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期

XIANGJIANG WEEKLY

江 周刊

责任编辑 龚旭东 版式编辑 周鑫 2019年6月21日

星期五

11

特别推荐
【引语】

师恩难忘

永远不要
忘记那首歌

这篇童话的作者是桑植的
一位乡村小学教师。 这篇童话
语言清丽， 想象奇妙， 特别可贵的是
具有一定程度的“巫气”， 很好地利用和

罗浩京

融合了乡土民俗元素， 通过一个孩子与已
每当站在我工作的人民日报 《民生周
刊》 所在的新媒体大厦上， 遥望南方的家
乡时， 总不免会想起湖南日报那栋熟悉的
办公楼和楼里那些谆谆教导过我的老师们，
从心底涌出一句话： 师恩难忘！
40年前， 我还是平江县金坪公社边远
山区的一个民办教师， 每天读湖南日报尤
其是“学校生活” 专栏成了我的习惯。 曾
试着寄过几篇学校题材的稿子， 虽没被采
用， 但每次都会收到专栏责编李凌沙老师
的回信， 指导我怎么写稿。 我和他素不相
识， 收到这样的信自然特别暖心。
一个风雪搅天的深夜， 我在乡间蜿蜒
山路上看到一闪一闪的手电光， 巧遇金坪
中学方予老师家访归来， 他向我讲述了如
何动员贫困家庭学生上学的故事。 回到家
里已是凌晨两点， 我抑制不住冲动的心情
点亮煤油灯， 写完 《劝学记》 这篇稿子天
已快亮了。
我家距长寿街邮局20华里， 邮件两天
一班早晨6点半托运发往长沙。 我拿着装稿
子的信封走出家门， 迎风踩雪， 一路狂奔，
赶到邮局时当天的邮件已经用铅封好放到
班车顶上的行李架了。 我焦急地向邮递员
老邓哀求： “我一夜没睡写稿子， 赶了两
个多小时山路， 赶不上这趟班车就要迟几
天了！” 他听我这样一说很感动， 就把我的
信封捆在邮件铅封口外面， 再用绳子固定
好。 看着班车摇摇晃晃远去， 我心里一直
悬着， 生怕我的信封在哪里掉了下来。 焦
急的日子真难熬。 10天后， 我收到李凌沙
老 师 寄 来 的 一 张 1982 年 3 月 4 日 《湖 南 日
报》， 刊登了我写的 《劝学记》， 当时我那
种欣喜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
3个月后， 我写了2篇稿子来到报社，
找到了凌沙老师。 他十分亲切随和， 还邀
我到家里吃中饭， 下午帮我把其中一篇稿
子改好， 要我誊写以便揣摩感悟。 他似乎
看出我不安的心情， 安慰我说：“你的文字功
夫还是不错的， 只是定角度、 选题材弱一
点。 不要急， 多读、 多写、 多想， 就会进
步。” 他的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心。 一周
后这篇稿子 《班班都有开水供应》 见报了。
因为身在乡下， 除了教育方面的稿子，
我也常写一些农村题材的稿子， 由此又认
识了报社农村部两位年长的老师阮甫堂和
左泽荫。 甫堂老师见到我总是说： “来来
来， 快坐到这里。” 泽荫老师会沏一杯热
茶， 还给我讲最近需要哪方面的稿子， 以
及题材要求、 写作方法等等， 每次都像是
上了一次新闻写作培训课。 记得我曾向他
俩汇报了这样一件事： 当时个体经济刚开
始发展， 我的家乡镇上有个私人办的“周
记旅社”， 每晚有20多个旅客住宿， 每月有
1000多元收入。 没想到营业3个月就被说成
影响国营旅社生意， 要求停业关门， 还来
了七八个人把招牌拿走了。 两位老师听完
事情的来龙去脉， 要我写一封读 者 来 信 ，
向“农村信箱” 反映问题， 报社根据法律
政策公开答复。 在两位老师指教下， 我坐
在农村部写出初稿， 经过老师手把手修改，
《不应把个体工商业视为资本主义性质》 的
来信稿见报了。 见报当天， 当地有关部门
就来到“周记旅社”， 表明“上次禁止你营
业是错误的”， 周记旅社很快重新开业了。
从这件事， 我深刻感受到党报正确舆
论引导的重要和威力， 也更加注意发挥自
己身在基层的优势， 关心和了解基层干部
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更多地反映基层的民
情和呼声。 后来我被调到区委办公室工作，
掌握情况更多也更准确， 和湖南日报编辑
老师的联系更多了。 在他们的指导下， 我
采写的稿件质量也不断提高。 比如我写的
《一条解决基层信访工作的新经 验》 除 在
《湖南日报》 刊发， 还被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人民信访》 等采用。
40年过去了， 湖南日报为我改过稿子
的老师不下20位。 前些年， 我虽然到人民
日报 《民生周刊》 工作， 但一有机会， 总
要和他们联系， 向他们问问好。 今年湖南
日报创刊70年， 这些年高德劭的老师们，
不少人已经离开了自己无限忠诚的新闻事
业， 后来进到报社工作的年轻人， 只怕大
多数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了， 但我这
个始终在他们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生， 却
时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 难忘这份珍贵
的师恩。

我与湖南日报

征文

故亲人、 朋友交流这一独特视角， 将孩子对

（
童话）

死亡的巫性感知、 留守儿童对亲人的思念和
对人间温情的渴盼等， 转化、 升华为对善与
美的期许和对生活、 生命的希望， 既深刻表达
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独特理解与关注， 又细致
入微地体现了具有现代文明及文化意
义的“乡愁”。

李田田

一个小孩长年只能跟老人玩，多少有
点孤单
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可是我没有。
你可以笑我是个野孩子， 我一点都不在乎， 只要你能开
心，只要你愿意跟我成为朋友。
说到朋友，我真是有一箩筐的话要说。 在我们这里，
除了我、张小梅、田薇薇之外，所有的人都老了。 张小梅和
田薇薇长年卧病在床，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长年只能跟
老人玩，多少是有点孤单的。 而且我们这里的老人也越来
越少，每年都会减少一两个。 若是所有的老人都不在了，
岂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独自生活了？ 因此我急切地渴望能
拥有一个朋友，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孩子朋友。
你肯定会疑惑，为什么我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的我，
又怎么称呼？ 没关系， 到时候你来为我取一个名字就好
了。 奶奶说我是村里唯一能走动的小孩，就算没有正式的
名字，也不会被叫错，她唤我妹伢。 她还说，总有一天，许
多孩子都会成为我的朋友，会争着给我取名字。 只要他们
会唱：“妹儿，妹儿，你莫哭，田也有，地也有，转个弯弯是
你屋……”

不见了。 这是我第一
次看见躺在床上的
人忽然消失了，就像
一滴水忽然渗进土
壤里。 可是其他的人
没有像我一样感到
惊讶，他们不停地拍
手，每个人的脸上都
带着笑容。
“婆 婆 ， 这 是 怎

么回事呀？ ”我惊讶地问。
“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真正信任并热爱泥土的
人， 死后就可以马上与泥土融为一体， 可以随自己的喜
好，想在地上长出什么就长出什么。 ” 奶奶回答。
“那紫云婆婆可能真的会变成土豆哦；可是她也爱种
花，我想她肯定也可以变成一朵美美的土豆花。 ”我说。

没有人住的木房子非常孤单
紫云婆婆消失后，我和奶奶打算离开她的木房子。
“请大家等一等。 ”村里唱歌最好听的爷爷说话了，大
家称他为梯玛。
谁也不清楚梯玛爷爷到底有多少岁了， 可能是八十
岁，也可能是一百岁。 他喜欢头上戴一顶用棕叶编织的草
帽，总穿着一件长长的红袍子遮住全身，衣服外只露出一
双苍老的手掌。 他会唱大家都不会唱的歌，据说还能用古
老的咒语唤醒死在外地的亲人，让他们自己走回家。 我们
都很信任他，他的话最有威严了。
“紫云婆婆走了，这间木房子再也没人住了。 我们都
知道，没有人住的木房子非常孤单。 这样，我们请那些野
花野草、无处可居的鸟兽搬进来，陪伴木房子吧。 ”梯玛爷
爷说完朝天空挥了挥手。“好。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梳着两条羊角辫。
“妹伢，你婆婆身体可好？ ”张阿婆慈爱地问。
“嗯，婆婆身体很好。 张阿婆，你，你怎么……”我小心
地问。
“我啊，没死，我们只是到了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生
活。 ”张阿婆拄着拐杖微笑着说。
就是，他们今天以为我也死了。 我不过是想来竹林重
“
温童年的快乐……”紫云婆婆手里拿着一朵紫色喇叭花。
“只有小孩子才能看见我们，可以继续跟我们玩耍。 ”
张阿婆说。
张阿婆讲完后，竹林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起初
我感到害怕，可见大家都那么温柔快活，我渐渐安心了。

那股茉莉清香，很像妈妈的味道
我正打算加入瞎子摸人的游戏， 一对约摸三十来岁
的夫妇朝我走来。
“妹伢，你都长这么大了。 ”女人抚摸着我的脑袋说
道，她真漂亮，一头乌黑长发，眼睛亮亮的，额心有一颗红
痣。
“确实，她才5个月时，我们就遇到了车祸，没能陪伴
她长大，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 ”男人说着皱了皱眉头。
“你们是？ ”其实我的心里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他们紧
紧地抱着我。 我从女人身上闻到一股茉莉清香，很像妈妈
的味道。
“团聚了好，今天天气不错。 ”张阿婆也走了过来。
“阿婆，梯玛爷爷他们全都不见啦。 ”我又想到了这件
事。
“喔， 应该是你的眼睛暂时没有看见， 你把这个带
上。 ”张阿婆递给了我一片竹叶，“待会儿回到紫云婆婆的
家，你用竹叶轻轻拂过眼睛，他们就会出现了。 ”
“妹伢，我也给你一样礼物。 ”女人送了我一朵新鲜茉

我希望全世界的孩子来跟我做朋友
“来，妹伢，穿上它，紫云婆婆死了，今天我们要去她
家跳舞。 ”奶奶说道。 我说过，这里的人都老了，奶奶也一
样。 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不过牙齿
倒是没有老，一颗也没少。
“这是用今年最新的稻草编织的裙子，喜欢吧。 ”奶奶
问。
“婆婆，这里人人都穿稻草裙，我看不出来这件稻草
裙有什么不同。”我说。跟大多数的稻草裙一样，这条裙子
刚好盖住膝盖，裙摆挂着干枯的流苏稻穗。 上衣倒是有一
点点不同，奶奶用稻草扎了一颗星星别在衣领上。
“你穿上转个圈看看。”奶奶说道。奶奶的要求我有什
么理由拒绝呢？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在我5个月时，爸爸妈
妈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就再也没能回来过。
我很快穿好了，把双手伸向天空，轻轻地转着，流苏
稻穗也跟着摆动，接着我听到一阵“叮当叮当”的声音。
“婆婆，你看，流苏稻穗变成了小铃铛。”我欣喜地说。一个
个喇叭一样的铃铛挂在身上，我轻轻走到哪里，哪里便发
出声音。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与众不同，我希望能一下便
吸引其他孩子的目光， 我希望全世界的孩子来跟我做朋
友。
“婆婆，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惊讶地问。
“很简单，每当微风吹过时，用个袋子把它们装起来，
然后将微风倾洒在这件衣服上，时间长了，稻穗借助风的
魔力，只要轻轻抖动就会开心地变成小铃铛。 ”奶奶回答。
“准备出发吧。 ”奶奶拉起了我的手。

紫云婆婆不见了
在花溪村，无论谁死了都要去他家里跳舞，我们一点
也不觉得悲伤，因为叶子都有飘落的时候，更何况人呢。
记得五年前张阿婆离开的时候， 好多人都跑到她家里唱
歌跳舞。 那时我七岁，和村里别的小孩子一起蹦蹦跳跳，
玩着小鸡捉老鹰的游戏。 我们听说死去的人可以变成世
间万物，不管谁离开了，都不会有人哭。 有好几次，我看见
张阿婆的坟墓上开出了花朵，我就知道她变成了一朵花。
还有一次，一朵云停在我家门口，不肯散开，我就知道她
变成了一朵云来陪我奶奶。 所以啊，紫云婆婆死了，我们
也不会流泪。 她以前那么爱吃土豆，说不定会变成一颗土
豆呢。
紫云婆婆离我家只有五分钟的步程， 她总是一个人
住在吊脚楼里。 吊脚楼是用木头建造的，几百年前，山里
豺狼虎豹随处可见，为了躲避猛兽袭击，祖先们用现成的
大树作架子，捆上木材，再铺上野竹树条，在顶上搭起架
子盖上顶篷，修起或大或小的空中住房，尽管没用一颗钉
子也十分牢固。 花溪村的房子都是吊脚楼，有的两层，有
的三层。 我喜欢住这样的房子，因为奶奶说过，吊脚楼里
藏着祖先的脚印，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与遥远的祖先相
遇，与他们说说话。
紫云婆婆没有孩子， 或许曾经有过， 可是后来都不见
了。 我们都爱她。 我记得她有一双弯弯的眼睛，笑起来特别
温柔。 她会用叶子包很多好吃的，还会种各种各样的花儿，
衣服上永远别着一朵小花。 现在她死了，躺在木床上，我们
用动听的歌声和好看的舞蹈送送她，这样，哪怕她变成土豆
也不会觉得孤单。 谁不喜欢听美美的歌声呢？
大家都穿着稻草编织的衣裙， 手拉手围着紫云婆婆
转圈唱歌：“妹儿，妹儿，你莫哭。 田也有，地也有，转个弯
弯是你屋……”当我转完第五个圈时，发现紫云婆婆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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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玛爷爷仰起头，开始吹响他的牛角号。 牛角发出的
声音是怎样的你能想象得到吗？ 当号声“嗡”的一响，我的
耳朵差点震聋。 我看见房间里立马冒出密密麻麻的青草
嫩芽，一朵紫云英开在青草中间，木板壁上爬满了绿绿的
葛藤。 喔，还有一条花斑蛇蜷缩在门口探着脑袋，一只蝴
蝶飞在牛角上扇动翅膀。
我决定从裙摆上拔下一只小铃铛，挂在窗户木框上，
等风吹过时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他们不知道，现在我可以飞了
我把铃铛挂好后，其他人突然不见了，像紫云婆婆那
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奶奶也不见了。 我感到非常恐
慌，赶紧取下我的小铃铛，我跑到门外寻找。
村里安静极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其他人都去哪里
了呢？ 我决定去田薇薇家看看，她生下来就患有小儿麻痹
症， 应该走不了多远。 通往田薇薇的家要穿过一片小竹
林， 以前孩子多的时候我们常在竹林里捉蛐蛐儿、 玩游
戏，或者比赛攀爬竹子。 我走进竹林，竹枝刮掉了我衣领
上用稻草扎的星星，星星滚落到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我
在星星的光芒里看到了死去的张阿婆、 紫云婆婆、 李大
爷、二狗叔叔，还有去年患病去世的好朋友陈雨君……他
们正在开心地玩瞎子摸人的游戏。 星光照亮了每一个人。
我惊呆了，说不出话来！
“妹伢，你来啦，快跟我们一起玩。 ”二狗叔叔说完，和
活着时一样甩了甩额前的头发。
“二狗叔叔，你，你不是喝农药死了吗？ ”我惊疑地问。
“啊？ 我没死，我只是玩了隐身术，不让别人再看到
我。 ”二狗叔叔说。
“是妹伢，妹伢你来啦！ ”陈雨君喊了我。
“雨君，你当时病得很严重，没法说话了……”我难过
地说。
“妹伢，他们不知道，现在我可以飞了，瞧我……”雨
君说完就在竹林间飞来飞去，她跟我同岁，还那么好看，

莉花，“你把花让田薇薇和张小梅闻闻，她们的病就会好，
以后有人陪你玩啦。 ”
“妹伢，我，为你唱首歌吧。 ”雨君跑来抱了我。
“妹儿，妹儿，你莫哭，田也有，地也有，转个弯弯是你
屋……”雨君大声地歌唱，接着，竹林里所有人合唱这首
歌，他们边唱边拍着双手。
歌声结束时，张阿婆、紫云婆婆、李大爷、二狗叔叔、
陈雨君，还有那对夫妇……竟然全都消失了！
竹林里又只剩下我一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可
我的手里却握着一支茉莉花和一片绿竹叶。

永远不要忘记那首歌
我马上跑回紫云婆婆的家， 我必须找到奶奶问个究
竟。
我按照张阿婆的说法将竹叶轻拂眼睛， 果然看见了
奶奶他们。 梯玛爷爷还在吹着号角，其他人正在跳舞，时
间仿佛从未流逝过。我把竹林里的一切告诉了奶奶。梯玛
爷爷放下了牛角。“只要有山有花有溪水，花溪村的人就
永远不会真正死去。 ”梯玛爷爷说：“真幸运，你还是个孩
子，能看见我们日日想念的人。 ”
我用茉莉花治好了张小梅、田薇薇的病，我们终于又
可以一起跑步玩了。
15岁时，我们三个决定离开花溪村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就像之前那些离开花溪村的乡亲们。 出发前奶奶对我说：
“永远不要忘记那首歌：妹儿，妹儿，你莫哭，田也有，地也
有，转个弯弯是你屋……它将能带你重回花溪村。 ”
到了花溪村外，我遇见了好多朋友，他们争着给我取
名字，我快长大了，可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妹伢”。
每当我想回到花溪村时，就会默唱那首歌。 我回到花
溪村，喝最甘甜的泉水，嗅最芳香的花朵，听梯玛爷爷吹
号角。 我把那支茉莉花种在了花溪河边，几年后它开出一
大片。
真的，花溪村再也没有人会真正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