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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信

一闪而过的高铁， 每每令我思绪万千，
记起40年前往事， 忆起那个年代。

小时候， 我有一项特殊的使命， 就是陪
同妈妈到广州去看服役的爸爸。 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 交通很不发达， 出行基本上靠走，
长途就搭少见的公共汽车， 再长途就搭绿皮
火车。

那时， 年轻美丽的妈妈怀抱着我去一趟
广州真不容易啊！ 妈妈左手抱着我， 右手提
着重重的行李， 都是些平时在家舍不得吃的
邵阳猪血丸子、 腊肉、 麻糖、 红薯蜜饯、 油
炸糖薯片和花生。 事实上这些土特产大部分
被爸爸的战友、 老乡吃了。 行程是从老家村
子里走15公里山路到县城， 搭公共汽车到邵
阳再到衡阳， 住一夜， 由衡阳坐火车到广州。

1971年春,我3岁， 探亲返程途中发生了
一件意外。 那夜， 爸爸在广州火车站把妈妈
和我送上火车后， 给我买了一包花花绿绿的
水果糖。 妈妈作为军属大方、 热情、 好客，
立即分给车厢里的乘客吃。 对面有个穿军裤
的中年妇女主动拉话， 说也是探亲回家的军
属。 第二天到衡阳转车， 那人与妈妈一同下

火车， 自称不识字， 请妈妈帮忙买一张回北
方的火车票。 妈妈二话没说把我交给她抱着，
帮她排队买票。 妈妈买到火车票以后大吃一
惊： 那人抱着我不见了！ 妈妈凭着母子连心
的直觉， 判断对方向北而去， 加快脚步追赶，
走了四五里地， 远远看见亲手缝的包着我的
小花被， 抓住了她。 妈妈从那人怀里夺下我，
将我抱得更紧了。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到广州去看爸爸就
不需要搭长途公共汽车了。 1977年9月， 邵
阳地区析置为涟源、 邵阳两个地区。 1978
年， 身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的爸爸带着我
们来到新组建的湖南省军区涟源军分区， 回
到了故乡， 从此一家人再也没有离开娄底。
娄底是湖南省最年轻的地级市， 经过我父母
一辈人的努力， 已由一个偏僻山冲冲变成了
耀眼的湘中明珠。 他们这代人是推动改革开
放历史进程的主力军。

大学毕业后， 我一直在远离父母的城市
从事公安工作。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交通
运输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高铁引领时
代， 近几年我到广州办案， 乘坐高铁仅用2个
多小时就能到达广州， 深深感受到今昔交通
状况的巨大差异。 每次路过衡阳， 我的目光
都不自觉地在车窗外搜寻， 似乎看见了年轻
美丽的妈妈怀抱着我匆匆而过的身影， 我的
眼眶湿润了。 妈妈！ 我的心在呼唤！

每次回家， 退休多年的妈妈满心欢喜，
依旧把我这个老儿子当小孩子看待， 次次像
知道我读书打了满分一样高兴， 问寒问暖间
倒茶上水果， 夏天帮我打扇子， 冬天让我烤
火， 临别打发一大堆我喜欢吃的食物。 真是
妈妈在， 家就在。 有家的感觉真好！

以前， 每次离家， 妈妈都要送我到楼下，
陪我走到住宅小区大门口， 直到看不见我。
近年妈妈腿脚不便， 仍然坚持送我到家门口，
直到我转过楼梯间， 她又转到窗户边， 我反
转身， 总能看见五楼窗户上妈妈的双眼和苍
老妈妈的手在向我挥动……

于是， 我的双眼里挂满了泪花。 现在交
通便捷了， 我会常回家看望母亲。

廖瑞莲

老家在雪峰山群峰环抱的一个皱褶里，
叫安江镇， 是怀化洪江市的一个小镇。 父母
家在小镇郊区， 进城有公交车直达， 也可步
行而入城。 近几年，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每次回家都感觉到耳目一新。

小镇周边全是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水稻
田， 一到雨水泛滥的4月， 田埂终日泥土疏
松泥泞不堪。 每次回老家农村， 我都会在车
上准备一双长筒胶雨鞋， 因为， 从水泥马路
边再到家门口有一小段泥泞的田间小道， 会
让你足下沾满泥浆， 毁掉一双好好的鞋子。
下车换鞋是最明智的选择。

4月中旬的一天， 我回乡下老家看望父
母， 带着我那双专门备用的一年中仅回老家
时才会穿的胶雨鞋。 这次回家， 发现村里的
路已全部扩建成了水泥路了， 两米多宽的水
泥路像玉带一样伸向了各家各户， 真方便
啊！ 下车后， 我提着那双胶雨鞋， 疑惑地看
着脚下干净整洁的水泥路， 犹豫着该不该换
掉皮鞋。

我想起了30多年前， 我上学时的情景。
同是这条路， 那时候， 去学校上学， 路都是
田埂小道， 雨天泥泞不堪， 我会穿着雨鞋去
学校。 那时村里的孩子每人都有一双雨鞋，
只为上学时穿。 大家都是一样的， 没有谁觉
得谁难看。 但后来我到城里读书， 每次下雨
时， 我脚上的胶雨鞋沾满厚厚的黄泥， 走到
教室里， 一步一个黄泥巴脚印， 收获了同学
们满脸的惊奇目光， 也不乏鄙视的目光， 像
刺一样扎在我身上。 不知情的城里同学还以
为我刚从田地里劳作回来， 让我好不尴尬！
胶雨鞋， 成了我难以言说的痛。

当年跑通学时， 学校要求参加晚自习。
每次自习结束回家， 没有月亮时那截田间小
道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 走过时心里发
毛。 现在不同了， 一路上全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支高高的路灯静立路
旁， 仿佛亲人在等待着夜归的家人， 让人倍
感温馨。

当我跟70多岁的父母说起这些往事时，
父亲淡淡一笑说：“现在的日子好得真是当初

做梦也想不到。 现在农村人到了60岁， 每月
不做事都有养老金， 还有农村合作医疗， 即
使有个三病两痛的也不怕了。 不光吃穿不用
愁， 还有电视啊手机啊电脑上网啊， 跟城里
人过着一样的生活。 想当年为了能吃饱一顿
饭， 上山为人家砍整整一天柴。 那时最大的
愿望是能吃饱肚子！” 父亲说的往事我听不
止一个同村的长辈说起过。 父亲说：“感谢党
的政策好， 实行改革开放， 让我尝到了劳动
致富的甜头。” 是的， 改革开放让勤劳的父
母有了施展能力的机会， 他们成为村里第一
个承包鱼塘养鱼的人， 也是村里第一个敢于
走出家门， 坐上火车南下广州买鱼苗的人。
那时， 村里许多人连火车都没见过。 父母的
勤劳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我们家成为村里第
一个买洗衣机、 电视机和电风扇的人家， 也
是第一个将全家三个孩子全部盘出来考上学
校走出农门的家庭， 这让我的父母在村里着
实风光了一把。

这次我回到老家。 父母一眼看到我提在
手中的胶雨鞋笑了，说：“这东西也该退休了，
以后再也用不着了， 恐怕要进历史博物馆
了。” 他说得没错。 老家建设美丽乡村， 新
修的道路宽敞平坦， 三四层楼的新颖别墅比
比皆是， 家家房前屋后花团锦簇， 走到哪儿
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没有汽车尾气的污
染， 多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是个比城里还
要舒服的地方。 离家几百米远的隆平大道的
接通， 方便了村民们的出入。 而带领人们走
出雪峰山大山的怀邵衡高铁开通了， 更激发
了许多人美好的梦想， 他们雄心勃勃踌躇满
志地准备发展乡村旅游。 老家乡村的美好蓝
图正在人们面前展开。

郭垂辉

今年2月1日，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活跃在湖南文坛的
农民作家、 全国劳动模范李绿森走完了他80年的人生历
程。 半个月后，噩耗传到我的耳中，顿时，身心被悲痛凝
固，眼睛被泪花模糊。

去年12月， 绿森兄从安仁辗转至长沙、 郴州检查病
情，被确诊为肺癌。 我鼓励他树立信心，不要被病魔吓倒，
并计划等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定去安仁看他。

没有料到这么快他就走了。

20出头，他成为活跃在湖南文坛的农
民作家

绿森兄是安仁县城关镇人， 生于1938年。 他出身农
家，6岁丧父，10岁辍学务农。 小小年纪的他，白天下地劳
动，晚上在农民夜校读书，1956年开始学习文学创作。 上
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 是绿森兄文学创作的黄
金时期，农闲时他经常被抽到省文联、省作协参加文学创
作和读书活动，听著名作家周立波、康濯、蒋牧良讲写作
辅导课。这一时期，他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200篇，湖南
人民出版社曾为他编辑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春雨》和
《老粮秣轶事》，他创作的儿歌《打铁忙》曾被选入湖南省
高中三年级语文补充教材。

由于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 绿森兄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1960年6月出席了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和新闻界的群英会；同年7月又出席了中国文联第三次理
事（扩大）会议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了参会人员，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也正是因了文学创作
方面取得的成就， 绿森兄的人生有过改变命运的一次极
好机遇。1960年，湖南省决定从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业余
作家中选调一小批人调入省文联和省作协， 或从事专业
创作，或从事文学艺术的管理服务。这份拟调名单中就有
李绿森，而且通知已经下发到县里。在绿森兄准备办理调
动手续时，县委书记劝他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搞文学
创作不要急于进大机关，现在把生活底子打扎实一点，积
累更多的素材，对你搞创作更有利呵。这位县委书记一直
对绿森兄十分关爱，话也讲得很有道理，绿森兄调省城的
事情就这么搁下来了。

后来由于“文革”的到来，加上一家七口的生存压力，
绿森兄的创作灵感受到了严重压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国的形势好转，省文联、省作协一次次邀他参加文学创
作班、读书班；文学刊物的老朋友一次次向他约稿；面对
这些关心，他一次次哭了，他脱不开身，也抽不出时间写
稿。就这样，绿森兄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都是一
个地道的农民。他担任过的社会职务是两届县人大代表、
三届县政协委员，担任过的实职是村党支部副书记、镇农
技站不脱产的副站长。

1998年，是绿森兄的花甲之年，也是他的大喜之年，
县、市劳动人事部门根据相关政策审批，按事业单位职工
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领取退休金，还有全国劳模津
贴和补助，使他的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

“文革”中，他为大作家康濯当了一回
保镖

1968年夏季，郴州有几位文艺青年经过合计，挂出了
一块“文艺界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牌子，并放风出来，要
把省里“文艺黑线”头目拉到郴州来，揪斗著名作家康濯。

听到风声后， 我告诉了郴州对康濯比较熟悉的萧育
轩、李绿森、袁伯霖、唐春健等业余作者，在那样的大形势
下，大家都想不出对策，只能顺势而为，做些斡旋工作。于
是，我们找到那几位文学青年。我向他们介绍了李、萧、袁
等几位的身份和作品，一听说李绿森是农民作家、全国劳
模，在北京开会见过毛主席、周总理，萧育轩是工人作家，
创作的小说《迎冰曲》轰动了文坛，那几位青年都很惊叹：
没想到郴州还有这样的角色。这样，斡旋就有了良好的氛
围。 关于批判康濯的事情，他们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
只文批，不搞体罚，特别是要保护好康濯的人身安全。 他
们要求由我们去与省文联交涉，把康濯“揪”到郴州来。大
家商讨后，觉得由我们的人去省文联“提”人，对保护康濯
的人身安全有利，于是，把去长沙“押护”康濯的任务交给
了绿森兄。 为什么选择他？ 一是因为他老实厚道；二是他
约一米七的个子，黝黑的脸庞，粗壮的身躯，一担能挑百
多公斤。有这样一个力大的汉子守护在康濯身边，足够让
那些挑事者胆寒。

在郴州的批判会结束，绿森兄同康濯还有萧育轩、萧
柏崇、袁柏霖、唐春健一走出大门，就被一群人围住了，当
看到这些人一个个打开笔记本，要求康濯签名留念时，大
家紧张的心才放松下来。 事毕，大家把康濯送到火车站，
然后由绿森兄护送回省文联。

1987年夏， 即将调北京工作的省文联主席康濯来郴
州调研，在与郴州的业余作者座谈时，还谈起了自己“文
革”中的这次郴州之旅。

67岁，参加“文化长征队”重走长征路

2004年秋，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70周年，安仁
县的三名文化人自发组织了一支“文化长征队”，他们的
行动计划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重走长征路。 “文
化长征队”的发起人是安仁县文联主席、马恩列传记作者
罗范懿，其他两名成员是绿森兄和民间艺术家陈赞文。

2004年10月18日，“文化长征队”的三名队员身着
迷彩服、背着行李、扛着红旗从江西瑞金徒步启程。经过6
个月的长途跋涉， 穿越10个省市自治区、89个县市，于
2005年4月15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半年时间，三名队员在
一步一步丈量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同时， 举行报告会
70场， 刷写宣传标语700余幅， 雕刻永久性石刻标语70
幅，走访调查当地老红军和老百姓700余户（人）。 安仁县
三名文化人重走长征路的活动在湖南和全国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 中宣部给予了表扬， 全国许多媒体做了大量报
道，《湖南日报》还开设了专栏。

参加“文化长征队”时，绿森兄已是67岁的老人了，作
为年近古稀的长者， 背负着15公斤的行囊， 顶风冒雨前
行， 辛苦可想而知。 尤其是攀爬2142米的老山界， 翻越
4500米的夹金山大雪山，挑战又是何等的严酷。雪山的气
候变化无常，大雾来时，什么也看不清；风雪大时，能把人
畜卷走；山上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弄不好就可能陷入十
几米深的雪潭。“文化长征队”到达夹金山下时，乡政府选
派的藏胞向导看绿森兄这么大年纪， 怕他在大雪山上倒
下，劝他坐汽车绕过雪山，绿森兄坚决不肯。 在爬夹金山
大雪山4500米主峰时， 三个人爬了四个小时还没有到达
两公里处。 绿森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断用手将围在
脖子上的羊毛衫高领尽力往外拉，范懿、赞文看他嘴唇乌
紫， 将他扶在露出雪面的石块上坐下， 因担心他深度疲
倦，一时睡着就会永远醒不来，只好不停的呼唤他。 就这
样爬一段，休息一会，终于在天黑前翻越了大雪山。

在夹金山下宝兴县城时， 他看到了县委门口公布的
全县特困生名单，看着看着，双眼的泪水就出来了，回到
住地，他马上和妻子通电话商量，要筹措点资金，他要资
助3名藏族孩子。 他恨自己本领太小，自己的资助只是杯
水车薪。

在重走长征路的征途中，沿途的所见所闻，一路的所
感所思，让绿森兄的创作灵感和激情迸发，有十余篇作品
在《湖南日报》、湖南“红网”刊发和推出。 其中《长征的种
子》获得2004年度湖南省报纸优秀新闻（副刊）作品一等
奖；《翻越大雪山》 获得2005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
一等奖。 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华民族和谐促进会、
影响力人物杂志社、中国影响力传媒网等单位组织的“中
国骄傲———第五届中国时代十大卓越人物”征评活动中，
绿森兄获评“中国时代十大卓越人物”。 当年一同出席全
国群英会并在文代会上一同向周总理敬酒的82岁农民作
家刘勇说：李绿森，你这是枯木逢春，老树开新花。

为人忠厚善良，有口皆碑

绿森兄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侯美英勤劳贤惠；三
个儿女中，两个儿子上过高等学府，女儿学医，都很优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13年绿森兄被摩托撞翻、脑
伤未痊愈时， 妻子美英突发脑动脉血管瘤及蛛网膜下腔
出血， 由县人民医院转送长沙湘雅医院开颅抢救，8天后
才苏醒过来。美英前后陆陆续续住院14个月，绿森兄一直
守在病床前，每天为妻子擦洗按摩，不时拉着美英的手在
她耳边呼唤， 唤起妻子的记忆。 妻子很长时间都不能行
走， 天气晴好的日子绿森兄就把她背上轮椅， 推她去公
园，去农贸市场，去县城的大街小巷。 为了让妻子能够走
下轮椅，恢复自由行走，绿森兄又撑扶着妻子学走路……
经大半年的锻炼，美英不用撑扶也能行走自如了。左右邻
居都说，李绿森不仅是劳动模范，还是个模范丈夫。

绿森兄的突然离去， 让安仁县认识和了解他的人都
十分痛惜，县委县政府领导上门慰问了他的家人。安仁县
总工会受市总工会委托，为他举行了庄重肃穆的送别会，
让人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社会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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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退休的胶雨鞋

躬耕田野 讴歌时代
———追记农民作家、 全国劳模李绿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