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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跃东

半月前，做狱警的朋友老金喊我去一趟雪峰
山，他说我熟悉山里的情况。我答应陪他前往，也
有很久没去山里转悠了， 但具体时间定不下，安
排两次都临时取消了。

老金在市中院的门口接访， 参加案件的调
解。天气十分炎热，老金一手拿着冰镇矿泉水，一
手摸着笔记录诉求，但他却没记录几个字，默默
地听着，最后把一块湿毛巾顶到头上。 申诉的人
见他不记录就坐不住了， 老金却把湿毛巾递过
去，说凉一凉吧，人家不耐烦了，丢下一句“莫名
其妙”走人了。

老金告诉我， 有一个年轻人约好在这里见
面的， 一直不见来， 也联系不上， 所以早想喊
你一起去他家看看。 老金对这个人很上心， 这
里面必有故事， 就问他是什么情况。 老金说，
干脆铁下心明天去山里一趟， 不然不知要拖到
什么时候。

第二天早上，下着小雨，我和老金开车赶往
一百多公里外的乡下，寻访一个出狱不久的年轻
人。 我问，都已经出狱了，还要这么操心吗？ 老金
叹说，人是讲感情的，你拿出真情，他们信任你、
依赖你，就把他们放不下，不想看到自己的心血
白花了，总想帮他们在追讨公正、化解纠纷上想
想办法，要是再次进来了，不是滋味！

老金告诉我，今天要见的是小张，他的案子
有点问题，小伙子最早流露过出狱后要报复对方
的想法，开导多次，建议他出狱后起诉；他就自学
法律，也帮他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他思维越来
越理智了， 曾经说好回家找到证据后一起谈谈
的，但出狱两个多月了，一直未见联系，会不会有
什么事！

小张家在雪峰山腹地，我们一路打听，才找
到进山的路。 山路两边是青翠的竹林，时有飞瀑
飘过，空气清新，沐浴一般的舒畅。深山与外界接
触少，山民纯朴，我觉得住在山里面十分安宁和
惬意，没有鸡零狗碎的烦恼。

我正要向老金询问时， 他接了一个电话，一
个明天就要出狱的人的亲属来到监狱， 想见见
他，约过几次了。 老金告诉对方，现在山里面，回
来见面细谈。 这又是一件什么事呢，缠得老金气
都出不来！

老金告诉我，这个小伙姓谭，牵进一桩矿山
事故案，坐了四年牢，平息了矛盾，矿主答应出狱
后给他二十万元补偿，他现在很纠结，心里没底，
那个老板最近也传话过来可以见面谈谈，他很信
任老金，想让给个主意。 这个事之前就听小谭说
过，因为不了解事情的经过，老金不好草率地给
出意见，还是当面问清楚再说。

正要深一步交谈时，车子开进了小张他们的
村子。到了小张家，他却不在屋里，一月前下广东

打工了。小张的父母在，知道我们的来意，连连感
谢老金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 然后要杀鸡留
饭。 为了弄清情况，老金决定做一回客，慢慢交
谈，但提出要付饭钱，一人五十元。 老人说，你们
是贵客，哪能收钱，能来就是看得起，提钱就见外
了。

我们喝着米酒，谈着家里的事。 小张当年在
广东被骗参与一桩诈骗案，判了五年，表现好减
了一年，拉他下水的是村里一个人，没有受到影
响。小张原来打算控告的，回来后不打算告了，让
对方懂得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去了广东。
小张父母说，儿子能想得明白，要感谢金警官平
时的帮助，一直把他当个正常人看待，让他树立
了信心，出狱后觉得不必把矛盾延伸下去，增加
怨恨。 这个人心里有数，最近托人过来表示了歉
意。这情却还只是个开始，老人说，这几天有人上
门来给儿子提亲，女方也在广东打工，用手机发
了照片过来，妹子很漂亮呢。说着，老人掏出手机
来……

米酒喝得很起劲，小张父亲不停地给我们夹
菜，我觉得身上一阵阵的发热。 老金开始想给小
张打个电话，后来一想不打了，让老人转告来过
就行。

然后我们离开了， 饭钱当然没有付出去，我
给老人发了一包烟，他高兴地接下了。

下午四点多，我们赶回监狱，见到了小谭和
来接领他的哥哥。 老金买来一个西瓜，几个人一
边吃一边谈。西瓜吃完了，事情也了解清楚了。老
金一抹嘴巴说，这个事我不多说了，你觉得这笔
钱该不该拿，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接着，老金把上
午在小张家遇到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小谭听了后，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就是就
是，我就是有点把不准，才要跟你说说，总有点担
心。

老金说要走了，拍着小谭的肩膀说，出狱就
跟出浴一样，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哪些东西能
往身上放，你懂的，是不！

小谭连连点头，说是这个道理，心里有点感
触，但是不能想得通透。 老金笑着说，要多洗浴，
没什么难的！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范诚

“六月六，吃肥肉。 ”这是我
们幼小时的顺口溜。

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故乡
称为“尝新节”，又称半年节。 因
为这一天要吃新米饭，还有好酒
好菜。 孩子们自然最高兴了，因
为有肉吃了。 而吃肥肉，可以说

是当时孩子们对美食追求的最高境界了。
这时，其实稻谷并没有完全成熟。 就是双季稻中的早

稻，谷粒还呈青色，没有变黄。 但在当时粮食普遍紧张的岁
月，老百姓都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 尝新，既是一种
吃新米饭的体验， 也是一种对能吃上饭的美好生活的追
求。 因此，尝新节就成为农家除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外，最重要
热闹的节日了。 其中还包含着感谢祖宗和天地神灵，祈求庇佑五
谷丰登之意。

六月六尝新节，以前据说是庄严而隆重的。 旧时代以宗族为
单位，要进行重大的祭祀和庆典活动。 这天一大早，村村要杀猪宰
羊，家家要杀鸡宰鸭，置办好香烛纸钱，先要将猪羊头及新采的稻
穗瓜果蔬菜等，恭恭敬敬地祭供在宗族祠堂的供桌上，焚香祭祀，
祭拜天地祖宗。 要舞稻草龙、狮子等，欢娱神灵龙王，以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宗族的祭祀活动结束后，农家的尝新开始了。 各家都要煮一
鼎新米饭。 说是新米，其实没有那么多新米，往往是采下一些比较
成熟的稻穗，将谷壳剥开，将新米混在老米中一起煮。 还办出一桌
丰盛的酒菜，先把好酒好菜供于神龛下，点起鞭炮，焚香烧纸，祭
祀祖宗先人。

然后，主妇要盛一碗新米饭，夹上一些菜，把狗叫到大门前的
土地前，让狗先尝。 第一碗新米饭给狗吃，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
矩，因为据说稻种是狗从天上偷来的。

在故乡邵阳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
传说远古的时候，天神发怒，洪水滔天，万物绝种。 为了拯救

万民，神农要他的白狗到天上去偷谷种。 白狗飘洋过海，找到了天
神的晒谷坪。它机灵地在谷堆上打了一个滚，让身上沾满谷种。不
料被天神发现了，派出天兵天将去追杀它，将白狗赶入天河。 白狗
拼死回到人间，但身上的谷粒都在天河里被水冲掉了，只有翘在
水面的狗尾巴上还粘有一些谷种。 神农将这些谷种撒向大地，才
有今天的五谷稻米。 为了感谢狗的恩德，神农就定下每年收获新
谷的第一碗新米饭，要给狗尝的规矩。 我们见到地里的狗尾巴草
为什么都是高高翘起，直指蓝天的，就是因为狗尾巴为保护稻种，
所以一直翘着的。

这个时候，男主人也要把事先从地里割来的三蔸半熟的稻苗
拿到牛栏，恭敬地请牛尝新。 因为牛是农家的帮手，先给牛尝新是
为了报答牛的功劳。

这些仪式结束后，全家人才按老幼顺序围坐在桌边，等最年
长的尊长尝了第一口后，大家才依次动筷尝新。

辛苦劳累了半年的人们，尝新节是难得的节日，可以尽情欢
娱，举杯畅饮，好好放松休息一会。

在新宁麻林、黄金一带，这一天，活动又有不同。 这里是高山
地区，居住的是瑶族。 他们不尝新，因为山中水稻才栽下去不久，
还没有抽穗，远不到成熟尝新的时候。 但作为一个重要节日，必杀
猪宰羊，办好酒好菜，将亲戚中的长辈老人接到家中，热情款待，
住上一到两天，让老人们心情大悦，眉开眼笑，主人家才算尽到礼
节。

老街的记忆
段思婧

烟雨迷蒙的季节，我回到这古朴的老街。 短短几百米的石板
路，承载着数不清的沧桑。漫步在光滑的青石板上,我仿佛又回到
了孩提时代。

当红日刚刚探出脑袋，老街总是微闭着半醉半醒的眼睛，从
容地迎接每一个鲜活的早晨，阳光毫不吝啬地洒满一地，老街丢
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当大雨咆哮，雷声怒吼，哗哗的雨水一滴滴
从锯齿状的屋檐末端落下，在墙角溅起一朵朵跳跃的水花，然后
顺着板间的勾缝流走……

邻里街坊早起的是那些忙农活的大人们， 此时他们大多从
田间回来，烟火顺着各家屋顶瓦隙袅袅升起，风一吹，歪歪斜斜
带着几分醉意。 随后熟悉的吆喝声便开始此起彼伏，“卖早糕嘞”

“卖豆腐脑”……那浓重的乡音从街头传到巷尾，有时悠长的一
声，也会惊起熟睡中的孩童，他们爱睡懒觉，这时他们也会赶紧
起床，揉揉惺忪的睡眼，来不及回味夜里甜蜜的梦,便拉着妈妈买
糕点美食去了。

老街那青砖旧房，墙体斑驳，颓败的纹理依稀可见，陈旧的
木门上，早已褪色的“除旧迎新”对联还在，幽静的木屋子，深锁
着满院的旧时光，锈蚀的门把似乎还残留着祖辈掌心的温度；窗
子是木头做的，颜色深得有些微微发黑，窗的上方精心雕刻的花
纹还是那么经典。 冬至后，挨家挨户的窗台楼阁，晾晒的家常腌
味腊肉也算是老街的一道风景线了，这时的老街，好像一张泛黄
的旧照片，在温热的日光下，仍闪烁着古朴的活力。

檐角的阳光在一寸寸往下移，老猫在暖阳下打着盹，小狗在
撒着欢，当年，每当大人去上工，老街就成了孩子们嬉戏的乐园。
我们在这里抽陀螺，打纸板、跳屋子，踢毽子、下棋，每每不亦乐
乎。 肆意玩闹的我们兀自欢欣，我们才懒得品读老街的过往。

当夕阳的余晖抚摸着街口的石阶时， 一条条板凳从各家搬
了出来，吃晚饭的人们端着大碗坐着边吃边聊，稍晚点的提着潲
水桶拐过街角，往猪栏走去，孩子们或仰头数着满天繁星，或哼
唱着朗朗上口的童谣：“月光光，紫光光，星儿崽，坐前堂，老街
口，话家常。 ”有时不远处焚烧秸秆的烟雾飘向老街，头上几只夜
鸟飞过，发出归巢的欢叫声，此刻母亲也会唤着我的乳名，喊我
回家吃晚饭。

长长的老街，没有喧嚣闹市的浮华，沧桑老街，古风犹存，它
留存的那份空灵依然如一幅意境深远的古画。 晚风带着丝雨在
徘徊，温润的青石板光影斑驳，我的思绪在朦胧的烟雨中渐行渐
远。 岁月静谧，流年无语，老街温和慈祥，恰好可以安放一颗安然
的心……

周伟

你在长诗《漂木》里
向裸者致敬
向秋天最甜的那颗石榴致敬
我们在十月的金黄里
向诗人洛夫致敬
向岁月枝头上那份淡淡的乡愁致敬

在涛声中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
已在千里之外
在台湾岛，在加拿大
日升月落 山高水长
你依然是地道的中国腔
我们向你致敬
向一个真正的中国诗人致敬

众荷喧哗
而你是挨我们最近
最静，最最温婉的一朵
你是喧哗的荷池中
一朵最最安静的夕阳
我们向你致敬
在静夜中聆听一朵素莲的清朗
荷般高洁
清曲绝响

你左手握壶
壶中一滴一滴是你心中的长江黄河
你一仰成秋
再仰冬已深了
你右手挥毫
雪落无声
泥土睡了而树根醒着
春天睡了而种籽醒着
一切都已睡了而你醒着
我们向你致敬 向诗人洛夫致敬
向一滴结冰的泪
向一份世外的清醒致敬

父亲的肩膀
杨别除

人的记忆大多始于父母。
从儿时记事起，父亲的外表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高大的，肩膀

平宽，手臂修长，走起路来步子矫健，很有夺人的帅气。 他带我出去
郊游，走不多远，我边喊累，边把双手举起来。父亲会意，把食指弯起
来轻轻地刮一下我的鼻子，笑道：“又想骑马跺跺啦？”我高兴地点点
头。 父亲半蹲下身子，头一低，双手掐住我的腰往上一提，我熟练地
分开双腿，顺势就骑到父亲的肩膀上。我模仿赶马车的人，嘴里发出

“驾，驾”的欢叫声，父亲开始碎步小跑，他的大手抓紧我的小手，向
外展开，我像长了翅膀般地飞了起来……

童年的快乐，像张金黄色的老唱片，一圈一圈全录下，时唱时
新。

时光飞逝，眨眼间我已成人，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 父亲退
休，常住我家，经常在院子里散步，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一肩
高，一肩低。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身高一下一米七，一下一米六。 这
种交替变化的高度，远看就像条小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忽高
忽低。

同事见了，问我父亲的肩、腿是不是以前受过伤。我摇头说没有
啊，那是父亲的职业病。

父亲退休前在邮电局工作，大约在我读小学时，他被调到乡邮
电所，干了十多年的乡邮员。乡邮电所离家很远，父亲一个月才回一
次家。他负责送好几个公社的邮件，包括报纸、书刊、信函和电报，工
作区域方圆几十公里，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个乡镇。 湘西南是山区丘
陵地貌，广袤农村基础设施落后，许多乡村不通公路，连自行车都无
法骑行，只能靠两只“铁脚板”步行才能送达。父亲晴天头戴草帽，雨
天则戴着斗笠，披着雨衣。 斜着肩弯着腰吃力地背着四十公斤左右
重的邮包，另一边肩上搭条擦汗的毛巾，挎一个掉了颜色的军绿色
水壶。 双脚走在窄窄的泥土路上，晴天一路灰，雨天一身泥，一步一
个脚印，不论寒热酷暑，风霜雨雪，每天要步行三四十公里。

口渴了，父亲拧开水壶喝口水。 夏天天热，人出汗多，需要补充
水分，一壶水不够，常用壶接点路边的山泉水，凑合着解解渴；肚子
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冷馒头；走累了，把邮包放在路边的石头上，坐
下来歇息片刻。 他不仅要及时将邮件送到每个公社和生产队，同时
还要收集农民的信件，帮他们带回邮电所再投寄出去。 遇上有的农
民是文盲，还要帮他们念信、写信。有的家穷，买不起邮票，父亲还要
倒贴邮资。工作十多年，父亲就这样走了十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赤道两圈半，从未出现过任何投递差错。 这期间，父亲偶尔回家休
息，一脸的疲惫，能带我出去玩玩，已属不易，我即使走得再累，也没
对父亲提出过“骑马跺跺”的要求。

当地农民很感激父亲，远远地看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似的热情
地挥手打招呼。秋天的时候，农产品成熟了，当地老乡送给父亲土特
产以表示感谢，他总是笑着拒收。

父亲每两天要围着这几个公社转一圈，邮包是单肩包，父亲习
惯用同一肩负重，长此以往，造成他肩膀高低不一。
人在中年的时候，还不明显。 退休之后，慢慢地显现
出来，年过七旬，走路的姿势就更加明显。 我曾问：
“父亲，你干乡邮员，每天肩背邮包走那么远，累不累
啊？ ”“累啊，肯定累！ 但再累也要坚持，也要拿下分

内的事。 ”父亲质朴的回答，却有着丰富的
内涵。 我一直铭记于心，并养成了我只要是
分内事就要坚持去做的性格。

父亲年过八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我常常陪他散步。父亲瘦了，矮了，
步履蹒跚，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肩膀一高一低，比以前更严重
了，跟我儿时心目中的父亲形

象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面对着风华不在的父
亲， 我多么希望时光慢
走，父亲不老啊！

雪峰山里 六
月
六
尝
新
节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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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二首
谢翠娥

港珠澳大桥通车有感

长虹卧海灿慧星，港澳连珠一桥通。
从此连通遂心愿，共谋发展共繁荣。
高科精湛深融智，血脉相连情更浓。
但祈来日鲲鹏举，耀世华章中国龙。

赞彭大将军
———纪念彭德怀元帅诞辰120周年

横刀立马大将军，威震敌胆八面风。
有口皆碑人称颂，身经百战屡建功。
蒙冤受屈遭横祸，丹心一片有谁懂？
百姓心中一杆秤，赫赫奇勋永无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