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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尘

老屋的厨房， 有烟囱。 烟囱处开着天窗，
接通光和空气。 阳光可以从上面射进来， 雨
却进不了。 袅袅炊烟就是从这升起， 消逝在
苍穹。 灰尘浮游在海碗大的光柱子里， 雨啪
啪打在瓦上， 都曾让我作过不少痴态。

厨房与猪圈同在一处， 无墙阻隔。 虽
如此， 却没有臭烘烘的记忆。 大概是每日
清晨和黄昏， 爷爷都把猪圈清洗干净， 又
勤给猪铺新草的缘故。 猪和人同在这里进餐，
倒也其乐融融。 爷爷看着猪的吃相， 食欲分
外地好， 几大碗南瓜， 哧溜就碗底朝天。
而猪看到人吃饭， 腾地跳起搭在猪栏上嗷嗷
直叫。

我家是不愁吃的。 粮食不用说， 都有吃，
肉也不用说， 都吃得少。 至于四季菜蔬足不
足， 就跟人勤不勤快关系大了。 从我记事起，
爷爷把他渐老的时光大多穿梭在瓜架蔬棚间，
不仅自家富足， 还管姑妈家的吃菜， 多即分
送周围邻居。 奶奶则围着灶台年年月月日日
餐餐， 把饭菜齐整侍弄到桌上。

饭菜摆好了，奶奶就要我叫菜园子里爷爷
吃饭。 我一叫：“爹爹———呷饭嗒———”，爷爷必
定会回我：“哦———呷蛋嗒———” 我再叫：“不
嘛，呷饭嗒。 ”爷爷又回：“哭嘛，呷蛋嗒———”祖

孙俩日日如此，不知厌倦。
吃饭时， 祖孙三辈四方八口。 爷爷讲，

一桌好席面。 又有东边屋里端个碗来， 西边
屋里端个碗来。 端着饭碗走人家， 这在农村
并不稀奇。 来了， 吆喝夹上一筷子， 或从
来者碗里扒拉一筷子。 父亲爱酒亦极好
客 ， 横竖要劝人眯上一口， 对起味了， 拿
酒杯添碗筷， 高谈阔饮， 引得人越来越多。
以至于酩酊大醉， 误了工夫引得各自的堂客
责骂。

我们家的饭桌上有个常客， 胡子拉渣的，
却叫“满妹叽”。 若干年后， 他娘老子死了，
我爷爷也死了， 他仍是胡子拉碴的“满妹
叽”， 全然不知有岁月这回事。 他整日里游荡
在外， 他娘也放得心。 他晓得两件事， 一是
哪里能吃到饭， 二是吃了饭是要做事的。 村
里哪里有红、 白事， 他就会到哪里， 没声气
地坐到席面上， 吃完了再不碍人事。 如果喊
他担水搬重什么的， 则有多大力使多大力气，
绝不偷奸耍滑。 不论男女， 见到老的一律叫
“爹爹”， 壮年的一律叫“爸爸” (发音为二声，
在我们那是指伯伯)， 见到小的他也唤人家叫
做“满妹叽”。 村里人并不嫌弃， 只没事拿他
说笑话。 “满妹叽， 跟你找个堂客， 要得
不？” “满妹叽” 信以为真， 就问： “堂客
呢？” 说笑话的随手一指， 满妹叽就要去抱，

搞得被抱的堂客们边躲边笑：“要死啊！”无席
面吃时， 满妹叽常在我家， 爷爷定会添副碗
筷， 且要我们让开， 让他坐桌子边吃。 “满
妹叽” 的手夹不稳菜， 爷爷拿起碗来倒半碗
在他碗里， “满妹叽” 则“爹爹， 爹爹” 喊
个不歇气。

我们家的饭桌上当然也有生客。 “破铜
烂铁鸡毛鸭毛兑火柴洋盆” 的货郎、 补锅修
伞的师傅， 还有讨米的、 耍猴的、 划家龙船
的。 这些四方客， 肚里若正唱空城计， 作个
揖讨口饭吃， 这在双方都好说， 并不为难。
我奶奶常为着多兑一盒火柴， 同货郎议论半
天。 及至生意做成， 奶奶仍在灶上做饭， 货
郎就坐在门槛上歇气， 讲些零碎话， 讲熟了
或正好是娘家一个垸子的， 便极力招呼吃碗
饭再走， 全然忘了算计这碗饭兑得几盒火柴。
有一年， 爷爷收留了一众耍猴的， 他们从河
南来。 爷爷给他们在堂屋打上厚厚的草铺，
有处容身且不挨冻受饿， 他们很是高兴。 还
有一年下着雨， 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跪在我
家门口， 也不说话。 爷爷似乎很能懂得他的
意思， 招呼他进来并给他装了满满一洋盆饭
菜， 那人头也不抬地吃了。 仍旧不做声， 跪
在门口磕了几个头走了。

爷爷在世时说， 悠悠万事， 呷饭为大。
而今我说， 呷饭， 是世俗里最温暖的烟火！

赵丽红

曾记得，与你的初相见，是坐在车上，经过戈壁滩，当我的眼
睛正要被这亘古不变的单调、荒凉逼到疲倦时，一抹翠绿就这样
惊喜地跃入我的眼帘。

我不敢相信，在这茫茫的沙尘世界，连呼吸都是干涩的天地
间，竟然还能看到这样一抹鲜亮的生命的颜色！ 同行的朋友告诉
我，那叫梭梭，是一种生命力极强、能抵抗严寒酷暑的植物，是沙
漠的守护神， 这是我和你的初识。 从此， 我记住了你美丽的名
字———梭梭，记住了那一抹生命的绿！

与你再相见是源于湖南省第八批援疆工作队组织的一次义
务植树活动。

那天， 我和我的援友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一片戈壁滩上，等
候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早早就把树苗运到了。我们下车，拿起工具，
接过一捆捆绑得整整齐齐的树苗， 就两人一组热火朝天地开工
了。男同志负责铲土、挖坑，女同志负责植苗、紧土。戈壁滩上插满
了彩旗，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劳动者的欢声笑语
飘荡在明亮的天地间，沉寂的戈壁滩一下子变得鲜活了，处处充
满着生机与活力！我感叹生命的美丽与神奇，无论是烈日焦土，还
是莽莽雪原，只要融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大地就有了声音，天空
就有了色彩！天地之间就会生出一幅幅和谐、生动的画卷，那应该
是世间最能打动人心的风景！

我小心翼翼地解开一捆树苗，散开在手中的是一根根纤细的
浅黄的甚至是干枯的枝条，我诧异，这是什么树啊？这样的枯枝也
能成活吗？ 她弱小的身躯怎能抵得住这茫茫戈壁上的强风重霜、
严寒酷暑？我带着满怀的疑惑，一边植苗，一边瞎想，这番耕耘，会
有收获么？那么单薄的躯干，根须都埋在干涸的沙石中，只露出一
个弱不禁风的身子，在寒风中颤栗，就像一个病怏怏的孩子。放眼
一望， 那弱小的星星点点的身影散落在这苍茫辽阔的莽原上，显
得格外的形单影只，让人觉得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她用什么去与
这恶劣的环境抗争呀？

与我一起劳动的是公安系统的上官警官， 他是老援友了，两
次援疆，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他似乎看出了
我的疑惑，笑着说：“两年，两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片绿洲。 ”“两
年？ 这么快？ 她们真能成活？ ”“是的”！ 他肯定地回答我，“这是什
么树啊？ 这么坚强！ ”我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梭梭，沙漠中
的守护神！ ”他微笑着回答我。

梭梭？ 这就是梭梭！ 是我曾在车上匆匆一瞥却牢牢印在心中
的那一抹生命的绿！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到了一样，望着手中
的那一支支枯黄，我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敬畏生命”这四个字
的深刻内涵。 是的，她能成活！ 她早就用那一抹苍绿征服了我，告
诉了我生命是可以有多顽强！ 告诉了我只要内心足够强大，无论
身处何境，你都可以书写出无数种可能！ 难怪清朝大诗人纪晓岚
会为你写下“梭梭滩上望亭亭，铁干铜柯一片青”的佳句。今天，我
终于有幸，把你捧在掌心，并一株一株把你植入沙土之中。我真想
俯下身子，匍匐在大地上，去聆听你灵魂深处的呐喊。我想知道究
竟要有多热爱生命，才能支撑弱小的你冲破这坚硬冰冷的荒凉大
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戈壁上的绿洲神话。

我抬头，看到戈壁滩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他们似乎永远不
知疲倦，只要一想到心中的那片绿洲将在这里生根发芽，欣慰自
豪的笑容就溢满了每一张疲惫的脸庞。 望着他们，我想起了这戈
壁滩上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从左宗棠抬棺进疆平乱，到八千
湘女上天山，再到如今的湖南对口援助吐鲁番，其实哪一个故事
不是用执着与热血凝聚而成？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儿女西出
阳关，抛家舍子，将一腔热血倾洒到了这片热土之上，才会有今天
这戈壁滩上一个又一个绿色的传奇，才会有戈壁滩外一幅幅温馨
和谐的生活图景！

我蹲下身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把一株株浸润着爱与希
望的幼苗小心翼翼地放入沙坑之中， 然后捧起一把一把的土
石，一点一点把她的根须深埋进大地，连同我心底的那份崇敬与
憧憬……

收工了，回望戈壁滩上，那一株株傲然挺立的梭梭，正在风中
起舞。呼呼的风声从耳际掠过，我想，那应该是梭梭在戈壁滩上吟
唱，为生命的顽强、为一辈辈勤劳的开拓者，更为了蓝天下这幅祥
和安宁、民族和谐的美丽画卷！

李焱华

已是暮秋，身在边远的苗寨梓木坪扶贫，已听不到纺织娘的
声音了。可是，夜深人静之时，耳际老是回响着纺织娘那“织，织，
织……”的声音，如织女纺车，音高韵长，时轻时重。

那种声音，特熟悉，特亲切，会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魂牵梦
绕的家乡。 月光下，巴斗山犹如披着一层薄薄的轻纱，朦胧而神
秘。村庄上小木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村前是一片片稻田，一条
小溪从山上流下，穿过村庄，流入田野。 老人们点燃艾杆，抽
着草烟，正在村前摆龙门阵。我仿佛又打着灯笼或手电穿行在
屋后的山脚下，瓜棚豆架间，绿草深深处，寻找美丽而善鸣的纺
织娘……

记忆中，那是小学四年级暑假，母亲患病，住进州医院，父亲
照顾母亲去了。我与外祖母留守在家，白天帮助外祖母去干些农
活，劈柴生火做饭，上山采摘辣椒，给农田灌水……到了晚上，小
孩子满寨疯玩。特别是月光皎洁的晚上，捉养纺织娘几乎占去我
的大半个假期。

捉纺织娘，要先准备好笼子。 白天空闲时，我们跑到屋后的
桐树林里挑选几个又圆又大的桐球，把桐球拦腰切成两半，挖去
桐籽，用茶枯水洗尽油腻，再晾干。然后把预先准备好的竹子，削
成两头尖尖，中间细圆，长约15公分的篾棍，其中两根篾棍稍长，
用篾棍做柱，联结桐球壳，形成一笼，稍长的篾棍作笼门，专装纺
织娘，在笼子上系一根绳子。到了晚上，一手提着笼，一手拿着火
把或手电，踏着月色，循着纺织娘的鸣声寻去。

纺织娘古人称“莎鸡”，有“宜尔子孙”的美誉，鸣声相伴妇女
夜织，寓意吉祥。 它大多是在灌木丛中、瓜棚枝蔓间。 当然，捉纺
织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草丛中时常会有蛇虫出没，蹑手蹑脚走
近纺织娘时，看到它后，你不能仍旧照手电，要熄灭灯光，屏住呼
吸，借着淡淡的月光，再次向它靠近，然后用一只手托住枝叶，另
一只手迅速从上面罩下去，把它逮住。 可是你得小心，不能太鲁
莽用力过大，否则纺织娘的细腿容易断掉。

只要捉了一只纺织娘，别提有多高兴了。 回家后，把纺织娘
挂在家门口的桃树上， 或挂在吊脚楼的窗户上， 这些阴凉通风
处，夜夜听它歌唱。

犹记那个晚上，我们打着赤脚，偷偷跑到屋后的山脚下，去
捉纺织娘。没有月光，手电也不太亮，走进麻园时，突然感到右脚
的脚趾特别痛，忍不住叫了一声。同时，用手摸脚，似乎是有一个
东西咬在上面，我一手把它摔得好远。 纺织娘没有捉成，倒是受
伤了。 回到后，脚肿得老高，油灯下脚红得发紫，好像是中毒了。
心里想，这下定会挨骂挨打了。 可是外祖母仔细看了一下伤势，
非但不打骂我， 反而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说：“你肯定是被小五
步蛇咬了。 ”外祖母一边叫人去请蛇医，一边绑扎，然后用清水
洗，还用嘴把污血吸掉，看着地下的污血，我强忍着痛楚不让眼
泪流出来。 后来，蛇医说，幸亏抢救及时，不然麻烦大了。

时光如流水，一晃30多年过去，外祖母也去世多年。 夏秋之
际，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应和着满天星斗，瓜棚下，草丛中，纺
织娘一波一波地叫开，歌声悠长动听、绵绵不断，不由使我回忆
起往昔。往事历历，月光下外祖母拄着拐杖，身影佝偻，她在村头
的唤回声似乎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在每一个夏秋的夜晚，听听纺织娘的歌声，念念纺织娘的名
字，心里就会多一份温馨。

汨罗江，
有一个诗人投江就够了

来到汨罗江
无忧， 无生前身后之事
无需投石问路
无需抱石沉江
汨罗江， 有一个诗人投江就够了

诗人的分量够重
投入， 就成了无与伦比的
镇江石

平静的江
自楚国之后， 再也惊涛骇浪
只是， 龙舟掀起了
一点一点浪花
只是， 诗人伴石而眠之后
偶尔惊醒
顺流三十里， 又逆流三十里
回到原处

哦！ 这是蓝墨水的上游
更是童子尿的上游

屈子祠里的桂花树

已经错过了两千年
无缘与屈子一唔
也就不可惜错过了一树花香

屈子祠里有两棵桂花树
进门， 左边一棵， 右边一棵
如果调整拜谒的方位
侧向， 前面一棵， 后面一棵

桂花树修炼也有一些年头了
骨头很硬， 看上去像钢筋
分不清根与身子
斜着， 长在这个院落里
一言不发

或许是屈子备用的
两个书童

离骚广场边的
樟树与银杏

我琢磨了很久
这棵樟树与那棵银杏
是不是沾亲带故

离骚是一本书
摆在那里， 要防虫
樟树可以

离骚是一本书
摆在那里， 要书签
银杏可以

我像一行铅笔字
片刻停留， 又被轻轻擦去

屈子书院，
读了半个小时书

登玉笥山
今天， 我不再逃学
宋初， 我注册了一个名字
忘了

不光是我
屈子书院的名字也改来改去
毁损的日子
那些线装书上的繁体字
一横一竖， 一撇一捺
倒下来， 像玉笥山被砍伐的古木

汨罗江扭了一下身子
像一条丝巾
飘走了

在屈子书院， 我读了半个小时书
讲台上的那个朋友
口若悬河
游出了江豚， 飞出了候鸟
真的过瘾

看了一眼众芳阁，
我会意地笑了

屈子书院里， 有一处众芳阁
我看了一眼， 会意地笑了

百年以后， 我的场面小多了
我的精华， 浓缩在一个盒子里
盒子之外， 是等待流传的诗歌

土地之外， 是不断更新的生命
我有一个时段
也就知足了

或许， 会有一个小小的喷发
那是模拟了火山
我已看不见这样的火光
后人之眼， 就是我的眼

汨罗江的荷，
一样会枯荣

诗歌的江， 到处都是长短
朦胧诗， 口语诗， 一样有
雨落， 一行一行， 跳跃
太阳照， 还有一些金句

数不清的湿地
水草与水鸟， 共存
这些诗人从来不计较地位
长出来， 飞起来， 就行
有些诗歌朗诵会， 从早开到晚

我把很重的脚步
放在岸边， 石头纹丝不动
寒冷之中， 保存了温暖

诗歌的江， 荷一样枯荣
荷花不再， 荷叶卷曲
像包裹了头巾的菜农
守着一亩三分地
不离不弃

长乐的灯，
像故事， 也像甜酒

朋友三四来到长乐
上街下街地跑
听故事， 就听抬阁故事
吃甜酒， 就吃长乐甜酒

我也登堂入室
却盯着墙上的一盏灯
出神

顺着这道幽幽的光
找到了故事的源头
顺着这道幽幽的光
尝到了甜酒的甜头

室外， 在搭戏台
入戏， 出戏
我看见我的影子
比任何时候都要拉得长

从长乐镇到弼时镇，
夕阳跟着走

左看看， 右瞧瞧
冬天不像冬天
秋高气爽， 也不是那么难

一大帮人， 从长乐镇到弼时镇
一路合影， 每一次我都固定地笑

了
没有注意太阳由白转红

汨罗的夕阳为什么这样红呢
是不是屈子与楚国王臣争辩的时

候
有些面红耳赤
肯定， 屈子看见过夕阳的倒影
在汨罗江里， 像失散的忠言

从长乐镇到弼时镇， 夕阳提着灯
一路巡视
屈子沉在江底
夕阳比屈子沉得更早

汨罗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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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呷饭为大

戈壁滩上的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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