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湘韵 25周刊湘韵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 2019年6月14日 星期五12
汉
诗
新
韵 魂归醉乡

李 斌

木船击穿含蓄的港湾
浮浮沉沉的诱惑
瞬间打湿迷糊的睫毛
翻开阳光的留言册
让松散的青藤
缠住一群精悍的语言

指望那抹细密的目光
洞穿黝黑的梦境
听任肥厚的故事翻涌
清癯的情愫如影纷披
额角成为年龄的风景区

相约于五颜六色的旅程
沿路抛洒清丽的音乐
甜蜜的记忆起起伏伏
泛潮的鹅卵石终日无眠
炊烟袅袅微笑亦然

脆弱的围栅睡眼朦胧
饱满的小巷一字排开
刻意瞄准丰盈的门庭
飘逸的眼波纵横交错
最初的恋歌开始疯长

老街
古城墙傲然开在
阳光醇厚的故事里
浅黄浅黄的顾恋涌来
掠走老井稠稠的笑意

一群欢乐的鸽子
琢敲屋顶上的风景
真实的钟点
醉意深浓

眸光推门而出
额际渐渐陡峭
雨点歪歪斜斜
打不开紧锁的面颊

吻破蝶舞鸟飞的郊野
所有的手心攥着蝉声
在密集的注视中
满目的期待轻盈如飞

任倔强的台阶迎来送往
苍翠的老槐树神釆飞扬
反复推敲斜斜的山坡
纤薄的足音当街滚过

一枚村庄
一束烛光点燃黑夜
临街的窗棂当风抖动
伸手抓一把鸟鸣
放飞一座桥的心事

掩饰几棵行道树的羞怯
为一些鲜为人知的固执
垒一方无人抵达的风景
期待体面的箫声扑来

扶正冰清玉洁的习惯
常常掂起摇摇欲坠的路程
时间随意成绵延之丘
溅落的是默立的诺言

打开季节生有水锈的锁
这枚复杂的村庄深不可测
不得不挑开古老的歌谣
让酸酸涩涩的青春滑入

凌空行走的薄纸片
精炼成古楼顶层的神秘
怀抱枯瘦的季节
大片大片的山峦站立起来

许尚锋

你的初心
晶莹透亮
渺小的身形
挂在树上
蕴藏在遥远的冰川
太阳
释放你的能量
放飞梦想
云蒸霞蔚
无数次聚散
化作雨滴
洒向人间
生命就有了律动

你的初心
晶莹透亮
渺小的身形
挂在窗帘
蕴藏在遥远的冰川
月光
赋予你的力量
点滴消融
坚定方向
亿万次聚积
化成小溪
汇成江河
生命就有了澎湃

你的初心
晶莹透亮
渺小的身形
挂在眼眶
蕴藏在遥远的冰川
星星
见证你的坚强
穿过石隙
越过沙漠
千万次跋涉
化成泪滴
落入大海
生命就有了浩瀚

彭英

端午，家人团聚，席间，热闹地吃起粽子。
四角分明又微胖的肉粽， 被女儿肉乎乎的小手层

层剥开， 白亮油腻的身体， 被女儿一口一口地吞进肚
里。

她连干掉了3个，然后，响起了一个饱嗝。
“妈妈，我吃饱了。 ”于是离席。
看着女儿胖胖的身子，微微隆起的肚子，想起我小

时瘦骨嶙峋的样子，我不禁感慨，时代变化还真是快。
第一次吃到肉粽是在外婆家，我约摸八九岁。 舅舅那时
偶尔去几十里地外的县城办事， 那天刚好遇到， 就买
了。

粽子是新鲜事，买来，外婆舍不得吃，硬要等到端
午当天，我们这些外孙狗上门。

我们这三个能爬的外孙狗， 一看到粽香四溢的绿坨
子端上来，就抢上去。表弟是男孩，能吃，一下就干掉一个。
我的半个还在嘴里，忍不住去抢盆。 我怕表弟耐不住性子
一口气全吃了，外婆还在灶上，肯定来不及。 她也不留的，
一定让我们吃个饱。表弟以为我霸道，立马打上来。我身子
弱，一趔趄，整个把盆儿翻了。 剩下两个肉粽，可怜地摔散
在地上。我的眼泪不听使唤地蹦出来。表弟也知道闯了祸，
愣在那里不做声。 外婆家的那条瘦狗闻了过来，我和表弟
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上去……

还好。 赶上了。
我把肉粽悄悄地裹好，仍旧放在盆里，表弟也不抢

了，目光又盯上了圆溜溜的咸鸭蛋。
外婆灶膛里的柴火还在明亮地一闪一闪， 我知道

就算是青菜，外婆也要配上个十大碗。
而今，孩子们倒是不抢了，大人们还得提醒这些小

祖宗，少吃点，多吃点青菜，饭后来点水
果，不能吃得太撑。

我又望了望那小山包上偶尔响起的
饱嗝，感激着这个时代，也唤起了我的另

一种需求———要让这粽香， 不单饱孩
子的胃，更要润孩子们的心。

胡小平

二弟突然停下脚步，说
似乎踢到了什么， 感觉像笋
子。 我说这平平坦坦，也没石
头什么的，哪里会踢着什么。

二弟回过身，弯下腰仔细找了找，又踢了踢，边蹲下边说下边准是长了
笋。三弟边四面看边说这路上周边也没竹子，哪来的笋。二弟朝我招着
手。我跑过去，蹲下，看到紧贴地面有筷子嘴那么大一小撮毛茸茸的黄
褐色的东西，又看到一条细微的裂缝。二弟拿过锄头说要看个究竟。我
忙摆了摆手，在路边草丛里捡了一块瓦片，小心地挑着，刨着，扒着。

一根笋子露出脸来，虎头虎脑的。接着，在它左右又各刨出一根笋
来。我呵呵一笑，说原来是一窝呀，三个手拉手肩并肩的，可亲热了。三
弟说这竹子可不简单，一生就是三胞胎，又说二弟这感觉也真灵。 二弟
得意地笑了笑，抡起锄头就要挖，可锄头举到半空又停下了，看着我。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心里嘀咕着这笋长得好生有趣———既然长得
有趣，那便不可随意挖了，便看着三弟。 三弟却只管伸着脖子，边往前
走边往房东头打望。二弟放下锄头，目光也给三弟牵了过去。三弟跑回
来说搞清楚了，房子东头有好几根竹子。

“这也怪了。 ”三弟跑到笋子跟前，蹲下看了看，皱了皱眉头，边说
边站了起来，“从竹子到这里有好几十米，还要过坡下坎，那竹鞭能跑
到这里来？ 那么远，怎么偏偏长在了这路中间？ 真是不可思议，太神奇
了。 ”

“这算不上什么奇怪，有的还长到人家房子里，把床板都顶起来了
呢。 ”二弟比划着，“那竹鞭可厉害了，不管土是软是硬，都一穿而过，实
在碰到石头了，那就绕过去，石头只要有一点点缝隙，就钻了进去，把
石头都胀破。 ”

听二弟这么一说，我边吟咏着“野竹野竹绝可爱，枝叶扶疏有真
态。 生平素守远荆榛，走壁悬崖穿石埭”的诗句，边往前走在右侧的挡
土墙上寻找着。扒开墙上的茅草，我看到有竹鞭从石缝间穿出，沿着墙
下来，钻入泥土，往西边去了。三弟看着竹鞭，恍然大悟地点着头。二弟
摸了摸竹鞭，说它就这样，无拘无束，什么也不怕，一往无前。 我将茅草
扒拢，恢复原样，说这也正是自古以来竹子就受人喜爱的原因之一。

二弟自语着，去的时候也是从这里过的，怎么就没踢到。 三弟一笑
说，我们在走，笋子也在长呀。 二弟“哦”了一声，望一眼快到头顶的太
阳，说这笋如果要挖那就快点挖，不挖那就快点把土培上，时间不早了。
“这笋确实长得可爱，挖了倒是可惜。 ”三弟看着笋子，“不过，这又长得
不是地方，长在了路中间。等出了土，就挡了别人的路，碍了别人的事。”

“也是，就算没长在路中间，这样三个紧挨在一起长在竹林里，主
人也会挖了两边的，留下中间这个健壮的。 ”二弟比划着。

“这上边房子的主人都搬走了，这一冲只老五叔住里边了，不会有
多少人来往。 笋子长得又快，用不了七八天，这笋子就长高变成了竹
子。 ”我看一眼二弟和三弟，“再说，三个长在一起也是难得，长好了到
时候也是一道风景。 ”

“这倒也是。 ”三弟点点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说不定若干年
后，这里就是一片大竹林。 ”

“只是这七八天里，老五叔就不出山？就不会有别的人进来？”二弟
皱着眉头，疑惑地看着我。

“那可说不准。 ”我踱了几步，一转身，“不过，也许老五叔或别人都
想得跟我们一样，甚至更喜欢这笋子呢。 ”

二弟一拍额头，蹲了下去，双手给笋子培起土来。三弟从路边的草
丛里捡来了瓦片、树枝。 我去前边搬来了石块，将笋子围了一圈。 笋子
笑着———我分明听到了。

就要走过山嘴了，我和二弟三弟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回望过
去。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但愿明年那儿有一道风景。

乔玉山

端午佳节， 几位文人墨客好友相邀
到苍翠雄健的刻木山旅游。刻木山山形奇
特，身卧西天，脸向东方，每当雾沉山麓、
云移峰飞之时，犹如佛祖之形，观前山岭
脊迭降，看后山体魄陡峻，左右两边的梅
古山、 牛角垭山峦似凤翅伸展的两翼，茂
密的苍森如覆体的羽毛。山脚下左右两溪
清泉盘山长流不竭，如白练缠绕，蜿蜒曲
折，是临澧天然景观的风水宝地。

一天的爬山涉水早已汗流浃背，腹
中饥饿。 下午返回途中，在官亭水库旁见
一家私人饭馆生意红火，招牌上写的是鳜
鱼酒店。朋友对我说：“官亭水库鳜鱼肉质
细嫩，大而鲜，三湘闻名，何不到店中尝
鲜？”二楼包房坐定，店老板笑盈盈为我们
送上一杯官亭毛尖清茶， 拿着菜单介绍：
我这里有康熙皇帝吃过的“清蒸鳜鱼”，有乾隆爷吃过的“鳜鱼卜
山汤”，诚望客官喜欢！一会儿两道名菜上桌。一位灵秀的服务员
桂花，则操起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起鳜鱼的故事。

“鳜鱼与黄河鲤、松江四鳃鲈鱼、兴凯湖大白鱼并称中国‘四
大淡水名鱼’。 我们官亭水库的鳜鱼由于临澧桂花树成林，习惯
称作桂花鱼。 肉质细嫩，刺少肉多，味道鲜美，是宴席上的‘贵
客’。 在刻木山乡，桂花鱼是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鱼宝。 ”

我是中医行家，接过美女的话题说，桂花鱼不但味道鲜美，
还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本草纲目》记载：鳜鱼肉味甘、平、无
毒，可补虚劳，健脾胃，益气力，消水肿。鉴于鳜鱼的种种优势，千
百年来，人们发明了各种烹饪方法：蒸、煮、烩、烧、烤、炸。 于是，
“清蒸鳜鱼”“松鼠鳜鱼”“乌龙鳜鱼”“菊花鳜鱼”“叉烧鳜鱼”“醋
熘鳜鱼”“鳜鱼滑汤”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见菜肴。

酒足饭饱之后结账时，桂花美女又言道：我店有“三不”规
矩，不赊账、不开发票、不接受公款宴请，我是乡纪委特聘监督

员，敬请见谅！虽然一顿饭花费不菲，但大家
都觉得值。文友说：临澧山好，水好，鱼好，人
更好。

杨别除

大自然进入生机盎然的春天， 娇矮的栀子树
一身绿装，郁郁葱葱，蹲在路边或花园里，显得有
些慵懒，毫不起眼。 春风吹拂，桃花笑开，坡上的映
山红盛开，连深居大山的杜鹃也怒放了。 栀子树却
丝毫没有外观上的丁点变化， 跟人一般欣赏着春
天的姹紫嫣红。

当春天谢幕后，夏季登场，夏风一吹，夏雨一
淋，栀子树在酝酿，慢慢地长出淡绿色蓓蕾，又几
乎是在一夜间，人们不经意之时，盛开出白色的花
朵，像碧波荡漾的大海，荡起了一朵朵白浪，吐露
出清香的芬芳。 栀子花不与春色斗艳丽，只为夏日
争绚烂。 让人想起大诗人泰戈尔的名句：生如夏花
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栀子树长得娇小，枝叶
却繁茂，叶片四季常绿，开出的白花，外形洁美，内
质高雃。 花香四溢，沁人心脾，提神健脑。 既可入
药，消炎袪热，凉血解毒；又可用作食材，可凉拌，
可小炒，味道清香鲜嫩，食后清热养胃，宽肠利气。

我初次知道栀子花是听刘若英的歌曲《后
来》：“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的百褶裙上。 爱
你，我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 ”这歌旋律
委婉，歌词富有画面感，引领我去找寻，原来自己
身边到处都有。一年一度，花开花谢，相伴左右。因
为爱歌而喜欢上了栀子花， 这多少有点爱屋及乌
吧！ 后面一了解，栀子花确挺优秀，很值得我一爱。

栀
子
花
开

午间话粽

刻
木
山
中
鳜
鱼
香

蔡测海

40多年前，在老家的小学，我是一
名民办教师。 枫树林中的木楼里，我一
边听收音机播放的《红灯记》，一边读
孙健忠的散文《洛塔的河流》。 一次印
象极为深刻的阅读。 滴水贵如油的喀
斯特地区，孩子从天坑里取水，到半路
孩子摔倒，水没了，孩子大哭。 我经历
过从天坑取水。 一盆水，洗完菜洗脚，
洗完脚喂牛。 孙健忠写人缺水的困境，
也正是我的生活实录。 这位把水写得
这么心痛的人长什么样？

那时， 孙健忠已是省文联的文学
专业干部，也就是后来说的专业作家。
那时的省文联，有周立波、康灈、蒋牧
良一辈延安时代的老作家，有写过《祖
国，我回来了》的志愿军诗人未央，有
毕业于中央文学讲习所的谢璞， 他和
石太端算年轻作家， 在基层体验生活
的时候多。 孙健忠的生活基地在老家
湘西，他有几年时间在洛塔人民公社，
一处山顶上的公社。 公社党委书记彭
官恕，公社干部陈元敏，铁姑娘班，土
家汉子，用手和肩膀，把地下阴河引到
地面。 让水往高处流。 了不起的引水工
程。 孙健忠是这一壮举的见证者和书
写者。 自古以来，有多少写水的文字。
忘川之水，逝者如斯。

某一天， 我得以一个人读孙健忠

的散文和从听《红灯记》的地方出走，
到吉首卫校读书， 与孙健忠的兄弟孙
健华同学。 孙健忠的老屋是一栋二层
楼的木房子。 孙健华带我们去他家的
阁楼， 讲起如何偷看哥哥的藏书，雨
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年轻时代
的孙健忠是读过许多书的。 他后来成
为专业作家，眼界高，对自己的创作要
求很严格。 他看到的地平线是天际，不
出湘西疆域。《湘江文艺》的资深编辑
宋梧刚某天对我讲， 孙健忠与同时代
作家比较很有底气。 他的《甜甜的刺
莓》《醉乡》获全国大奖，是意料中的事。
他接着写下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又写出另一部长篇小说《倾斜的湘
西》。 上世纪80年代，孙健忠的个人史
和文学史是一条平行线。 他对我讲，他
要写一部肖洛霍夫的顿河那样的湘
西；他要写部湘西史诗。 我陪他走访武
陵山区，行程万里，历时50多天。 在三
省边界的一处晒谷坪里， 听一位老兵
讲述，我想这人多像《阿甘正传》里的
阿甘。 我对孙健忠讲，这正是你要找的
人。 孙健忠一笑，对我讲，要写传得下
去的作品不容易。

后来， 孙健忠当上了湖南省作家
协会主席，我进省作协做专业作家，与
他楼上楼下，他四楼，我五楼，常去他
家蹭饭，两人对酌。 杨大姐炒得湘西味
道好菜。 与老大哥谈天说地。 忽然，他
说，你呀，时有惊人之语。 至今不明白，
这是对我的佳评还是批评。 年轻，不知
天高地厚，令老兄长惊讶罢？

他从不见位尊而尊，位卑而轻慢。
局内其声朗朗，热情而坦诚。 他对那些
位高权重的人说，你有那个权力，有些
事办得到，你要办呵。 办好事，是政绩，
也是积德。 他也会对生活中打拼的人
讲，船到桥下自然直，人生不满百年，
咬一咬牙就过去了。

老兄长的话是讲给别人的， 我也

记住了，生活中的困厄，我扛过去了。
平生无职无权，在作协主席团，我接任
前辈石太端， 联系全省少数民族文学
工作，尽力做了一些事。 做了这些事，
都去楼下报告老兄长， 他从不说这些
事该怎么做，只说，你小说还写？ 我说，
每天一两千字吧， 已写了一些中短篇
和两三部长篇。他又说，要写好。 又说，
获奖和转载不算，要写好。 唐宋八大家
哪个获过奖？

有几回喝了酒，我对老兄长说，陈
建功有几次误我为孙健忠。 我说，我不
是孙健忠。 他名头大呢。 孙健忠笑说，
你当然不是孙健忠。 写湘西，就是沈从
文第二？ 这个第二有必要吗？ 后来，与
建功很熟了， 又得以与健忠老兄长三
人相聚，说来当成趣事。

我将省作协的老院子叫二村。 作
家们，我熟识的亲爱的朋友、前辈，先
后离开二村。 我也搬迁长沙城北居住。
只健忠老兄长还留守二村。 他是省作
协老主席。 坚守，是他的责任，是文学
的坚持。 一个地方，有一个人的理想。

健忠老兄长，在这里，你养儿，养
孙，养家，养文学，养一身正气，养一生
大气。 在这里，你我相逢，十步开外的
笑脸和挥手。

在这里，我熟识了把水
写得心痛的你。见识你的青
丝白头。 见识你文学煮酒，
把你的故乡我的故乡，酿成美酒。 心之
乡土，梦之乡土，是为醉乡。

四楼，五楼，几级阶梯。 你的书
房，静静悄悄。 你在那写过鸿篇巨制 ,
也写过小记，叫累人的书房。老兄长，
你累了，去山好水好、风清日丽的地
方好好休息。 人生多劳碌，不得半日
闲。 我此刻，在五楼的书房，一个人，
安静。 写一点关于老兄长的记忆，权
当寄往天国的信札，权当你我茶语酒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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