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律·泸溪梓木坪村印象
米显恩

将军故里慕名游，精准扶贫万众讴。
产业兴村添福祉，光能发电亮高楼。
山溪碧碧锦鳞跃，杜宇声声翠岭幽。
苗寨文明穷帽摘，宜人景色醉心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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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组诗
田仁华

汉诗新韵

1 祁连山大草原

一匹风
鹰一样飞扑而来
一群羊
人一样四面八方呼喊
车上的我
狼一样投出饥饿的视线
这传说中的大草原
只剩一寸枯黄了
你说，我们是继续虚拟传奇
还是踏踏实实回家呢?

2 青海湖

灰的天
灰的水
这一天青海湖不青
老成油腻中年
远处栈道上
是谁，一袭红裙
在水下点一把火苗
久久为那沉没的蔚蓝招魂？

3 丹霞地貌边缘的盐碱地

其实，也是从侏罗纪就开始
经受地块挤压
流水侵蚀
长风化骨
丹霞地边缘的
大片白色盐碱地
在等着另一个侏罗纪的到来

4 鸣沙山与月牙泉

鸣沙山侠士一样端坐着
月牙泉美人一样卧着
漠风多贪婪
万里疆域都不够
每夜像匈奴一样来偷袭
鸣沙山暗运神功，挥挥袖
就抚平一场战乱
黎明曙色里
他的背影仍然端庄
怀里的月牙泉微笑着

5 莫高窟

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
就是莫高窟的画匠
在沙漠覆盖的石崖下
开洞，抹泥，勾线，涂色
黑和白
是眼睛研磨出来的
珠色或赤红
是血管挤压出来的
我们爬上梯子
画着心里的飞天
明知头顶，岁月的沙漠
正汹涌将一切掩埋

6 嘉峪关

看见嘉峪关那一刻
就觉得英雄当如此
万里荒漠里横刀立马
把侵略者挡在门外
让春风在丝绸里繁华
漫漫黄沙里
六百年岁月风化了
这天下第一关的头顶
仍旌旗猎猎

7 藏区

来到高原
双脚就踩在云朵里
戴上卓玛献的白哈达
篝火，西风，青稞酒
还有帅气扎西们的藏舞
都是泡在烈酒里的豪迈词
我一杯一杯，李白一样豪饮
金沙江在脚下汹涌而去
格桑花在眼前汹涌而来

8 云南

天空过滤后，剩下湛蓝
云朵过滤后，剩下洁白
季节过滤后，剩下春天
在云南，万物都过了滤
只把灵魂的花朵，施与路人
我拜访云南两次，十七天
而今只要提起
春色就在肺腑里盛开

9 泸沽湖

这最后一角原野
蓝天是梦幻的样子
湖水是天空的样子
村庄是花园的样子
夜风与月光
见证着阿夏和阿柱走婚
在这里，爱情还像牦牛一样耐寒
我是它丢失的一个孩子吗？
划着泸沽湖的猪槽船时
我决定把肉身丢给大巴车
把魂魄种在摩梭族的篱笆下
人世与人生
也许就两全了

陈韵好

急诊抢救室里， 父亲的监护仪上一直亮着各种
红色的警示， 每一个数值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挑战
极限。

管床医生来到我们身边， 说了无数个听不懂的
医用专业名词， 我只听懂了10个字：“病危通知书，
请家属签字。”我脑子一片麻木，右手在签自己名字
时颤抖得无法控制。母亲站在我的身边，六神无主地
自语：“怎么这样了，突然就这样了，下午还好好的。”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 但我却是父亲最严
厉的“纪检员”。面对他，我的情感总是交织着一些抗
议、反叛，甚至是怨怒。多年来累积的负面情绪源于
他的酗酒，源于他对母亲的暴躁脾气。

父亲好酒，从他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大概跟爷
爷奶奶有关。他们都爱喝酒，半斤八两是日常小菜一
碟。父亲从前常常有些骄傲又搞笑地说起，奶奶年轻
时跟她嫂子一起请村里的人吃饭，结果，村长被这两
位能喝的妯娌灌得七荤八素， 面红耳赤地躺在回家
路边的小溪里。爷爷退休后住在乡下，每个月去县城
里领工资时， 出门的标配是一根扁担和两个大大的
白色塑料方壶。挑着回来时，前面的壶里装了20斤
白酒，后面的壶里也是20斤。

父亲得了真传，除了早餐不喝酒，其他两餐的碗
边都摆着一个白酒杯，哪怕是炎热的盛夏，他也酷爱
这一口热辣的刺激。每当抿下一口白酒，他便陶醉地
眯上眼睛，仿佛在品尝人世间最美的味道。三两是漱
口，半斤到微醺，高兴时畅快喝，失落时闷着喝，每一
次大喝都有不得不喝的理由， 每一次呼朋唤友的大
醉都是他标榜重情重义的符号。

我少年时， 爷爷因长期过量饮酒导致大脑萎缩
离世，于是我常藏起父亲的酒杯，而他总会笑一笑，
起身走到厨房再拿一个酒杯继续斟满。长大后，我试
图在他没有上桌前劝之以各种医学道理， 但上桌后

他总会把一切劝告抛在脑后。
福来有由，祸来有渐。日积月累的大喝，自然带

来日积月累的伤害。60岁时父亲已经有了严重的酒
精肝，随之而来的是无法阻止的肝硬化，以及因为肝
脏严重受损而引发的脑病、肾病、糖尿病等。每一次
住院出来， 诊断书上的病种总是写了满天繁星般的
一页纸。

有天，我陪母亲去大市场门口的杂货铺买皮蛋，
老板娘见母亲来了随口就问：“你家老头子怎么很长
时间没来买酒了。”

“他经常在这里买酒？”母亲一脸诧异。
“是啊，我们这里的酒都是乡里酿的谷酒，几好

的。”老板娘说，“你家老头子的酒量几好啦，有时候
买点皮蛋花生坐着都能喝几两。”

回到家，母亲连鞋都没换，直接进屋去把父亲的
衣柜打开翻找， 果然藏着两个1.5升的大矿泉水瓶，
打开瓶盖，一股烈酒的刺激气味扑面而来。再拿晒衣
杆往床底下拨拉几下，又有收获，两袋还没有开封的
花生米，一个5斤装的空酒瓶，写着产自内蒙古，我一
看标注，不由咋舌：“妈呀，62度，这哪是喝酒啊，简直
是喝酒精啊！”

深夜的抢救室喧哗如昼，时间一秒一秒地滴答。
母亲失神喃喃：“怎么早不听劝呢， 怎么早不知道戒
酒呢。下午散步时我问你爸爸现在这样子后悔了吗，
他说‘后悔啊，怎么能不后悔呢，只是现在后悔也晚
了啊。’怎么就是早不知道后悔啊！”母亲的话语里带
着怒气，可是比怒气更浓烈的是伤感和悲恸。

我曾经恨过他，恨他酗酒，恨他不自律，恨他与
母亲吵架时那副凶狠的表情。 可当我听到母亲转述
父亲说“后悔”二字的那一瞬间，那些我曾以为会印
刻一辈子的怨念顷刻瓦解消散。原来，原谅一个人只
需要一句话，而我计较多年的，也许，不过是父亲终
于肯认这个错。

走出病房，站在偌大的医院大院里，呆望着那些

挂着伤痛或者庆幸的面孔来来往往，我抬起头，仰望
苍穹，任泪糊了双眼，划落耳际。

第二日清晨，父亲终于醒来，挣扎着扯开一线眼
帘，奄奄一息地问：“我还有希望吗？”我故作轻松地
笑笑：“当然，你这不是已经醒来了吗！”

父亲第二句话：“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好， 我不能
就这样走了。”他不知道昨夜的我们是如何地害怕他
就这样走了。

父亲出院后，睡得多，醒得少，时而清醒，时而迷
糊，每一天都很虚弱的样子。清醒的时候，他会害怕
自己再次昏迷；犯病的时候，他总是任性地制造出各
种麻烦。有时候他半夜闹腾，满屋子溜达，闹得我们
都无法睡觉，然后在清晨兀自沉沉睡去，我顶着黑眼
圈去上班。等他清醒时，问他昨晚怎么了，他的大脑
里已然抹掉那段记忆， 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什
么，做过什么。

我是最常批评教育他的人， 是最敢跟他顶嘴的
人，比我在世的奶奶还要管得严厉。但每当他在外突
然犯病不记得回家的路时， 脑海里背得的唯一电话
总是我的。

一日清晨，我坐在梳妆台前扎头发，清醒的父亲拿
张小凳子， 坐在旁边的小阳台上看着我， 轻轻慢慢地
说：“趁着你有空，我现在清醒，有些事要跟你说一下。”

父亲说，如果他死了，让我不要回老家，他和老
家亲戚都是懂事理的人， 要我好好把自己的事情处
理好，不要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他说：“我死后，
只用摆两桌饭，一桌给我以前公司的老友，一桌给家
里的至亲。”

夏日的晨风从阳台的窗子里钻进来， 伴随着他
低声的诉说。

菩萨畏因，凡人畏果。我的伤感，父亲的后悔，母
亲的放下， 那些稠密而复杂的情绪不断地攀爬我们
各自的心墙。

然而，并无岁月可回头。

父亲的“纪检员”

李克琴

儿时总是不好好吃饭， 但米粉却百吃
不厌。 读高中时， 学校附近有一家百年老
店———和记粉店，寓意“和气生财”，那是当
时长沙最有名的粉店。 店面不大， 早上人
多，“人搞搞的”，加上“猫弹鬼跳”的学生伢
子多，感觉里面像在打群架。早上经常去吃
粉，因怕迟到，就端着粉边等座位边吃，嘴
里吃着，眼睛盯着别人的板凳，只要有人一
起身，立马去补位，来不及细细品味米粉，
有时还被左邻右舍“擂”一下，汤洒一半，
“喔”地尖叫，只好三下两下匆匆收场。

长沙人管“吃” 叫“恰”，“恰饭”、“恰
面”、“恰夜宵”， 唯独对粉有固定词语搭
配———嗦粉，一个“嗦”字，饱含了吃粉过程
的无限快感，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感觉到米
粉吸进嘴里的那种顺滑和哧溜？“恰” 到好
处即是“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长沙仅有几家国
营的面馆，如“杨裕兴”“甘长顺”“黄春和”
等，也都出售米粉，因为主营面，面与粉用
的是同样的码子和汤料。一般来说，面的口
味较重，长沙人多吃碱面，和着香醋、胡椒，
再点份现炒的大蒜辣椒炒肉码， 香气可以
冲到马路上。而粉的味道则必须清淡，否则
就没有米香了。只有专营米粉的店，才可以
把长沙米粉清、鲜、柔做到极致。

那个年代食品匮乏，去“和记”嗦粉，也
算是高级享受了。父母给的零花钱有限，早
餐出来打一顿牙祭， 我专挑5分钱一碗的
“光头粉”（免码）享用。如果换成5分钱的甜
酒配一根3分钱的油条做早餐，就需要8分
钱，不太划算。因为从牙缝里省出的3分钱，
我放学后还可以有许多选择塞回去。 比如
买一支3分钱的白糖冰棒，2分钱一根的麻
花等。

长沙米粉哪怕只是一碗无盖码的“光
头粉”，制作工序也是十分考究的，套用同
仁堂的制药宝典：炮制虽简更不敢省人工、
省物料。 用猪筒子骨熬制的汤必须是清澈
透明的，散发着米香的粉白如凝脂，吊一点
点酱油，加上一个现煎的、滋滋冒着焦香的
荷包蛋， 舀上一勺红红的剁椒和切得细细
的翠绿葱花， 再将米粉整齐码放在白色的
阔沿的瓷碗中，好香好美好有画面感啊，真
不忍心下箸。

我的“嗦粉”程序是，先凝视粉几秒钟，
将辫子抓在手里， 鼻子凑近碗边， 碗大脸
小，那架势像准备洗头。然后大吸一口气，

让米香 、
蛋香、 葱香、
剁辣椒香随着腾腾热气迅速流入肺腑，再
用筷子搅拌几下，让汤料、码子和米粉各路
神仙在一起打打架，让“子弹飞一下”，顺势
挑起几根吸进嘴里， 舌头与烫烫的米粉打
几个滚， 这时候绝味才会散发开来……随
着最后一口汤灌进嘴里， 幸福之感立马弥
漫全身，真“熨帖”！

如果要吃带码的， 最经典的就是原汤
肉丝煨码粉，炒码适合面。“杨裕兴”的原汤
肉丝粉，肉丝有筷子粗，一寸左右长，用骨
头汤慢火煨出来， 所以肉质松软， 肉中带
汤。米粉要好吃，配菜和码子也都很关键。
比如剁辣椒、酸豆角、辣刀豆、萝卜丁、榨菜
丝、腊八豆、各种酸菜、油渣等等，五花八
门，任人选择。

长沙的粉店遍地开花层出不穷， 每次
回长沙，朋友都会说：某某地方又新开了家
粉店，一起去“嗦”，于是被一车拉到某个
“弯挤角落”，品鉴一番，如果满意，就会一
直心心念念。

一位哈尔滨的朋友， 在长沙读了4年
书，之后只要一到长沙，不管多累多晚，必
先找一家粉店，干掉几碗米粉才罢休，最多
的一次，一连吃了4碗。

长沙米粉主要是扁粉， 像北方的面
条，但是口感比面条更细腻、更软糯。米
粉必须当天生产当天销售， 否则就不新
鲜，冰箱冷藏会使其口感大打折扣，所以
长沙米粉走不出长沙，正是因为这样，长
沙米粉尤显珍贵，你必须回到长沙，才有
机会享受长沙。享受长沙，请先从一碗米
粉开始。

长沙米粉饱受热爱， 照理说应该名扬
天下，但现实不是这样。长沙米粉在长沙人
心目中就像一普普通通的小伙计， 天天被
呼来唤去， 在外地人心目中就像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小姐，不识真面目。不过，这样也
好，就让长沙米粉固守长沙，以最本真、最
纯粹的面貌赢得人们的青睐吧。

张庆伟

阳春，和风温煦，春和景明。伫立琴房，
我掀开琴盒，十指触键。轻抚，柔和顺畅。须
臾，如行云流水般动听的琴声萦绕耳畔。沉
醉，内心悦然：终究，我用实力强大自我，拔
去了琴弦上的刺，亦拔去了偏见。

自小，受音乐老师母亲的熏陶，我对
音乐有了几分热爱。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
月，听多了，见识了，练勤了，我的琴技自
然比同伴娴熟三分。再加上母亲有意锻炼
我，渐渐地，我的台风也自然许多。故而每
逢选拔赛， 老师总是选定我作为代表参
加。备受认可，我便十二分投入。

天道酬勤，奖项接二连三而来。一开
始，我还沉浸在获奖的荣誉中越激越勇，
但是渐渐地耳边也多了一些诸如“他获
奖自然是肯定的，有音乐世家的熏陶，有
老师的特别关照， 说不定还有评委的猫
腻”的非议。起初，我还镇定自如，但随着
这些非议的愈发累积， 我如同纸糊的墙
壁， 任这偏见之风轻轻一刮， 便支离破
碎。于是，我一天比一天放纵，甚至少去
琴房练习。

不曾想， 这一切被母亲看在眼里。一
天，她走进来柔声细语地说：孩子，最近怎
么不去练琴了呢？我侧目而视，一言不发。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母亲温柔的话
语像一抹暖阳渐渐融化掉我内心连日来
蜂拥而来的冰雪。我将满腹委屈一股脑倒

出来：“不想练琴了， 反正不管我琴技如
何，只要获奖，都会被人误认为是家庭势
力所赐。”

母亲显然有些猝不及防，但是很快她
又安定如初。她语重心长地说：“既然你知
道这些是误解， 为什么还要去在乎呢？你
生在音乐世家， 自小也有几分鉴赏力，自
己琴技如何，心知肚明。再说这时候你唯
有用实力，才能拔掉你琴弦上这根偏见的
刺；如若将偏见当真，那么长此以往，你就
会真的成为偏见中的那个你。”

“是啊，近来我屈从了偏见，以至于我
练琴时，深觉如刺在手。如若我能勤加练
习，夯实提升自我，用琴技征服他们，偏见
的刺自然会销声匿迹。”我重回琴房，投入
练习。

又一次，我来到赛场。这一次，我满腔
热血， 手指灵活自如在琴键上翩翩起舞，
一缕缕的情感也随之激荡回旋，琴声自然
倍加悦耳。起身致谢的那一刻，我看到所
有人仍沉醉在琴声中，那些平日里对我偏
见有加的人亦如此。良久，掌声雷动。从他
们投来的赞许目光中，我已然领会他们的
心悦诚服。

深夜，月光洒下。我盖上琴盒，凝望，
它仍旧柔和顺畅。岁月悠悠，长成少年的
我已然拔去琴弦上的刺。我相信未来路上
仍会有偏见，但我已然不再害怕，只要用
实力强大自己，定能拔去琴弦上的每一根
刺，亦拔去偏见。

拔掉琴弦上的刺嗦粉，去长沙嗦粉

湖南农科院赋
李建国

神农老祖，火德炎皇。文明教化，功德
难量。造耒耜以栽五谷；垦荒山而植麻桑。
食是民天，乃民生之要旨；农为国本，亦国
治之良方。古训谆谆，利民利国；徽音袅袅，
卜炽卜昌。于焉改进农耕，堪称上策；精研
科技，可纳祯祥。观夫一代奇葩，应运生而
出类；三农受业，与时进以兴邦。始于二十
世纪初叶，苦历一百余年时光。嗟叹旧时多
舛，兵燹贻殃。院址频经迁徙，名称数度更
张。几多次嗟遭虎落，六四年幸获鹰扬。于
是骏奔九道，豹变三湘。

农业科研之萼，绽放湘东。南枕浏渭之
水，北沐泉塘之风。东依 梨之古埠，西接
望龙之小冲。山清水秀，物阜时丰。平畴之
数千亩，实验项目繁多、尽良种良肥良育；
辖所之十余家，名师俊贤云集、分专题专业
专攻。赢来国家元勋，垂青移玉；博得外邦
学者，问道折躬。赖贤能之掌舵；开伊阙以
达聪。执科研之牛耳；倩五老(1)之殊功 。
德泽历届领导，开拓进取，不忘初衷。礼贤
下士，革故开封。栽培济济英才，兴其邦﹑耀

其国；辅佐优优善政，轻尔末﹑重尔农。
况乎院士袁隆平 ， 荣膺杂交水稻之

父。群称米菩萨，肃穆寰球广被恩波。逐饥
荒 ，菜色更为玉色 ；驱瘁貌 ，草窝易作金
窝。追溯其丰功伟绩，举世讴歌。杂种之兴
农，堪推优势；宏深之论理﹙2﹚，克冠高科。

羡科研成果辉煌 ，光昭禹甸 ；帜拔农
科，声芳赤县。邹学校院士，慧眼识金﹙3﹚；
南方十余省 ，倾心瞻恋 。银峰茶惹名人题
诗，湘矮稻受万众奖眷 。双低 （4）油菜 ，裨
益身心；湘研辣椒，丰佐肴馔。农业生态之
修复，予取予求；水田化学之除草，尽优尽
善 。几代人 ，情系苍生而立志躬耕 ；数十
载，心怀祖国以初衷不变。呕心沥血，课题
送金音 ；天道酬勤 ，成果飞玉片 。树人树
木，春催桃李盈园；宜画宜诗，露润芙蓉满
院。

青蓝更替 ，苍鹰与雏燕齐飞 ；社稷中
兴，舜日随尧天共遇。自强不息，堪欣奋发
有为；骥老嘶风，更冀飞腾振鹭。九万里风
鹏正举，求实创新；百年筹杞梓宏培，穿云
破雾。推广共高精一体，争挥绣梓之毫；继
承与发展同驱，竞写联珠之赋。

木
朗

(1)五老指贺善文、陈一吾、雷惠质、萧泽宏、李璞五位已故老专家。
（2）水稻杂交优势理论，充实了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理论基础，开辟了

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新领域。
（3 ）邹学校院士领团队主持之《辣椒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选优异种质

400余项，南方十余省广泛应用。
（4 ）双低即低芥酸低硫甙。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