”。

《一个人的回家》 艺术性地再
现了一个“指挥几十万人马与几百
万军队的蒋介石抗衡， 最后攻下辽
沈， 拿下平津， 横渡长江， 建立一
个新中国” 的革命领袖， 在褪去伟
人的神圣外衣后， 以普通人身份重
返故里、 祭扫祖坟的艰难心路， 语
言质朴， 对白真切， 时空交错， 扑
面而来的悲壮、 凄惶、 心痛， 让读
者几不自持。

“在山里的招待所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他便身着白衬衫， 迫
不及待地大步往坟山走去。” 随后，
在主人公的步移景换中， 读者置身
在“蜿蜒的山路” “耸天的松树和
杉木” “翠绿的灌木” “荆棘丛中
伸出白色或黄色的小花” 的乡村图
景中， 尝到了“鸡桃子” “野葡萄”

“狗舌子” “皮箩” 等原汁原味的野
果， 看到了在夜校给乡亲们上课的
杨开慧、 双手打算盘的毛泽民、 身
穿灰军服的毛泽覃、 剪着小平头的
毛楚雄、 将封建校长赶出校门的菊
妹子， 以及“面容总是那样和蔼可
亲” 的母亲， 还有“目光冷峻， 板
着脸” 的父亲。

“回来了？ 怎么只你一个人？”
“泽民、 泽覃呢？ 菊妹子呢?还有你老
婆儿子呢?他们怎么没回？ ……你怎
么不带他们回来看我和你娘？”“什
么？不能回来了？你，你这个东西。”父
亲严厉而近乎尖锐的质问、 指责与
训斥，让毛泽东“深怀愧意”“心如刀
绞”。 遥想当年亲人在畔， 妻儿在
侧， 后来在历史的洪流中， 他带着
开慧、 菊妹子、 泽民、 泽覃等6位亲
人先后出去“闹革命”， 如今重返故
里， 却形单影只、 愧疚深重。 其实，
父亲的追问又何尝不是他的自我诘
问呢?何尝不是他内心里两个“我”
之间的对话呢？

“他们，他们……”“弟妹和我妻
儿、侄子他们，他们……”“儿子有负
于你们， 他们的尸骨已埋在异国他
乡，不能回来了。 ”“我也想让他们回
来陪二老，可是，可是……”小时候，
父亲每次骂他，质问他，都被他有力
地驳回去，而这一次，已过花甲之年
的毛泽东，“却第一次在这个农民父
亲面前嘴舌笨拙了，结巴了，面对父
亲，满脸愧疚”。

一抔黄土， 奈何阴阳两重天。
主人公此时内心的纠结与矛盾， 对
亲人相继牺牲的悲痛与自责， 在杨
华方跨越现实与历史鸿沟的大胆想
象里， 在坟里坟外两代人的心灵对
话里， 聚焦、 放大、 点燃， 并最终
在赤子之爱中升腾： “他要让全世
界知道， 中国这头东方的睡狮醒过
来了， 中华民族受他人的欺侮将成
为历史。 而他的家， 他个人的一切，
于一个国来说， 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种“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的牺
牲力量， 深厚而直达内心， 真挚而
直戳灵魂， 不由得让人心潮澎湃，
热血贲张， 震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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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第一家》

杨华方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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