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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孟春

水稻快熟时， 父亲时常在田埂上来回巡视， 像将
军检阅士兵， 表情庄重， 目光炯炯， 有时躬下腰， 与
某一株稻子握手， 甚至亲切交谈。 那是父亲在选种，
在反复遴选和比对眼前的稻子， 看哪一片秸秆更茁壮，
颗粒更饱满， 成色更纯正。 凡被父亲选为种子的， 必
将受到重点培育和护理。 父亲会清除其中的每一根杂
草或野稗， 会在浇水、 施肥、 灭虫、 治病等方面给予
特殊的关照， 还会亲手制作一个有模有样的稻草人，
矗立其间， 日夜看护， 严防家禽或鸟雀偷啄。 收割之
后， 父亲将稻种晒干， 用风车筛尽其中的秕谷和杂质，
剩下一颗颗壮实纯净的谷粒， 装进蛇皮袋， 置于粮仓
一隅， 静待来年。

这些碎片化的细节， 都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现
在回想， 选育稻种应是倾注父亲心血的大事， 事关来
年的收成， 事关全家的温饱， 再往大里说， 还事关国
计民生。 父亲常说： “养崽要供娘， 种田要纳粮， 若
不把种子选好， 来年拿什么供娘， 拿什么纳粮？” 是
的， 一家7口， 上有老下有小， 吃穿用度， 交公纳税，
全指望这一亩三分地， 父亲岂能有丝毫懈怠？

母亲也是从不懈怠的。 选育稻种的事， 父亲做。
选育菜种， 归母亲。 菜种的选育相对没有稻种那么复
杂， 但蔬菜的品种多， 每一种蔬菜种子的选育与储存，
方法不同， 要素各异， 如此一来， 就不简单了。 不过，
年复一年， 母亲早已了然于胸， 绝不会有半点差池。

母亲本是种菜的能手， 家里的菜园常年环肥燕瘦、
姹紫嫣红的。 食叶的有红菜、 白菜、 苋菜， 食茎的有
芹菜、 莴笋、 茭瓜， 食根的有萝卜、 土豆、 凉薯。 夏

秋季节的品种最多， 瓜有丝瓜、 苦瓜、 黄瓜、 南瓜，
冬瓜， 豆有豇豆、 扁豆、 黄豆、 绿豆、 四季豆， 还有
青椒、 茄子、 西红柿、 空心菜……这些蔬菜， 母亲从
不用买种子， 都是她亲自选育和储存。

与父亲一样， 母亲把长势最好的菜苗选出来， 重
点培育。 若是瓜果， 母亲还另有讲究， 必须长得壮硕、
通畅、 匀称， 耷头甩脑的不行， 七歪八扭的不行。 一
经选定， 母亲会在种苗旁插一根树枝， 或在瓜果上系
一根红绳， 作为标记， 提醒前来摘菜的人： 这是预留
的种子。 全家人自然心领神会， 不去采摘， 而是顺便
浇浇水， 看看有没有虫害， 若有， 必定一只一只捉去。
在全家人共同呵护下， 只待种子成熟， 即采回家， 晒
干， 装进母亲的瓶瓶罐罐。

不同的蔬菜种子， 晾晒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豆类
的比较简单， 采回家后， 母亲将豆瓣置于盘箕， 放太
阳下暴晒， 只需两三天， 豆瓣裂开， 种子脱落。 随后，
母亲拣去干枯的豆瓣壳， 再用筛子筛一筛， 细碎的杂
质留在筛子里， 圆实饱满的种子落于盘箕， 娃娃似的
蹦蹦跳跳。

茄子种子的晾晒复杂一些。 母亲将成熟的茄子摘
回家， 切成4瓣， 但并非全部切断， 茄把子这一头依然
连着， 再用两根小木签呈十字形将切开部分撑开， 然
后用绳子串起来， 挂在窗檐下。 等到茄子肉全部风干，
母亲才将其取下， 抖一抖， 抠一抠， 把种子从中剥离。

苦瓜种子的晾晒颇为有趣。 熟透了的苦瓜通体变
红， 里面的瓤子也是红的， 黏黏糊糊， 像一摊烂泥，
种子裹在瓜瓤里。 母亲将烂泥似的瓜瓤从苦瓜里抠出
来， 一把摊在向阳的墙壁上， 稍用劲一摁， 就结结实
实地黏在墙上了。 等种子晾干， 抠下即可。

丝瓜种子则只需将成熟的丝瓜摘回家， 挂在窗檐
下， 无需打理， 直到来年需要育苗时， 再取下来， 用
刀子割开丝瓜的一头， 晃几晃， 种子就出来了。 可母
亲一般不会等到那时候， 只要丝瓜风干了， 就会把种
子取出来， 同时把瓤子也取出来。 风干了的丝瓜瓤子，
叫丝瓜巾， 有一个重要用途———洗碗。 用丝瓜巾洗碗，
能除污渍、 去油腻， 其效果远胜于钢丝做的清洁球。
这么有用的东西， 母亲当然不会放过。 时至今日， 年
过七旬的母亲每年依然会种植很多丝瓜， 除了食用，
还为生活在城里的儿孙们专供绿色环保的“清洁球”。

萝卜、 白菜的种子因为颗粒太细小， 易散落， 收
集的办法有些特殊。 母亲会用一个较大的塑料袋， 倒
扣在植株的冠部， 然后从根部割断， 再倒过来， 种子
就全部落到了塑料袋里。 土豆和红薯需要窖藏。 秋收
之后， 母亲会把土豆和红薯放到地窖里， 平时食用随
时可取， 吃不完的即可作为来年的种子。 一交春， 气
温稍稍回升， 土豆和红薯就会陆续发芽。 这时候， 母
亲会反复叮咛家人： “发了芽的呷不得， 有毒。”

来年春暖花开， 母亲那些收藏种子的瓶瓶罐罐又
次第响起来。 哪个瓶子里装的什么种子， 哪个时段该
育什么苗子， 母亲都心中有数。 她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挖土， 点种， 育苗， 移栽……这个时节， 家里来来往
往的人也多起来。 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向母亲讨要种
苗的， 这家讨几粒黄瓜籽， 那家要几棵南瓜秧， 只要
家里有的， 母亲从不吝啬。 即使是七里八乡的人闻讯
而来， 并不相识， 母亲也毫不介意， 欣然赠予。

我常想， 母亲在予人种子的时候， 也许在人们心
中播下了另一颗种子。

那该是勤劳的种子， 希望的种子， 丰收的种子。

张付华

江水是冷的，
心是热的。
我愿是火的燃烧，
我愿是水的寂寞，
我愿是每年端午的一杯雄黄酒，
祭奠酒中那颗放荡不羁的月亮。

马蹄声声， 踏碎春天野花。
战火熊熊， 燃烧到家门。
断壁残垣的城墙，
流离失所、 亡国亡家的百姓，
你们有罪么？

一条河流， 自二千多年前，
就饱含着一颗滚滚热泪。
只有不息的潮水，
追逐， 追逐无家的灵魂。

我是渔父， 我是青天，
月亮走了， 我来了。
带着故国的永生与锥心的痛，
带着五月艾香与菖蒲之碧剑；
带着五月火红石榴，
带着天空高飞的鸟鸣……
飞过， 飞过五月这浓稠的楚音！

这个五月，
我又牵你走在江边，
你却牵我撒遍山河的阳光！

致诗魔洛夫先生
半个世纪，
你用风霜在边界催生了白发。
故园的风，
吹动游子咫尺的脚步。
三千里江山， 一湾浅浅海岸。
这是一个永远留在笔尖的题材。

那只咳血的杜鹃， 蹲在界碑，
飞越深圳， 飞越沙田。
终于飞回雁回峰。
青铜的声音， 在淬冷的潇水里回荡。
台北的灯火， 一路漂移。
温哥华的雪该下满了你的书房吧？

一把战刀， 一支狼毫，
一页漂木削平多少世间坎坷。
回家， 回家……
少小的乡音在梦里醒来，
月光装了满满一匣。
二十年华轻易走出家门，
回家的路却走过大半辈子。
潇水作证， 雁鸣作证。
你的泪眶里长满树高千丈的根。

文韵石湾里
叶尘

东边的铜鼓寨， 西边的猴子岭， 各自以一拥入怀
的姿态， 伸展了手臂， 合而形成石湾。 湾里有水土，
有繁衍生息， 也便有了湘中石湾里。

铜鼓寨， 像一个敦实的汉子。 你叫他， 他应你，
你再叫， 他再应你， 回声浑厚， 酷似铜鼓， 便给了他
一个浑名： 铜鼓寨。 而猴子岭， 如今早已猴去岭空，
但余苍翠。

阳光白云之下， 青山延绵之间， 有田园。 田园是
多少人的梦想， 但有的已经沉寂在扼腕的叹息里。 而
这里， 你依然可见“有风自南， 翼彼新苗”。 疏落有致
的瓜架蔬棚， 淌溢着清新可口的芬芳。 鸡犬相闻的宁
静里， 有家， 有炊烟升起。 家本是具体可触的， 生生
不息， 便成了精神里的东西， 充满着时光的悠远， 以
及烟火相传。 石湾里的家， 该有多少年了呢？

据 《吴氏十修族谱》 卷十第一页记载： “我信祖
携眷创置大坪。” 信祖， 明万历十年生， 即公元1582
年。 大坪乃石湾的前称。 李氏族谱载： 如圣公， 1756
年率五子从龙荡塘湾迁徙至石湾里。 正是这如圣公迁
至此时， 有族老戏曰： 这左一石山， 右一石山， 不过
是连起来转个大弯， 就是个“石湾里”。 石湾里的名号
自此而起。 谢氏肇基祖———原珍祖， 于1686年左右迁
至石湾里……

这里古院落尚存， 丛丛翠竹掩映之中， 青砖黑瓦，
古朴门楼， 雕窗飞檐， 将人的思绪带入幽远古缈。 务
本园是其一， 槽门书“务本园” 三字， 乃湘中有名的
书法家谢叠青的处女作。 务本园取名自 《四书》： “君
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 其二俗称“花屋里”， 槽门书

“崇正园”， 门前大青石砌成的月台坚固如初， 打磨着
岁月的光泽。 过槽门往里， 正屋门上书“锦星门第”。
其三为 “寿松园”， 二正二横的四合院结构， 名医凤
芝先生宅第。 宅旁药堂， 朱砂书写的“寿世堂药材”
五字， 虽栉风沐雨， 却仍未失去那一抹鲜红。 药堂内
有自制门联“半天风月， 三岛云烟”， 悬中堂“悬壶济
世” “袖里乾坤” “壶中曰月”， 均是有一手好书法。
时光淘漉， 依然难掩石湾里蕴藏的文韵光华。

这得益于石湾里一脉相承的崇文重教， 唯如此，
方有流传至今的文化建筑、 文化记载、 文化仪式感。

修谱是石湾里的要事。 据说， 李氏五修、 六修谱
时， 设九个公案。 六修时还请了七龙共舞。 到七修谱
时， 上“猪羊祭”， 按传统打三天保醮。 想象这些热闹
壮观的场面， 便有一种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石湾里办学历来兴盛。 一位称“崇岳公” 的乡贤
主修“岳公书屋”， 办学到1951年。 同时期， 女乡贤
邓太君修建“八角楼”， 用以授学。 1935年左右， 凤
芝和泽田两位族长出资办新学。 村里曾有文昌阁， 阁
旁有“惜字炉”， 写过字的纸必须焚化， 以示敬畏。 在
一栋砖、 土、 木混合结构的百年老屋前， 有几块奇怪
的石头， 极少人知道这就是维梓石和上马石。 维梓石
是古时的桅杆石， 是功名的象征， 也是崇文重教的标
志。 过去达官贵人从维梓石前经过， 骑马的下马， 坐
轿的下轿， 以示尊重。

在如今石湾小学， 一个面色红润的女校长， 逢人
便讲在石湾里任教的幸福。 她说每天清晨被清脆的鸟
鸣唤醒， 踩着轻盈的步子来到学校， 面对400多个花
一样的面孔， 觉得心是满的， 每天都无比充实。 讲起
村里如何支持学校， 给学校捐赠书籍， 村干部每年在
教师节亲自下厨做饭菜给老师们吃等等， 如数家珍。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
社会共同经验。 这样说来， 每个人的‘当前’， 不但包
括他个人‘过去’ 的投影， 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
的投影。 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 而是实用
的， 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 这是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中的经典语录。

遂想起 ， “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 文韵乃石
湾里之本。

叶志勇

小时候， 黄豆豆心中有个偶像， 名叫巴
列辛尼科夫。 凭着对偶像的崇拜， 他刻苦练
习， 12岁那年， 考入了上海舞蹈学院。

然后， 他脱颖而出， 小有成就。 于是，
他远渡重洋， 来到纽约， 继续深造。 在纽约
街头， 他看到有巴列辛尼科夫的一场演出，
于是， 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最后的两张票， 坐
在了大剧院最高一层最靠边的位置上， 居高
临下， 观看偶像的演出。 但是， 激动兴奋的
他， 在偶像跳完第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抓起
自己的衣服， 离场而去。 一个崭露头角的年
轻才俊， 看一个迟暮的偶像在舞台上卖力演
出， 觉得偶像真真切切、 彻彻底底的破碎
了， 失望大于希望， 唏嘘大于激动。

那一年， 黄豆豆20多岁。
后来， 黄豆豆又两次与偶像相遇。 其中

一次， 是黄豆豆在纽约上巴列辛尼科夫老师
的课。 按照惯例， 黄豆豆只能站在墙边的第
二个位置上。 而那天， 巴列辛尼科夫来了，
赫然就站在他前面。 黄豆豆那一天上课， 特
别卖力， 有时是他看到巴列辛尼科夫的背
影， 有时是巴列辛尼科夫看到他的背影， 不
时看到偶像的舞姿， 他是多么兴奋啊。 一节
课下来， 黄豆豆腿抽筋了。 但是他特别欣
慰、 激动， 他的偶像， 真正的偶像， 50多岁

的巴列辛尼科夫， 这个迟暮的“美人”， 就
在那里与他一起起舞。 他怎么能平静下来
呢。

黄豆豆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 36岁。 他
说， 10年的时光让他看到了舞蹈， 看到了人
生。 10年前， 他是从一个舞者的角度去看另
一个舞者巴列辛尼科夫的。 年轻气盛、 风头
正健的他， 自然不能理解自己的偶像为何跳
得那么笨拙， 却又跳得那么陶醉。 10年后，
他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巴列辛尼科夫的，
一个准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舞蹈的人， 去看
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舞蹈的人。 他看到了
巴列辛尼科夫对舞蹈的热爱， 对梦想的执
著， 舞蹈对巴列辛尼科夫来说， 就是永恒。

因这感悟， 黄豆豆在舞蹈的艺术殿堂，
才一路跋涉， 一路旋转， 留下了他对梦想对
美与善的诠释。

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 但是， 如果走进
了他的内心深处， 感受并敬畏他高尚的灵
魂， 就理解了人生， 也认识了自己。

刘丽华

别以为乡村二月， 千花未
放妍，没什么可看的。 其实，早
春也是春， 未必要桃红梨白才
有春意，才有看头。 我就挑个清
闲的日子，去感受了“袅袅柔芳浅浅春”，也别有一
番春的韵致。

周末，走在通往婆家的村道上，乍暖乍寒，行
人三三两两，一个个像我一样还裹着笨重的棉袄，
并没有二八月里乱穿衣的。一路细雨蒙蒙，我打着
小伞，环视这片正在韬光养晦的乡野。

路边，翠绿的小草蠢蠢欲动，尖尖的嫩芽，似
昨夜冒出来的。有人说：春风不到，草芽不发。微微
的风，正从东南方向吹来，水雾中夹杂着青草味，
还有新翻的泥土味，初春的气息，滋润人的肺腑，
也滋润村前院后的枝丫， 那杏枝桃枝李枝上有了
浅浅的春色，开始含苞打朵。 牛棚里，闷头闷脑的
老黄牛，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哞叫。雨小一阵大一阵
的，春雨不下，春花难开。山坡上，迎春枝上吹起了
嫩黄的小喇叭，在蓄势报春。

雨停了，鸭子成群结队，越过一蓬蓬青翠夹红
的丝茅草， 争先恐后地下水，“春江水暖鸭先知”，
旱了一冬的鸭子，兴奋得在小溪、大塘里扑腾，清
洗一身被圈养弄脏的羽毛。吃厌了饲料的鸭们，忙
着找鱼虾，那些小鱼小虾才是它们的美食大餐。

一进婆家的门槛，炕桌上，摆着一碗蛋炒饭，
那是婆婆给我准备的，蛋里撒了很多的葱花。我端
起那个大花瓷碗，还没扒上一口，就闻到我熟悉的
香味，蛋香、葱香、豆豉香、猪油香。 婆婆说吃鱼虾
的鸭子下的蛋特爽口，平时一般舍不得吃，一个一
个攒着，用来腌咸蛋制皮蛋的。 此时，小妹磕破一
个咸鸭蛋，用筷子剥开蛋白，将黄灿灿油汪汪的蛋
黄倒进我碗里，我咬一口，又粉又香。对了，在来的
路上，遇上提着一篮子鸭蛋上城的李家大嫂，一打
招呼，大嫂笑呵呵地说走亲戚。原来，早春的鸭蛋，
是农家人的底气，特拿得出手。

饭后，太阳出来了，小妹带我四处乱窜。 矮墙
下，谁家栽的一排观赏茶花？ 朵朵火红，抢迎春之
先把春报了，给村庄添了一抹喜庆。几只小鸟在枝
头叽叽喳喳，准是谈论春天的大事。穿过几畦长势
正旺的油菜地白菜地，到了自家的草莓棚，翠翠红
红一垄，鲜尝春天第一果，一颗，两颗，三颗，酸酸
甜甜脆脆，中医讲，红色入心，多吃几颗红红的草
莓，让胸腔里那个蹦跳的小脏腑更有生命力。走过
几条田埂，看到了星星点点的紫红花草，一大片一
大片的，撑在隔年的稻茬里，摇曳生姿，惹得莺飞
蝶舞。近看，小花瓣上还缀霜带露。哟，早春喜色还
有这开得细细碎碎的紫红花朵！ 小妹管它叫红花
草籽。我们欢天喜地采了一大把带回家，找出一只
粗陶瓶插上，像许多小火炬闪闪烁烁，一下，点亮
了婆家的堂屋， 惹得梁上筑新巢的燕子欢快地歌
唱。

午后，村庄春烟四起，那是农家人备肥，以烧
草木灰混着猪粪牛粪羊粪等鸡鸭鹅粪积的肥，是
庄稼最好的“营养钵”。透过前方的蔬菜大棚，看到
在棚里忙碌的东家夫妇，戴着手套捏粪团子，一个
一个拍圆，捏成椭圆形池状，整齐排列在翻过的地
里， 将辣椒、 茄子等瓜豆蔬菜籽点在粪团的凹陷
里，盖上薄膜；西家几口也正手忙脚乱，老老少少
在移栽绿茸茸的瓜豆秧苗，一铲一颗移植，松土，
培土，施肥，浇水，每个程序都不马虎。

一辆小四轮出现在了村口， 沿着新建的公路
进村来了，看上去，满载而归，那是去集镇上购买
种子和农耕设备的村民回来了。车一停，一袋袋稻
谷、玉米、小麦等蔬菜种子卸了下来，一些维修好
的农具卸了下来，一卷卷地膜卸了下来，一台小型
的旋耕机卸了下来……一幅生机勃勃的打田、撒
肥、播种的春耕景象好像就晃在眼前。

远处，几个放学娃手牵自制的纸风筝，在草地
里疯跑，无拘无束，跑累了，从兜里抓一把豆子花
生往嘴里塞……那不是清代高鼎笔下的“草长莺
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的《村居》图吗？

种 子

汉诗新韵

我是渔父 （外一首） 舞者人生

二月浅浅春

沧海人生，有多少美满岁月？ 细思量，苦难
累累，幸福些些。 功名利禄化尘土，悲欢离合聚
霜雪。 害煞了天下有情者，撕心裂。

风雨渡，阴阳别，似雷鸣，如电灭。 猛回眸窥
视情感深穴。 人间不是天堂美， 世界原非金刚
铁。 泪洒尽红绫斑斓滴，君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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