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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芳

我的故乡，是湘西南名镇一条叫武阳老街的地方，对
故乡最深刻的记忆是当年那条古朴的老街， 而过端午节
又是记忆中最快乐甜美的一段。

老街大体呈南北走向，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当年铺
满麻石青石的街道有两公里长， 像一条长带子串连起数
百个相对相邻的门店。 计划经济年代，以街道为轴线，这
里集中居住农业户、工商居民户人口近两千人，也是方圆
几十里集中赶场的地方。

端午节是我们老街除春节之外最隆重的节日。 一大
清早，就有卖艾叶菖蒲的，鲜绿滴水的菖蒲艾叶，混起来
一把一把扎好，用竹畚箕垒满担着，一路叫卖，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几分钱一把。 卖菖蒲艾叶的人一路挑担走过，早
饭之前，全街几百户门店，就很快挂满了这祛邪求安的菖
蒲艾叶，一条街都散发着沁人的清香。

我们家住在正街上，我记得，种卖菖蒲艾叶的，总是
一队半边街和三队菜园子那几户人家， 他们每年精心种
植菖蒲艾叶，端午这一天黎明早起，最先打破一条街里这
个特别节日的宁静， 用辛勤劳动从街坊邻里换回两三个
月全家的油盐钱。 我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当年卖菖蒲艾叶
的老人早不在了，但那卖艾叶菖蒲的叫卖声仍亲切在耳，
父母买艾叶菖蒲后挂插上门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当年端午节最用心的，还是包粽子。 缺粮的年代糯米
是很珍贵的，当年收割的新糯谷要在下半年才出产，所以
包粽子的糯米头一年就留着， 放在米桶或配有生石灰的
干燥的谷仓里过一个冬春。 我们农业户口大多数户是留
糯谷，端午节前两天把它拿到米厂碾成糯米包粽子。 联产
承包之前，是生产队统一种收糯谷分配到各家，分到的糯
谷成米后，更是用于当年腊月打过年糍粑，少量的用于次
年端午节包粽子。 有的人家没有留糯米糯谷，就用籼米跟
邻居兑几升。 我们老街上，有武阳大队和老街居委会两种
身份的人，一条街杂居，和谐相处，但待遇是不一样的，居
委会吃居民粮的人可以到粮站买供应的糯米， 我们吃农
村粮的人就靠自己种糯谷。 当年我们吃农村粮的孩子，对
生产队种的糯谷稻田是格外关注的， 种在哪里， 面积多
大，长势怎样，从插秧到收割，我们都把它在心里记住许
多遍。 因为这一片糯谷稻田的收成，关系到我们每年有没
有糯米糍粑吃，有没有粽子吃。

过年打糍粑和端午吃粽子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
的日子。 粽子是端午节头天浸好糯米， 晚上包好煮好

的，端午节早上一家人吃一餐，更多更正式的是中餐待
客吃。 老母亲年轻时刺绣出色，剪纸生动，端午粽子包
得好。 包粽子的大片竹叶，一般是姐姐到山上摘的，也
有的年份买一些粽叶， 或把上年包过粽子的叶子洗净
晾干，存到下一年再用。 捆粽子的粽叶，大部分是乡下
亲友送的，我上小学了，有时也由我去附近乡里砍别人
家的粽叶，我将粽叶条一根一根去骨撕好，交给母亲捆
包粽子。 我家每年粽子包得较多，家里人吃一部分，绝
大多数是用来请客送人的。

母亲端午前一天总要包到半夜， 我很多次在床头卧
着看她慢慢包粽子。 她将粽包叶卷成一锥形空心卷，左手
握着不松手，右手一调羹一调羹往里头掺糯米，分量差不
多了，就用一根筷子往里头插几下，用右手五指抓齐，用
力挤几下左手拽着的快要成形的粽口糯米， 收口用粽叶
捆紧。 粽叶捆扎粽子天生的好，一根粽叶条捆一个粽子，
一柄粽叶撕成条，捆串成一大串粽子，扎扎实实，沉沉实
实，一大盆浸胀的雪白糯米，在妈妈的劳动中变成几大串
饱满诱人的粽子。 我家包的粽子，一般是全糯米的，也有
时掺些红豆。 全糯米粽子煮熟剥叶是白白的，掺了红豆的
粽子则红白相间，白多红少。 用一支筷子插入剥了叶的粽
子蘸糖送入口中，那滋味别提多美了。 那时白砂糖是紧缺
东西， 别人送我们的糖， 母亲总要留存到端午节才拿出
来。

平常，我要母亲给我和弟弟包几个“双包鼓”，也叫
“羊角粽”， 就是把两个小粽子捆在一起， 状如对称的羊
角。 我的“双包鼓”粽子，一般当天不吃，总要拿到小伙伴
中间显摆，带在手头玩上一两天才进肚子。

端午节请客是特重视讲究的。 这一天，我们街上人每
家每户一般要请上一两桌客，我家客多，请客有几桌。 我
们街上人这样做，主要是回请乡里的亲友。 端午节是全国
人的节日，更是我们武阳老街人看重的节日。 大家忙在其
中，也乐在其中。

梁实秋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要想一生不得安宁，娶姨
太太；要想一年不得安宁，造房子；要想一天不得安宁，请
客。 端午节这一天，母亲是最累最忙碌的，但她非常开心，
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端午节，对于我们男孩子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可以
下河洗冷水澡了。 水库山塘、大小河溪的水温开始转暖，
老人们说涨端午水后，下河洗澡不会皮肤生疮。 所以端午
节后，家乡的江河、水坝、山塘水库，就成了我们小伙伴的
水中乐园了。

在他乡
种故乡

刘丽华

周末陪母亲随便走走， 一不小心闯进了一
个庞大的菜园， 园里菜花黄， 豆花紫， 鸟鸣蝶
飞， 一片葱葱绿绿， 几位大妈大伯在栽菜秧，
撒菜籽， 松土， 施肥， 拔草， 有一搭没一搭地
干着农活。

小城寸土寸金， 怎么还有这么大一块地闲
置？ 走近寒暄， 才知这块地皮有房地产商看
好， 但没谈妥， 一直搁着， 这些来城里跟随儿
女生活的庄稼老人正闲得慌， 就翻土开荒种
菜， 每天侍弄一下菜地， 活动一下筋骨， 让家
人吃上环保蔬菜， 日子就蛮好打发了。

心里空空落落的母亲一听来了精神， 与大
妈大伯拉扯起来， 那劲儿像蹭在自家的菜园土
里， 与屋前院后的三婶娘五伯娘聊瓜秧子豆种
子。 看到每位老人种几畦菜地， 还置有粪池，
搭了棚子收拾农具、 备几坛菜， 母亲很是羡
慕。 其实我们老家就在城郊， 她在家里山里地
里忙活， 父亲一走， 让她来县城跟我们居住，
可她过上太闲适的日子反倒憋屈。

栽辣椒秧的大妈说这些蔬菜吃不完， 晾晒
成干菜或腌制成咸菜， 用陶罐坛子储存起来，
孩子们下班只要带点荤菜回来， 路过菜园进棚
取点坛子菜， 或拔个萝卜， 砍棵莴笋， 割蓬韭
菜， 扯把青葱， 摘捧红椒， 回家佐荤菜， 那是
荤菜不腻嘴， 素菜有油水。 先生说： “你们这
些老父母是在他乡， 种故乡。” 说得园里六七
个老人乐开了花。

母亲挽起袖子帮大妈栽起辣椒秧来， 农家
娃出身的先生也参与。 大妈指指园子边的几处
荒地对母亲说， 大妹子， 看你很里手的， 你们
离这里又不远， 干脆也来种几畦， 到时菜也吃
了， 身子骨也活络了。 母亲问可行吗， 旁边的
大伯说有啥不行的， 荒着也是荒着， 农具肥料
我们有的都可提供。 母亲连连说好， 高兴得像
个孩子。

母亲说干就干， 我们也脱了外衣， 撸起袖
子， 挽起裤脚， 从大妈那里借来锄头， 先翻一
块方桌大的地， 大伯建议种韭菜， 说韭菜一茬
接一茬， 一季连一季， 一家子有这么一方， 四
季也吃不完， 他地里的韭菜正好分根， 可供移
栽。 我家都爱吃韭菜， 一拍即合。 我们一锄一
个土坷垃， 一边磕碎， 一边清理杂草， 挖出一
个个小土窝来， 底部放鸡粪、 火土灰， 上铺一
层薄土， 再用小铁铲从大伯的韭菜地一蔸蔸挑
出韭菜， 剪叶留根栽下地， 浇上水。 接下来又
翻了一小方地， 栽了六分葱， 点了四分蒜。 收
工时， 大妈取了满满一碗坛子菜递给母亲， 让
我们带回家去佐菜， 母亲看着一半红红的剁辣
椒， 一半白白的萝卜条， 直夸大妈腌得好。

母亲次日一早就出门了， 她没买种子也没
买秧子， 却带回了一把空心菜老茎， 一把红薯
藤子， 一把苋菜根。 原来， 母亲去菜市场遇到
了村里的张家媳妇在卖菜， 张家媳妇听说母亲
在城里种上菜了， 就塞了一把有老茎的空心菜
和红薯藤子给母亲扦插， 还有一把可栽的苋菜
根。 母亲一个劲地说老家的蔬菜好， 叶片肥
厚， 生长快， 好打理， 关键还好吃……她马不
停蹄地去了菜地， 有大妈大伯的援助， 空心
菜、 红薯藤、 苋菜妥妥当当弄了半垄， 还在周
边插了紫苏。

往后， 母亲天天去菜地， 栽莴笋、 西红
柿、 辣椒、 茄子、 生菜……点豆种瓜搭棚架，
一回家， 说的全是菜事， 如抽叶了， 爬藤了，
开花了， 捉虫了， 挂果了。 一个多月过去， 我
们的餐桌上陆陆续续摆上了母亲的空心菜、 苋
菜、 莴笋等。

母亲的菜地绿茵茵， 青嫩嫩， 翠翠红红紫
紫， 摘了长， 长了摘， 这边结荚， 那边开花，
红的摘了， 紫的长了， 绿的割了， 黄的肥了。
后来， 街坊四邻也吃上了母亲的绿色时令蔬
菜， 住对门的晴姐对母亲说， 阿姨， 您的茄子
肉质肥嫩， 清蒸就很好吃啊， 又不怎么吃油；
楼下的李家姥姥说母亲的木耳菜滑嫩嫩的， 炒
肉吃味道鲜美得很； 门卫老张喝着鱼汤， 说有
母亲的紫苏与鲜姜一调味， 这个汤鲜极了； 隔
壁的沐沐妈说母亲的芋头炖排骨， 炖出的芋
头， 粉粉的糯糯的， 汤比鸡汤还鲜香； 楼上的
姗姗说母亲的黄瓜脆生生水汪汪的， 不但爽
口， 还可敷脸治痘痘……听着邻里这些夸奖，
母亲就像一个地道的菜农听到又来挑拣蔬菜的
老宾主夸她的菜好， 心里美美的。 菜农一乐，
会搭送一把香葱， 或秤杆翘得老高的， 母亲则
是叫住人家， 等她去揭坛子盖， 取来一碗白辣
椒或半碗米粉茄子、 半碗豆豉给人尝鲜。

看到母亲干劲那么足， 我倒担心那块菜地
哪天建房了， 母亲又会空落落的， 就问母亲菜
地要是没了呢， 母亲说我们若不反对就利用阳
台种菜。 原来她早就盘算好了。 先生立马表态
前阳台后阳台任其栽种。

现在， 每当来菜地接母亲回家时， 母亲一
路话很多， 不是说靠篱笆边的那一蔸南瓜结了
6个瓜崽， 就是说挨着刘爹的冬瓜躺个了……
菜地， 是母亲伸展拳脚的天地， 自从有了这点
菜园土， 母亲就像回到了老家， 精气神又回来
了， 不像咱们小区那些打牌的老太太， 不是腰
酸， 就是背痛， 或腿抽筋。

我知道， 在他乡， 种故乡———这才是母亲
在这个小县城的舒坦日子。

叶志勇

你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你触到了泥土的芬芳
你用目光蔚蓝了天空
你让阳光灿烂了大地

这个日子
你只让歌声流淌
并用舞姿
敲响六月的钟声

放飞
你走向公园
你沐浴着新鲜的阳光
你在人间
像空气一样自由
现在， 就放飞心灵
你在草地上牵引着它
你撩弄着风的双唇
你说
六一， 真好

甘建华

泉湖二月八
一条官马大道穿镇而过
赶会者携带十里春风
随着油菜花香摩肩接踵
稍有不小心
便会互撞一个满怀
确认了眼神， 都是东邻
抬首见街中天宇
斜飞过一行行大雁
嘎嘎嘎叫着
六百年来的乡情民俗

湘南山区的泉湖
年年今日
农桑是国家第一要务
方圆百里的人啊牛啊树啊
还有斗笠、 风车和诗魔烧饼
吆喝着会师

那地摊上兜售中草药材的老者
可是我卜居深山的族裔？
那欲购大楠盘晾晒金秋的娭毑
可是我勤劳终生的外婆？
那肩背上扛着犁铧的光头汉子
可是我锄禾正午的兄弟？
那笑吟吟炸出金黄麻圆的女子
可是我俏丽善良的姐妹？

负手而行， 长街与瓦屋
撩拨连绵的心绪
我要买两株桂花树苗
手植在前庭后院
晴好时节听蝉鸣声高
再买一只四方板凳
置于书房正中
坐出南面君王的气象

界牌火灯节
暮色尚未从四方聚合
而界牌的心
已跳动得十分急促
那只明朝永乐年间的飞蛾
早已焚烧于祖先的火灯
而寿佛托梦的传说
成了全民狂欢的理由
万人空巷尚不足以形容之

把洋鼓洋号吹起来
把大鼓大锣敲起来
把闪电般长龙耍起来
把千百个灯笼举起来
二月初七夜
始于南岳后山圣寿寺
沿银溪河两岸盘旋
十里长街的上空
星月凝眸
峡谷中流淌着
一条七彩斑斓之河

身着红装打腰鼓的少女
笑靥如花一样美妙
身着红装举牌灯的母亲
眉宇间洋溢着喜庆
原本枯瘦的西岭老汉
原本慵懒的东村儿郎
因红色头巾而精神焕发
招摇过市时顾盼自雄
走在前头的老法师
口中念念有词
神态却端穆如佛
跟在后面的小和尚
调皮自拍发朋友圈

天。 地。 人。 和。
浩荡游走地之四维
千家万户的门首
大红灯笼一盏盏挂起
燃烛放炮
焚香供果
木柴早就备好了
火盆早已架好了
熊熊的火焰
红红的火焰
旺旺的火焰
长长的火焰
映照出壮丽的乡愿
十方祈福声中
湘南瓷都今夜无眠

杨承大

沁园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
艰苦耕耘， 特色旗扬， 硕果盈丰。 看三山

五岳， 堆金积翠； 田畴沃野， 稻浪连空。 绕月
飞舟， 太空设站 ， 猎猎旌旗映日红 。 春潮涌 ，
正改天换地， 气贯长虹。

常叨伟业丰功， 创盛世全民协力同。 历艰
难险阻， 终强国力； 肃贪反腐， 大道为公。 凝
聚人心 ， 邦交四海 ， 一派泱泱大国风 。 齐进
取， 为前程锦绣， 跃虎腾龙。

满江红·党颂
日出南湖 ， 掀巨浪 ， 迅雷惊彻 。 扬大纛 ，

燎燃星火， 激情马列。 黑手高悬豪杰斧， 红旗
浸染英雄血。 领中华， 推倒罪三山， 东方屹。

百年耻， 从此雪； 穷受辱， 兴邦切。 看蘑
菇云涌， 太空登月。 浩气酝圆强国梦， 柔情酿
就亲民热。 起宏图， 再造美山河， 神州崛。

游宇明

这些年，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名字在中国像是旺火
上的蒸笼热气冲天，我读过他的《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
描写直子与小林绿子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感人至深，我
曾花整整3天时间将其读完，生怕错过某个精彩的情节。

与村上春树的作品相比， 我更尊敬的是他那份无私
无畏的良知。

最近村上春树写了一篇文章 《弃猫———提起父亲时
我要讲的事》，发表在2019年5月10日发售的《文艺春秋》
月刊上。 村上春树在文中透露：他父亲村上千秋原是京都
名刹住持的次子，1938年起三次应征入伍，第一次入伍是
20岁，作为照料军马的“辎重兵”参加侵华战争。 “父亲几
乎从来不跟我讲自己的战争经历， 唯一一次讲自己残杀
中国战俘的事是在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显然中国士兵
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但根本没有表现出恐惧和
害怕。 ”村上春树写道：“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光景，不
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他将此事看成是
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精神创伤”，“即使再感到不快、再
想移开视线， 人都应该将其作为自身的一部分继承下来
并传下去。 如果不这样做，名为历史的东西意义又在何处
呢？ ”在文章结尾处，村上春树感慨万端地写道：“我们只
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一滴雨
水有其历史，有着承继那段历史的一滴雨水的责任，我们
不能忘记这一点”。

披露父亲曾杀害中国战俘这个事实， 绝对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村上千秋一直不愿跟儿子讲自己的战争经历，
原因很明显：此人意识到自己当年干的事是非正义的、残
暴的事情，不光彩、不值得炫耀。 其跟儿子的偶尔交心，不
过是某一瞬间内疚感使其无法自持而已。 既然村上千秋
在生之年对此事刻意隐瞒， 大概也不会希望自己死了之
后儿子将其捅出来。 我们知道，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这
些国家历史上都深受中华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讲究“孝
道”。 所谓“孝道”，无非就是“孝”（赡养）与“顺”（不违背长
辈的意见）。 村上春树幼年听了这个故事，70岁时终于选
择将它公开，内心不知做过多少次挣扎。

村上春树如此做， 可能还会遇到来自与其父亲有着
相同经历的人及其后辈的非议。 一场规模巨大、历时长久
的战争需要投入许多人力。 可以肯定，在日本百岁左右的
老人中，一部分做过侵华日军，就算他们不在了，还会有
子孙， 这些人对村上春树直言不讳地描写自己父亲侵略
罪孽的行为很容易恼怒， 而此种恼怒又可能转化为形形
色色的攻击。 作为影响巨大的公众人物，村上春树不顾这
一切，坚持发表此文，其对良知的看重可见一斑。

良知是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的水乳交融状态， 是我
们面对世界所呈示的一种无私和勇敢。 面对良知，世人往
往会呈现出三种姿态： 一是对事物的取舍一切以个人利
益为转移，将良知视作废纸；一是在不与个人利益发生冲
突时守护一下良知；一是像村上春树那样，无视世俗的功
利，将良知举在头顶。 能做第三种选择的人数量最少，却
也最可贵。

每一滴雨水都有自己的责任，良知比天空更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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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比天空更永恒

词二首 你的节日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