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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姣素

胡子哥姓李，名先正。
既然大家都喊他“胡子哥”，当然是蓄

有美髯飘逸的汉子了。 如换件衣袂飘飘的
道袍，再把头发用簪子竖立头顶，换做在深
山老林偶遇，定然会惊觉时光的倒流，仿佛
穿越到了一个神秘的时空。

胡子哥是有故事的人。他书读得不多，
却很认死理， 他认定的事情是天塌下来也
不怕，霸得蛮，耐得烦，有着典型的湖湘特
征。据说他早年下海经商，以一身的蛮劲和
智慧，把一本书硬是经营到发行量逾2000
万册的惊人地步。佩服之余，给了他一个大
拇指，他憨憨地一笑，说，这有什么呢？一个
时代是一个时代的需求， 并不是我经营得
好，而是遭遇了那个时代的黄金期。

胡子哥真不愧是胡子哥呀， 而今的胡
子哥竟然舍下京华烟云， 转身投入到家乡
的怀抱， 在梦里水乡早出晚归种起山茶树
来，研究起还原生活的“人间烟火”来。也
许， 这是他生命中的又一次华丽转身，这
是一个经历了太多快节奏的时代，是时候
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地与大地对话的时
代到了。

自从重金属和各种异味元素大面积扩
散，偶尔遭遇一些难得的柴门犬吠，闻到烧
焦的锅巴香味的炊烟，心下是好生欢喜的。
仿佛见到倚着柴扉，手搭“凉棚”的亲人在
等待自己归来。 而现实却与我们的生活格
格不入。自从转基因时代的来临，人们病从
口入， 许多的未知与不自觉的因素衍生出
许多莫名的病痛， 这就需要把我们的厨房
来一场“青山绿水”的革命了。

胡子哥是心有明月的， 他是大地的孩
子。记得那天，待我们沉醉在大自然的清风
抚慰时， 他不知道从哪里摘了几根黄瓜和
几个青椒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尝尝，新鲜着
呢。我们接过黄瓜，他却问我们要不要尝个
辣椒。我张大嘴巴问他，辣椒？生吃？他把个
辣椒放在衣服上蹭了蹭， 几下就解决了一
个辣椒。看得大家目瞪口呆，他呢，一再要
我们尝尝， 说辣椒的维生素多呢， 生吃更
好。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去品味一下生
辣椒的辛猛。他却又吃了一个辣椒，说，湖
南人不吃辣，那还算得上湖南人么？那眼神
和语气充满了狡黠和挑战， 好似在说不吃
个把辣椒能把我们的湖湘精神诠释得清白
么？那神态活脱脱一个天真淘气的孩子，让
人忍俊不禁。那把辣椒往身上蹭的动作，分
明是一个乡间田野的赶牛少年， 让我们猛
然回到逝水年华的岁月。

胡子哥是胸有乾坤的人。也许，若干年
后，人们记住的是“胡子哥”和他的山茶油，
之于他的名字，很可能会被时间湮灭。

当我们立在这块在中国的版图上被命
名为“鱼米之乡”的八百里洞庭，面对一片
60000余亩的山茶树林时， 心里是非常震
撼的。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棵茶
树要生长四年才能挂果，八年才能产收，百
年方可盛产。 这些树苗就是撒开腿脚满地
跑的孩子呀，它们吸收天地甘霖，一枝一叶
地成长，是多么漫长地等待！这是让白发疯
长的季节， 而胡子哥却没有丝毫的焦虑与
悔意， 他并不急着收获。8年来， 他风雨无
阻，穿梭在这片高低不一的茶树林中，听茶
树一次次拔节，一点点抽条，一回回开花结
果，美髯飘飞，惬意而安然。

所谓慢煮生活， 体验的是一种心态回
归。 望着这片漫山遍野的茶树林， 有人问
他，别人都是想种摇钱树。你这树可不定能
给你摇得钱来，遇上歉收之年，真正是要血
本无归呀。胡子哥淡然一笑，说，一棵茶树
就是一个生命， 你看哪有人一呱呱落地就
能看到光明和未来的？ 树能成材， 人可成
器。现在能不能赚钱倒是无所谓的，重要的
是一棵茶树有150年的寿命，它生长在这片
土地上，我们几代人可以努力，我相信终有
人会完成这个历史的良心使命， 让人们都
能吃上安全放心油。

此刻， 他眼里看到的满是虬扎茂盛花
果同枝的茶树林，那茶花白得纯洁，红得艳
丽，那丝丝入鼻的兰香弥漫，穿巷走户，清
香淡好。 他每天围着这块土地转， 锄草躬
耕，乐在其中。生活，便在每日的千钟粟中
慢了下来。也许，他更为在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意味；也许，他苦苦追寻的
居室兰香，便是这样慢慢渗透的；也许，这
便是生活原来的样子，本真的样子，应该要
有的样子了。正如古人有言“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想，生于斯，长于斯。人的性情和梦
想许是来源于生养他的土地。若干年后，土
地就是人类珍贵的资源， 那里有放牧的蓝
天白云，有孕育的爱恨情仇，有打马归来的
英雄气概， 有风起青萍之末……就好像眼
前的胡子哥，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活得如
此恣意嫣然，如此安静祥和。

也许，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实实在
在，真真切切。有失败有成功，有带笑的泪，
有含雪的花， 有如许的清风明月， 近山遥
水，绵绵无期，丝丝入味。携着惬意，品着清
欢，炊着奶白色的梦，传递着山花烂漫的情
意。山风吹来，满庭生香，那便是人们烙在
心坎上的人间烟火了。

手边玫瑰

闻道江南种玉堂，
折来和露斗新妆。
却疑桃李夸三色，
得占春光第一香。

———秋瑾《玫 瑰》

这样崇高的元素：火、热情与温暖
通过夜里的花园

把精神留在我的手边
打开 合拢 打开
像洁净的书本

把我身上的尘埃超度

人世的清香
来自月光深处
白色屋檐下

一袭长衣的歌者
你背负长剑

为什么去意彷徨

什么在说
把信仰和爱迁移到心灵
活在玫瑰周围 我看见
低得不能再低的沉默中

有火在烧

和秋瑾一起
咏花

陈新文
在梅一侧

冰姿不怕雨霜侵，
羞傍琼楼傍古岑。
标格原因独立好，
肯教富贵负初心。

———秋瑾《梅》

如果冬天以雪的形式来临
我一定会

在梅一侧 怀念
一位为真理献身的英雄

我知道
如果她在无边的雪地里

还能开出花来
那一定是梅
尘世中

惟有这凛然的花枝

冬天里骄傲的剑
才匹配她的高洁

传播她灵魂的清香

英雄英年早逝
肉体已融入泥土
骨头正走向光明

精神已高高地跃上
梅的枝头

在梅一侧
我被一种高贵的气质所涵盖

整个冬天
只唱一首怀念的歌

满江红·山水云天路
龙卷

筚路蓝缕 ，春秋易 、初心不改 。
回望眼、山重水复，关河开泰。七饮
长江周道砥，九成大乐韶峰籁。 过
五溪、不见子规啼，云天外。

路桥梦，兴未艾 ；湘军脉 ，魂长
在。敢担天下任、槊横沧海。一路无
遮一路享， 千山有景千山爱。 看今
朝、莫道武陵遥，从头迈。

拜汝城
王孝忠

主题教育到汝城，拜谒先烈忆红军。
半条被子分百姓，几张借据昭后人。
牢记誓言担使命，筑梦希望践初心。
红色基因永不变，代代相传再长征！

识得
人间烟火

阿良

湘潭河西原来的防洪堤， 如今已改造
为沿江风光带。堤面很宽，铺了麻石。堤内
堤外四季花卉，绿树成荫，蝶舞鸟栖，为市
民节假日休闲的极佳场所。

一大桥至三大桥， 堤内修有一条水上
栈道，立于水中，高于水面，依堤沿走。每日
晚饭后，栈道上来往游人如织。夕阳西下，
铺洒满江金黄。一叶渔舟，网落水冲天，几
条蹦跳的鱼划破平静的江面， 褶皱的波纹
驼载着金灿灿的阳光荡漾开来， 缓缓向北
流去。几只小鸟，一会掠过江面，一会直插
天空，为这渔舟晚唱更添几分妩媚。栈道上
的游人流连忘返，久久不肯离去。我也经常
融入栈道人流中， 发自内心的赞叹被一江
河水笑纳。

近日，湘江流域连日暴雨，水面看着抬
高。水文站的电子屏显示，洪峰过境时水位
已达41.40米， 流量达每秒2.62万立方米。沿
江风光带堤内的林荫小道、树木、草坪、花卉，
供游人歇息的石凳，全部泡在水中。洪水漫
过栈道，吞噬栏杆。 今年的防汛抗洪保卫战
又打响了。我如同战场下来的老兵，又听到
冲锋号角，按捺不住冲动，来到沿江风光带

一一昔日的防洪堤上。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 我受单位派

遣，参加天星堤塅的防汛抗洪工作。十多年
里，每年进入汛期，我和单位的同事都会驻
守在堤上，吃住在堤上。那时，每年的防汛
抗洪关键时期，单位的工作都会暂时停摆，
所有人员排班，实行三班倒，轮流上堤守护
本单位的责任堤塅。市领导、市防汛指挥部
的同志，都会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来到各单
位责任堤塅，检查人员、器材的到位情况。
领导每到一个点，都会严厉强调“事故疏于
细微，洪水猛于老虎，责任重于泰山”。每每
洪峰穿过时，上级要求我们昼夜巡堤。我和
单位的同事打着手电筒，提着马灯，在外堤

堤脚地毯式查管涌。凡堤脚附近的水塘、潭
坑、渠道、水田、水沟等低洼处，都要细心巡
查。 一旦发现管涌， 就要及时组织人员堵
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涌不堵，会酿成
大祸。

记得有一年， 上级通知是百年不遇的
洪峰过境。 我们在天星堤管所下游的外堤
巡查，在靠近堤脚的一口水塘里发现管涌。
专家对管涌的解释是，在渗流作用下，土体
细颗粒沿骨架颗粒形成的孔隙， 水在土孔
隙中流速增大， 引起细颗粒被冲刷带走的
现象。当地村民叫翻沙鼓水。我们看到水塘
里翻沙鼓水的面积直径有一米多大， 喷涌
很高。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险情，心里有
些发慌生毛。这时已是凌晨3点多，险情被
迅速上报区、市防汛指挥部。在专家的指挥
下，我们迅速组织人力堵管涌。因是小路，
砂石、木材、水泥不能用汽车、拖拉机运载，
全是人员肩扛手抬。抢险惊动了附近梦乡中
的村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参与了抗洪
器材搬运队伍。 有的村民已准备好进城送
菜，听到信丢下三轮车，也投入了抢险的战
斗。那一幕壮阔的抢险场面，使我想起淮海
战役中支前大军。当东方泛起一层一层的晨
曦，红日渐渐从远山升起，参加抢险的人们
个个脸上溢淌着胜利者的微笑。我已退休多
年，每每进入防汛期，满河的水都会勾浮起
十多年前的记忆。

我从观湘门上堤， 沿着风光带堤面朝
万楼方向信步走去。堤面上人很多，有垂钓
的，有撒网的，有扳鱼的，更多人是来看一
江洪水滔滔北去的壮阔场面。 自市委市政
府倾力把城市十多公里的防洪堤改造为沿
江风光带后， 市民从此不再担心百年不遇
的洪水来袭。信步闲走中，我仍能看到沿堤
很多遮风挡雨防晒的布棚， 每个布棚里都
有3至4人值班。 这是沿线单位设的防汛抗
洪责任岗亭。我问他们“这堤自改造成风光
带后，非常坚固牢靠，还要像过去那样上堤
坚守吗?”他们回答我，堤虽如铜墙铁壁不
会有问题，但防汛期间仍然要上堤坚守。我
问自己，他们在坚守什么呢？他们是在坚守
一种精神， 坚守一份责任， 坚守自己的信
仰。我自问自答。

我在通济门处停下脚步，手扶栏杆，眺
望河面增宽，流速加快的一江洪水，远去形
成的一个一个漩涡，迅即被卷走，很快又消
失，禁不住脱口说出：“一河的波涛，一河的
汹涌，一河的澎湃，一河的力量。”

叶志勇

父亲又在房中咳嗽起来，苍老又干涩。
我走进去，看见他斜靠在沙发上，脸涨得通
红。我说，去医院吧。父亲摆摆手，指了指茶
几上的咳嗽药。我知道，他宁愿吃药也不愿
进医院。

母亲告诉过我， 父亲在战争中因伤住
了三个多月，此后有病就吃药，从不住院，
身体也硬朗朗的，80多岁的人不显老态。但
这次我有些担心， 经常在睡梦中听见父亲
咳嗽，我披衣去看，父亲裹着大衣坐在火桶
里，看见我，他说你睡吧，我不要紧。我就回
到卧室，却无法入睡。

第二天，父亲终于被我们劝动，不过他
提出不进医院，只去附近的一家诊所。那是
一家有名的诊所，我们也就不再坚持。一周
后，父亲的病情好转，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轻
轻落下。

有一天， 我在家中闻到一股淡淡的香

味，我放下手中的笔，突然就明白那是香烟
的气味。我走进父亲房中，看见父亲靠在床
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床边的地柜上放
着一包已拆开的香烟。 戒烟多年的父亲又
偷偷抽上了香烟， 我突然就有了异样的感
觉。那么坚强的父亲现在显得那么柔弱，他
看着我，不自然地笑了笑。我也笑了笑，没
说什么。走出房间，我就想哭。

父亲终于把那半包香烟扔了， 他说想
喝豆奶粉。我马上下楼买了一袋豆奶粉，冲
给他喝。看着父亲喝下豆奶粉，我意识到父
亲真的老了，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他的事我们子女是操不上心的。

到了三月，父亲的病仍未痊愈，他也就
同意住院治疗。住进病房里，父亲看上去很
轻松，医生说治疗效果很好，一周后就可以
出院了。我和父亲相视而笑，仿佛看到了出
院的那一天。

一周后，医生说父亲身体状况良好，但心
脏有早搏现象，要再观察治疗。此后的一周，父

亲的病时好时坏，我的心七上八下。有一天，父
亲醒来，对我说，辛苦你了。我的心一酸，赶紧
转过身去。我担心父亲的病好不了。

离别的日子还是来了。那天清晨，连绵
十多天的雨水终于停歇，父亲悄悄地走了。
留下我和一家人无声地痛哭。 子欲养而亲
不待的痛楚在全身蔓延开来， 那是怎样的
一种痛苦和悲伤啊。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
相信父亲已离我远去， 因为空气中还漾着
他的气息，眼前还看见他灿烂的笑容。我也
常记着他抽烟的模样和行走的姿态。

父亲一生雷厉风行， 从不在子女面前
袒露心声，我所见到的父亲永远是坚强的。
而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 我看到了他柔弱
但却是那么温馨质朴的一面。 在医院的十
五天里，父亲放下了一切，与我倾心交谈，
一切都显得率真自然。 我总觉得那是父亲
在他最后的时光， 用他与生命抗争的精神
告诉我生命的真谛：坚强，质朴，向上。父亲
似乎在向我默默地告别， 又似乎在悄悄地
倾诉对我的挚爱。 我后来想起父亲病重的
那些日子，总有些伤感，又有些深思。

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但我在越来越
久远的日子里， 却觉得父亲真实地活在我
的生活里，一如从前，轻轻地向我微笑。

洪
水
漫
过
栈
道

易博文

我的家乡在望城区桥驿镇， 并入群力
村前，我们村叫张公村，孩子们在张公小学
读书。有一天，天昏地暗，突然刮起了大风，要
下大雨了。从教室窗户朝外望，对面相距100
多米的代销店的屋顶稻草，猛然被大风卷了
起来，旋转着卷到了天上。稻草越卷越高，飘
飘忽忽地飞了很远，洒到了地上。房子有一
半已经没了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概就
是这个样子吧。只是，杜甫老先生家的屋顶，
是茅草盖的，而我们这，是稻草。

“哦，哦，快看啰，屋顶没有啰！”教室里的
孩子们雀跃着大喊了起来。有兴奋，有惊奇，
还夹杂着不少看热闹的开心、老师管束压抑
后的宣泄。这喊声，我也贡献了几个分贝。

放学回家，看到了爸爸妈妈沮丧的脸，
看到雨已经把自家的厨房打得透湿， 锅碗
瓢盆都挪了位。厨房的屋顶空空的，稻草也
被风卷走了。顿时，心里一懔。

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应吗？ 看到别人家
的灾难，没有悲悯，没有同情，没有怜惜，反
而欢呼？老天爷就是要给我以惩罚，让这样
的苦果，我自己尝尝。

一晃眼，40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震撼，
历历如昨。

一花一世界， 一树一菩提。 我们对他
人，当抱以善念，对天地万物，一草一木，一
箪一瓢，也当心存敬畏，尊重、珍惜。不这
样， 我们如何与大自然相守长久、 相处和
谐？

不听哲人言，吃亏在眼前。去年过年后

不久，我去看妈妈。妈妈见我来了，很高兴，
一大盆酸菜辣椒蒸猪肘子，还没动几筷子，
妈妈留着舍不得吃，我来了，用高压锅热给
我吃。这个菜，我特别爱吃，一个人，一餐，
吃掉半盆，没问题。可是又特别纠结，我这
么胖了，这么多肉，不能这么任性吃呀。我
就不爱搭理似的抱怨：“哎呀，这个菜，吃是
好吃，吃了不好勒！”

拔了减压阀，打开锅盖，看着肥嘟嘟、
香喷喷的猪肘子，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双手
拿着一个高压锅的把手往餐桌上送。

突然，高压锅把手“啪”地一下断了，高
压锅连着锅里的酸菜辣椒蒸猪肘子，“咣”
的一声掉到了地上，刹那间，地上，椅子上，
我的裤子、鞋子上，溅得到处是菜和菜汁。
妈妈只是喊：“没烫着吧？没烫着吧？快脱下

鞋！”我却傻傻地看着满地的狼藉，一边心
痛，一边懊悔。

高压锅，我一直是这样端的呀，为什么
突然会断？是与我那不领情的杂念有关吗？
是不是菜看出了我的不耐烦， 明白了我的
嫌弃，心存怨恨，宁可毁灭，也不肯资敌？

我另拿了一个碗， 虔诚地把洒落在地
上的大块些的肉，一一挑选出来，洗干净，
请妈妈回锅再热一下，然后美美地吃了。我
扎扎实实地搞了一次卫生，把地上的残菜、
碎碗、断把手都扫进烂高压锅里，擦得干干
净净，然后才离开。菜这样报复我，我这样
做了些事情，可以赎一点点罪吧？

隔了几天，我在超市里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 你没买高压锅吧？ 我买个高压锅
来。”妈妈说：“不用买了，我到修理店装了
一个新把手，才10块钱。”

啊？我又犯错了，我仿佛听到高压锅在
抗议：“我还可以用，我还有用，你为什么要
丢下我？为什么！”

幸好，这一次，妈妈给我弥补了过失。

稻草屋

当时明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