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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双初

迁居小城的资水南岸后，住房变得宽
敞起来。 没料到住房条件改善之后，打扫
卫生还真成了一个问题。 每天清早就得去
上班，生怕迟到，工作了一天下班回到家，
人一坐上沙发，捧着个手机就什么事都不
想做了。 所以，家里的卫生常常只能到了
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才去动动手。

好在今年家里来了扫地机器人，一切
问题迎刃而解。

扫地机器人是儿子在网上选购的。 对
这玩意儿一无所知的我和他妈， 起初是不
主张添置的，认为家里摆上各式家具、电器
后，地面被隔离得拐弯抹角，机器人怎么能
打扫卫生？不靠谱。最后是正在读研的儿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替我们作出了决定， 并将
机器人直接寄到了家里， 说是要减轻我们
的负担，也好每天多休息一会儿。

在没有看到扫地机器人之前，我以为
它是有手有脚的可操控之物，待看到实物

后才发现自己孤陋寡闻，多么荒谬，扫地
机器人的外形不过就是一个白色圆盘。 我
好奇地用卷尺量了一下， 圆盘直径34厘
米，高不到10厘米，可称得上小巧玲珑，像
个不大不小的玩具。

我们将扫地机器人安置在家里一个
有插座可供充电的角落， 它每天蛰伏那
里，随时听候指令。 只要得到指令，它立刻
发出蜂鸣声，并自动离开充电装置，开始
它的工作流程。 它旋转着、搜索着，不紧不
慢地运行着， 像接受了任务的人一样，先
将所有要打扫的房间巡视一遍，把任务牢
牢记在心里，然后开始一间房一间房地清
扫。它工作起来很专注、很认真，左左右右，
来来回回，只要没有障碍物，它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角落， 也不会漏收任何一根毛
发。 尤其是床铺、茶几、柜子的下面，这些
我们平时用拖把不易打扫到的地方，机器
人出入自如，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

扫地机器人特别可爱的地方，是每当
工作完毕或者预感到电量不足了的时候，

它就像人能找到回家的路一样，自个儿主
动回到出发地，或充电，或等待下一次出
征。 它是那么的驯服，那么的守规，时刻蹲
守在那里，甘愿寂寞，不言孤独。 也不知出
于什么原因，我只要一看到它，心里就莫
名生出怜惜之情，好像它正用眼睛凝望着
我，想跟我说说话，是有呼吸的生命一样，
感觉它跟其他电器完全不同。

后来知道， 我们还可以对扫地机器人
进行遥控指挥。 如果你在外面，你可以用手
机发令，机器人通过网络接收到信息后，马
上进入工作状态，那么迎接你回家的，一定
是个清新的环境。 这种自动化、人性化的设
计，像我此等愚顽不化者，无论如何都是想
象不出来的，只有享受的份儿。

其实， 我们不独在使用扫地机器人，
现在哪个地方、哪个行业、哪处生活没有
信息化成果在使用呢？ 信息化给人们带来
的便利与妙处真是多得无法用言语来表
达。 而这，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们伟大祖国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呢。

娄国标

母亲是个苦命人，却乐观坚强。 她常
常告诉我们姐弟三人， 甘蔗没有两头甜，
尝过生活的苦，才能品出岁月的甜。

母亲兄弟姊妹五人，她排行老小，按理
说本该最得宠爱，没想却吃了最多的苦。 因
外婆生病偏瘫在床， 母亲仅读了一年小学，
就辍学在家，养猪，放牛，烧饭，照顾外婆，担
负起小小年龄不该承担的责任。 没有学到
文化，是母亲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20岁，她嫁给了父亲，一个同样没有
多少文化的农村男子， 先后生下三个娃，
过着紧巴巴的穷日子。 几年之后，改革春
风吹到农村， 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加
上父亲有泥瓦匠的手艺，全家勤劳节俭努
力奋斗，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盖新房，拔穷
根，是母亲那时最大的愿望。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我八岁
时父亲忽然患病， 求医问药一年多之后，
还是撒手人寰。 留给母亲的，是治病欠下
的一大笔债务和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父
亲的过早离去，让我们家的穷根不仅没有
拔去，还增添了新的穷困。

家中的顶梁柱倒了，母亲羸弱的肩膀
不得不扛起全部的重担。 再苦再难，不能
让孩子们辍学。 尝过辍学滋味的母亲，把
培养孩子作为她人生的终极目标，咬牙坚
持着让我们继续学业。 米不够吃，就用野
菜凑凑；油不够用，就以红锅（不放油）炒
菜……

好强的母亲不肯认输。 农闲时候，她
走家串户从农民手里把一个个鸡蛋买来，
再挑到城里卖出去，挣取这中间一个鸡蛋
几分钱的差价。 没有交通工具，母亲靠着
双脚，走遍了四里八乡的村道阡陌，收集

鸡蛋，也收集着生活的希望。 那时，从村里
到城里20公里的路程，班车需要运行一个
小时， 晕车的母亲一路忍受着呕吐的煎
熬，挑着满满两篮鸡蛋到城里卖。 一个大
雪纷飞的冬日，我们迟迟没有等到母亲回
家，一直到晚上八点，才看见母亲步履艰
难地出现在家门口，头上、肩上覆盖着厚
厚一层白雪。 原来，大雪封路，班车停运，
她足足走了五个小时才到家。

我想象着母亲一个人在风雪中孤独
的身影，禁不住潸然泪下。 发誓等我长大
了，一定要让母亲坐上汽车，坐上火车，坐
上这世界上最快的车。

1995年，我考上中专，离开家乡去省
城读书。机缘巧合，读的是铁路学校。四年
之后，我毕业分配留在省城，开上了火车。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回家探亲的机会不
多。 那时，虽然家里的生活条件大加改善，
但我与母亲的距离却显得遥远了。

一天，大姐打电话给我：“你是火车司
机， 妈妈想坐趟你开的火车， 去省城看
看。 ”大姐一提醒，我羞愧不已。 参加工作
几年了，我还没有主动邀请母亲坐火车来
省城看看，当初的愿望，是否已经被我抛
到九霄云外了？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母亲，终于
踏上了驶向远方的火车。 这是她第一次坐
火车，坐上了儿子开的火车。 那天，我一边
驾驶着火车，一边想象着母亲坐在车厢里
的情景：她一定是新奇的，兴奋的，激动
的，感慨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变化，
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再一次邀请母亲坐火车， 是2007年。
那一年，铁路实施第六次大提速，沪昆铁
路开行了时速200公里动车组， 从家乡到
省城，只需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在

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我已离开火车
司机岗位， 便陪着母亲坐在动车组里，享
受风驰电掣的感觉。 母亲说：“真想不到，
几十年时间变化这么大，原来我从村里走
到市里就要五个小时， 现在从村里到省
城，只要一个多小时”。

“这不算什么，将来还会有更快的速
度呢。 ”到新岗位工作的我，获取了更多的
信息量，便信心满满地对母亲说。 我和母
亲约定，以后火车有了更快的速度，还要
陪她一起体验。

没想到，仅仅过了七年，家乡与省城
之间， 就有了时速300公里的火车。 2014
年，沪昆高铁开通，我与母亲的距离，缩短
为50分钟。

网上购票，刷脸进站，走过宽敞明亮的候
车厅，坐在舒适的座位上，高铁平稳启动，不
知不觉速度就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母亲好
像进了“大观园”，不停地看，不停地问。泡上一
杯茶，茶还没凉透，高铁就到了目的地。

母亲没有太多的言语和我交流感受，
但从她的眼神中，我读到了惊喜、欣慰和
满足。 斗转星移，换了人间。 她是文盲，但
她的孩子有了文化。 她一辈子守在村子
里，但她的孩子走出了小村，走向了更为
广阔的天地。 她尝够了生活的苦，如今终
于开始品味人生的甜。

“这些年，国家的变化真大啊。 ”母亲
掰着手指跟我数： 种田不仅不用缴粮，还
有补贴；农村人买社保后，也可以领退休
工资；村里人收入来源渠道多了，吃喝用
度不用发愁；村路、公路、铁路修得越来越
好，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了。

“等到京九高铁修通后，我们坐上更
快的火车，去北京，上首都。 ”就这样，我和
母亲再次愉快地约定了。

罡昳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是个小学生，那
时的食物少之又少。 记得母亲买回来许多
猪尾巴，用谷壳、糠头等熏制备存，隔三差
五当作荤菜。 现在想来定是便宜些，充当
了猪肉的替代品。 母亲还用黄泥或盐水做
些腌鸭蛋，成了餐桌上的一道主菜。 吃时
一剖为二，或一剖为四，还不时回顾她在
双峰荷叶老家上学时老师讲曾文正公带
只腌鸭蛋到湘乡赶考，回来还剩半边的逸
闻，顺带提醒少吃点蛋，多咽点饭。 后来还
真见过齐白石的一幅小品，画的是切开的
腌鸭蛋———切成了四分之一，愈是勾起了
儿时的记忆:咸淡适中的蛋白，橙红的蛋黄
且流溢金黄的油液……

还有俗称的“鱼冻子”，现在的小孩只
怕闻所未闻，可谓贫瘠岁月的美食。 其实
就是鱼汤凝固后其色如胶如琥珀，形若果

冻，那真是一口鱼冻就一口饭，简直触脂
咀玉一般，只是得小心鱼刺。 家里冰冻板
油熬猪油剩下的油渣，现如今讨论或有致
癌之虞，那时节搁点青辣椒炒拌一下就是
一道正菜。 用一小调羹猪油放到米饭里
面，热饭的温度让猪油慢慢融化，上面再
滴几滴酱油，香气四溢，菜也是它，饭也是
它。 在穷困的年代中，猪油拌饭是我童年
的山珍海味。

说来现在的小孩不相信，那时连豆腐
脑这般寻常食物都要天没亮就要到豆作
店排队才能买得到，要不餐桌上少了豆腐
汤还怨不了别人，哪个叫你睡懒觉吧！ 彼
时尚无摊贩，集体的蔬菜店、肉店林林总
总遍布大街小巷，若那时要是认得其中的
职工，是颇值得炫耀的，因不时可购得为
你内留的一蔸新鲜白菜，或是一块上好的
排骨。 伯父当年是湖南湘潭十八总荣湘食
品店的会计， 依稀记得有次遵母亲吩咐，
穿过店堂到后面的生产车间找伯父买过
一次内部冰糖，现在想起真是好笑，可这
是当时生活的真实。

那时的食物很是短缺，定量供应凭票
购买，非得奉上粮票、肉票、糖票、油票等，
光拿钱是买不回食糖、饼干、香干这些东
西的， 哪像现在超市用微信支付这么简
单。 饼干的品种也少得可怜，记得有种动
物饼干，是依各种动物的形状做的，制作

较粗糙，如今是拿不上台面了，可对那时
的我来说，还是食若甘饴。 稍后市面上出
了一种杏仁饼干， 是改革开放的初始产
物，如一角钱硬币大小，面粉里掺入了鸡
蛋，色泽如杏般金黄，一边扁平一边圆，比
较精致，嚼在口里一种温酥清淡的杏香沁
人心脾。

若逢年过节，花生、红薯片等也吃得
津津有味，平常时分，蚕豆、黑豆亦嚼得饶
有兴味，香喷喷的、咯嘣嘣的。 哦，还对走
街串巷、 一两月才来一次的打“人参米”
（爆米花）师傅望眼欲穿，等他来了，小孩
们早把自家的脸盆放在地上排队。“嘣”的
一声，打好的“人参米”淳厚清香弥漫在空
气中，那是孩子们最神气的幸福时刻。 还
有香味四溢的烤红薯，惹得我常于炉桶前
流连，甚至连鱼骨、红薯粉这些也放到煤
火上烤着吃，别有一番风味……

味蕾舒展，依据舌尖的记忆在键盘上
敲打这些方块字，无异乎是完成了一次从
口到心的旅行，是气味、滋味与回忆的重
逢。 儿时物质匮乏惟求吃饱，没有营养、方
便、多样化一说。 现如今不仅要吃好，还要
吃得健康。 从当年母亲精打细算拎回家的
菜篮到如今“天天过年”的饭桌，营养均衡
观念入脑入心， 高盐高糖的食物还须控
制，这难道不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百姓生
活贫富盛衰的一个缩影吗？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正是初冬时节/野生动物们/在草丛
中飞舞/江豚游弋/像我的孩子/不时冒出
脑袋/他们都是快乐的/八指头陀/在波上
走/洞庭湖水/紧紧跟随。 ”

11月25日， 湘籍诗人周瑟瑟回到家
乡， 跟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巡逻队员们，
去到洞庭湖湿地寻江豚、看麋鹿，开展与
洞庭湖有关的“田野调查”，且行且吟。

“当诗人走向户外，中国当代诗歌开
始了国际化的深度交流与现场写作。 ”从
去年举办的哥伦比亚第27届麦德林国际
诗歌节，到半个月前刚刚闭幕的第七届墨
西哥城国际诗歌节， 周瑟瑟都是重要嘉
宾。 走向拉美的诗歌写作，走向国际的中
国当代诗歌，开启了中国与拉美文化新的
交融与碰撞之旅……

在墨西哥传达出中国诗歌
的声音

“机舱外零下67度/机舱外一层薄薄
的粉红色阳光……他们不知道飞机在零
下67度的天空/把我们送到了地球的另一
边/由此我断定/这是一飞机刚刚解冻了
的人。 ”10月17日，周瑟瑟飞往拉美，参加
为期一周的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

周瑟瑟是湘阴人，当代作家、诗人，著
有诗集《暴雨将至》等14部、长篇小说《中
国兄弟连》等6部，获评“2009年中国最有
影响力十大诗人”“2014年国际最佳诗人”

“2015年中国杰出诗人”等。
上世纪80年代，周瑟瑟就关注并研读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拉美文学作品。 应
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组委会邀请，周瑟瑟
和中国80后诗人李成恩作为中国诗人代
表，参加此次墨西哥的诗歌盛会。 周瑟瑟
抵达的当晚，就马不停蹄前往墨西哥国立
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参加“中国作家论坛”。
报告厅满满当当地坐着墨西哥国立自治
大学孔子学院数百名师生和当地文学爱
好者。

“我拧开水龙头/水管子里流出/哗哗
的印第安文明/我泡在浴缸里/蓝色的印
第安文明/让我昏昏入睡……” 周瑟瑟在
名为《走向户外的写作》的演讲中说，“当
我来到拉美，我感到拉美先锋文学的传统
无所不在。 同时，‘中国作家论坛’在墨西
哥及时地传达出了中国诗歌的声音。 ”

采用幼时父亲的哼文形式，周瑟瑟深
情哼唱屈原的《山鬼》，悲伤的哀音穿透语
言的障碍， 让现场的拉美观众深受感动。
孔子学院的年轻翻译老师找到《山鬼》的
西班牙文版本，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组委
会主席曼努埃尔现场演绎。 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李程称：“从周瑟瑟身上，看到了中国
作家在中国本土文学传统与拉美文学经
验之间进行观照与融合，他具有开阔的世
界文学的视野。 ”

从诗歌中获取温暖和力量

次日上午，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开幕
式现场热闹非凡， 来自中国、 墨西哥、美
国、意大利、西班牙、秘鲁等国60多位诗人
齐聚墨西哥市宪法广场，为各国诗歌“代
言”。

“父亲在山林里沉睡/我摸黑起床/听
见林中鸟在鸟巢里细细诉说……它们叽
叽喳喳议论我———‘他跪下了，他跪下了，
他脸上一行泪却闪闪发亮’……”开幕式
上，周瑟瑟与墨西哥、美国、秘鲁等4国诗
人登场亮相。 周瑟瑟以吟诵自己的代表作
《林中鸟》开场，中国诗歌在墨西哥的上空
飘荡。

一位风烛残年的奶奶出现在周瑟瑟

面前，抓住他的双手，久久不放。 原来，这
位奶奶在听完周瑟瑟朗诵诗作《被莲花淹
死的母亲》后，想起了自己过世多年的母
亲。 她说，我从诗歌中获取了温暖和力量。

曼努埃尔认为，“周瑟瑟的诗歌来自
大自然，写出了人类悲切的情感。 从他的
诗歌与声音里，我感受到他对爱与死亡的
思考。 感谢中国诗人向世界传达出人类伟
大的情感。 ”

“诗歌的情感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
我们身处世界的不同角落，文化仍有共通
相似的地方。 ”在宪法广场，周瑟瑟看到有
印第安土著民扮相的当地人用艾草围着
人燃熏，由此想到了家乡楚文化中用于避
邪驱毒的艾草。 两地虽相隔万里，文化是
否冥冥中互为融通呢？

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诗歌节期间，周瑟瑟走进工业城市蒙
特雷。 新莱昂州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师生和
蒙特雷诗歌爱好者百余人见证了周瑟瑟
与墨西哥诗人马加里托·奎亚尔两位老朋
友关于诗歌创作的文学对话。

“一个中国人在墨西哥吃仙人掌/仙
人掌高大肥硕的茎叶吸引了我……”“墨
西哥城在迎接亡灵节/家家户户的阳台上
/坐着骷髅人/他们装盛打扮……”周瑟瑟
在墨西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这与奎亚尔
的诗歌创作理念不谋而合。 他说，周瑟瑟
诗歌的题材与思想都有其独特性，虽然写
的是日常事物，但表达的方式与角度发生
了变化。

现场，奎亚尔讲述了在中国云南大理
游览创作诗歌的经历。 周瑟瑟说：“中国诗
人与墨西哥诗人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相
互阅读与共同写作的关系。 诗歌写作从来
就是近距离的，我在墨西哥写作与奎亚尔
先生在中国写作，变得非常现实。 ”

“早晨，山东的孔子/开车来宾馆接我
去奇瓦瓦大学……底下坐满了/奇瓦瓦的
孔子/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识我/认识
诗人孔子/认识草地上/正在打桩树立的
孔子。 ”墨西哥奇瓦瓦自治大学孔子学院
多功能报告厅内，周瑟瑟在此次墨西哥之
行的最后一站现场作诗。 一连作出《奇瓦
瓦的孔子》《白云监狱》《奇瓦瓦》 三首诗，
令在场师生深刻领略到中国当代诗歌的
文化魅力。

“抓住你在生活现场看到的一切，选
取你最有感觉的某一个切入点，不要错过
你头脑里任何一个奇思妙想的瞬间，训练
你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以及用语言呈现事
物本来面目的写作能力。 ”周瑟瑟现场为
奇瓦瓦自治大学学生热情教学，不少学生
现场在手机上写起诗来。

“有谁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现场写作
是最过瘾的！ ”周瑟瑟提议道。

“我！ ”奇瓦瓦自治大学社会政治科学
系的迭戈·布兰多举起手来，“从法律系出
来/我带着满满的困意/孔院里的诗歌/我
却入神地听着/奇妙又熟悉/他们在分享
着智慧/口含清香/我深知其意。 ”现场一
阵掌声响起。

“中国诗人来奇瓦瓦进行诗歌朗诵与
讲座，与大学生们面对面交流与互动，让他
们有了一个学习诗歌写作的机会。 周瑟瑟
诗歌里深沉的情感和独特的语言表达，让
人久久回味。 ”学院中方院长滕学明赞道。

周瑟瑟还与孔子学院年轻老师们深
入奇瓦瓦市多个街区、博物馆、教堂、郊外
进行田野调查，拍摄了大量现场照片和视
频资料。 周瑟瑟说：“走向拉美的写作就是

‘走向户外的写作’， 如果我没有到墨西
哥，我不可能写出关于墨西哥的诗歌。 中
国诗人就是要不断走向户外，去到诗歌的
文化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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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

家里来了机器人

母亲的愿望

那些年的食物

诗歌走向域外
———诗人周瑟瑟的崭新旅程

周瑟瑟在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开幕式上读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