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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程烜

老爸是70后，出生、生长在湘中的乡村，一路
求学让他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城市并且融入都市生
活。 虽然如此， 但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情感归
属，老爸的情感归属于乡村。

我的成长中，从记事起一路伴随的，就是老爸
乡村记忆的回放。

乡村的清晨是伴着鸟鸣鸡叫而来， 还有奶奶
挑着卖豆腐的担子，穿街走巷一声又一声的吆喝，
沉睡的人们被唤醒去迎接新的晨曦。 乡村的清晨
空气永远是清新的，吸入口中，融入血液，整个人
就充满了新的力量。奶奶的担子，担负着老爸6个
兄弟姐妹的成长与希望。

湘中腹地， 多山。 其中有一座叫铜鼓顶的山
头，在顶峰敲石，山间有铜鼓之音回响，因而得名。
老爸的记忆里，这里山峦逶迤，群峰竞秀，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可惜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铜鼓顶
的山头被勘探出金矿，山里山外开矿者蜂拥而至，
炸山开石，四季如画的山水遭遇史无前例的破坏。
开矿者中有一位是老爸的发小，老爸曾经劝阻，但
最终以两人不相往来而告终。 几次大大小小的泥
石流发生后，这成了老爸乡村记忆里最痛的伤疤。

乡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溪从山村穿过。小溪承
载了老爸童年太多的欢乐，兜鱼摸虾，抓两只螃蟹
看它们斗架。小溪在村中圩了个小坝，小坝是老爸
孩提时野泳的泳池。虽然老爸泳姿不雅，但他教会
我游泳， 只给了我在城市游泳馆里3次的机会学
会。老爸走过孩提时光，乡村的经济也冬去春来，
万物复发，物产日渐丰富，但随之而来的农村生活
垃圾也与小溪的鱼虾抢滩小坝两岸。 小坝里再也
没有光屁股孩子们的嬉戏，也鲜有鱼虾游弋。

村中原有两棵大樟树，站立一东一西，浓浓的
树荫， 护着一大片清凉， 老人说这树有500多年
了。因为道路拓宽，西面的那棵大樟树被砍倒。之
后，建了一个大礼堂，大礼堂的961个木椅就取材
于那棵樟树。大礼堂也是乡村的电影院，老爸就是
那个时候喜欢上看电影的， 至今还保持着这个爱
好。我常想，现在老爸每次看电影时会不会再有怀
念那一树浓荫的遗憾。

村口的南北，各有一口井，南称为大井，北称

为小井。小井离家门口较近，一里路的样子，大井
水质更好，稍远一倍的路程。整个乡村的饮用水全
靠这两口井，村里人有个习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
水到小井挑水，大小喜事须用大井的水。老爸在乡
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 在家的主要任务是到小井
挑水家用，到大井挑水供奶奶制作豆腐。在老爸的
记忆里，挑水是他想偷懒也甩不掉的担子。我现在
1米8的个子，站在他号称1米68的跟前，从来不敢
嘲笑他曾经正在疯长的肩膀被挑水的担子压抑着
他高帅的梦想……

岁月如梭。 我亦成长到了老爸离开乡村时的
年纪。假期的时候我也经常走回乡村的四季。

乡村，与老爸的记忆愈走愈远。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回响

在城乡都市、山村乡野的时候，新一轮的农村建设
又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奶奶的豆腐成了乡村美
食的名片， 铜鼓顶的金矿被关停并恢复了植树造
林，乡村垃圾有了专业收集者，山间清甜甘冽的溪
水成了引入各家各户的自来水……

四季又成为乡村的调色板。 春天里一眼望不
到边际的绿色，那是未来，是蓬勃的生命；乡村的
夏季五颜六色，那是活力，是拼搏；一片金黄的秋
天，那是收获，是无尽的喜悦；冬雪让整个乡村都
是洁净的，那是感悟的季节，是享受的季节。四季
的轮回在无声中推动着乡村的发展。

老爸的乡村记忆里还有一缕炊烟，如
今寻找不再，袅袅炊烟永远只是老爸记忆
里的家的方向，温暖和爱……

孟宪佳

河街，是一册厚重的线装书。常德老城墙外，芦
苇青青的穿紫河边，长且窄的麻石街面，奔涌的马
头墙与人字分披的小青瓦，桐油木板的精致店铺与
风展斜出的牙边酒旗，灵动无语的街边泥塑与朗朗
上口的常德方言，勾起的全是武陵人的千年城愁。

梅雨的季节。久盼的太阳升起来了。麻石街两
边店铺清一色的桐油活动木门木窗还紧闭着，小瓦
屋檐下煎炒烹炸的余烟未尽。食客们味蕾亢奋了一
夜的舌尖上的河街，还安睡在穿紫河的枕上。这时
间，似乎不是逛街的时候，但我贪的就是这份太阳
初升的寂静与凉爽，痴痴地相信一年四季古老河街
的风都能帘卷宣纸，散发出行行汗青的墨香。就像
武陵方言之于常德丝弦， 款款旗袍之于东方美女，
柄柄折扇之于倜傥儒生，浑然的天作之合。凉风习
习，小街弯弯，信步徐徐。脚下的每一条麻石缝都绿
出一行青草。独行的脚步越走越远，心思也闲云野
鹤般离尘而去，线装的书本便一页页地翻开了。

沅水下游的常德，中原版图上的“湘西之门户，
滇黔之咽喉”。春秋时期，秦蜀郡守张若在此筑城，
拉开了常德历史的序幕。由此，古朴的秦隶，书写了
线装书上武陵郡制的第一页。 河流是集镇的血脉。
滔滔沅江上顺水的风帆， 逆水的舟楫造就了河街。
唐代天宝元年，常德已成为“舳舻蚁集，商贾云臻，
连阁千重，炊烟万户”的大集镇。庄重的唐楷，又书
写了线装书中的盛唐气象。明朝正德年间，洪水淹
渍城池与沅江之间的吊脚楼，街道积水成河，众人
始称“河街”。从此，靠着城墙根、枕着沅江水的麻石
路名正言顺地进入史册。史载“河街，南门外，临江，
商贾辐辏之所”。到清朝年间，不足2公里长的水岸
客舟拥趸，货船桅杆林立，史上留名的码头就有上
南门码头、小码头、木码头、姜码头、仁智桥码头、三
宫殿码头等。日出江花的桨，月落乌啼的帆。码头上
运出云南、贵州、湘西的桐油、生漆、原木、药材，舶
来上海、南京、武汉的布匹、洋油、食盐、西药。发达
的物流涌现了熊记油行、赵兴昌粮行、四川金棠烟
铺、大河茶馆等商行。商行的滚滚财源自然催生了
大批洋行，如美孚洋行、沙逊洋行、瑞成洋行、立兴
洋行、彩淞洋行、弘新洋行、福中洋行等。商埠的一
派繁荣，繁荣的昌盛商埠，明清两朝的河街满目财
源滚滚的行楷。正所谓“上南门高，下南门低，银子
出在河街里”。

“大河街，小河街，麻阳街，常德城里街连街”。
一路走在倚着城墙的街上，听着涛声的街上，每走
一段，麻石街边兀立起尊尊泥塑，或为反手扣底背
麻袋的码头力夫，或为提秤叫卖的街头小贩，或为
一手高扬甩纸页的牌客，或为敞胸露怀横坐竹床对
弈的棋痴及从旁呆立无语的观棋真君子。这些真人
大小、古铜色泽的河街底层人物，个个栩栩如生。若
会武陵方言，定能将他们呼唤出来。几撮熟泥，芸芸
众生，河街上曾经的市井百态竟然立了起来，被文
人墨客称为常德城墙下的“清明上河图”，被说唱艺
人编成了常德丝弦。凝固的雕塑还原了逝去河街的
历史场景。

在市井的深处，还有战国时期的“珠履坊”、“春
申君府邸”、 唐朝诗人刘禹锡故居等豪门深宅的历
史遗迹。从这些久远的历史院落中走出，有一个叫
平安客栈的青瓦庭院是注定的驻足处。在那个不起
眼的小客栈里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
沈从文先生的精彩故事。 沈从文先生一生至少5次
到过常德， 常德可算得上他的第二个人生驿站。他
的作品《常德》和《常德的船》给后人留下了声情并
茂的情节。1921年9月沈从文离开芷江到常德，和表
兄黄玉书（黄永玉父亲）同住在大河街的平安小客
栈，到次年1月才离开。就在河街的小客栈里，黄玉
书认识了小学教员杨光蕙，沈从文则见证了黄永玉
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扮演了“观观风”和代写
情书的角色，“约莫支持了五个月”， 沈从文替表兄
给表嫂写了30多封情书，经常得到稳睡在客栈床上
的表兄的感谢和如此赞许：“老弟，妙，妙！措辞得
体，合式，有分寸，不卑不亢。真可以上报！”1925年
初，从常德走出来的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但丁玲接
受了后来者胡也频的爱。1931年胡也频牺牲后，沈
从文竟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回常德，将胡也
频的遗孤交给丁玲父母抚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
不断理还乱的沈、丁之间的恩怨，这些著名历史人
物的岁月脚步，绕不开的地标就是常德，就是河街。
河街历史中如此精彩的人文荟萃之页，不但为线装
书添彩， 而且为后辈续写历史埋下了绵长的伏笔。
2015年沈从文先生的外甥、著名艺术家黄永玉先生
在91岁高龄时为河街现址题写了“常德河街”，并手
书一联：“历史无情摧旧址，老街有幸获新生”，以表
舐犊之情。

太阳偏西了， 我又恋恋不舍地走上了河街。落
日的余晖里，伴着一名古装更夫的一声铜锣和“各
家各户，小心火烛”的吆喝，不夜的河街奏响了美食
的交响。上午寂静的街面，店铺的板门全开，猎猎酒
旗招来了四方海量，人头攒动起来。于是，灶台上猛
火滚油菜刀砧板锅碗瓢盆响作一片。 湘味的爆炒、
川味的麻辣、粤味的白切和陕西肉夹馍、长沙臭豆
腐、桃江擂茶等新鲜出炉，登台上桌。依旧是古老的
河街，依旧是木门小店，仅仅是初升的太阳西行成
了临水的落日，风景迥然不同了。真应了哲学界的
名言：人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我登上了河街的游船，于梦幻般的桨声灯影中
西行在穿紫河上， 去探访河街延伸出来的“西洋
景”。一条叫“汉诺威街”的德国风情街。霓虹灯映照
下，尖顶圆窗的建筑物，大幅的啤酒广告，宽敞的咖
啡露台，飘扬的三色德国旗，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在
小块石铺的汉诺威广场上，耸立着日耳曼民族风格
的“汉诺威之塔”。

月光杨柳岸，晚风芦苇中，德国民间音乐荡漾
在江面上。于德国老城的苍青暮色中，回望河街的
一片灯火，欣赏两个优秀民族的联袂演出，俯下身
去 ，深情地掬一捧沅江水，肺腑里竟呼吸到莱茵河
的气息，心中线装的河街又增添了“德语”的章节。

繁星点点，皓月当空。归航了，船首犁开一江夜
水，船尾浅浅的涟漪荡起了夜归人不舍的城愁。

别了，河街。

谢胜文

清晨去逛菜市场，发现儿时最爱吃的小米虾。买回两
斤鲜虾，倒到水盆里，活蹦乱跳，一对对虾足，宛如龙舟竞
赛选手的双臂，整齐有力地划开。

我观之良久，不忍食之，一一捞起，趁着深秋的暖阳，
去到西湖给虾找个新家。

中间经过一座小桥，桥下就是龙王港，两边长满了依
然葱茏的水草。轻风吹来，柳丝摇曳的影子和粼粼的阳光
在草丛与水波上晃荡， 奏出只有常住湖边的白鹭和青蛙
才能听懂的琴音。让虾把这里当新家吧？再一看，我摇头
了！这浅浅的渠水，伴着些淤泥，有些浑浊！再一看，岸边
坐了三三五五的渔翁，有的在急着理顺钓丝，有的在麻利
地安放香喷喷的诱饵，有的在挥臂甩出钓钩，有的俯蹲身
子，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浮标，也有的悠然自得，似乎钓
翁之意不在鱼。正凝神间，刷的一声，一只翠鸟，俗称叼鱼
郎的，瞬间就窜入水中，以兔起鹘落之势，横衔着一条尾
巴还在不停摆动的小游鱼一飞而去， 稳稳地落到晃个不
停的柳枝上，享用它的美餐了！这家伙翠羽红胸，长得好
漂亮，却是一流的江湖杀手！这里真是杀机四伏！我不能
低估他们和它们的贪心。小米虾放到这里，我能放心吗？

于是继续前行。步过大理石砌的小桥，踏着草坡，到
了湖边。西湖2000多亩的水面，足够宽阔。岸线蜿蜒曲折，
芦苇丛生，水草荡漾，食料丰富，宜于小米虾们藏身。我提
起装了水的塑料袋，倒过来一抖，米虾们纷纷蹦落湖中。
还有一只躯体相当于小虾数倍的老虾， 我也放了它———
人家在江湖上活到这个岁数可不容易！ 我也没如童年时
那样，一只一只地，拎着触须，将它们玩耍了！

我以为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逃生，它们一定会火
速溜开。谁知这些小家伙一下水就顽皮开来，或成群附着
在石头上，或成对嬉戏，轻轻浮游，有几只甚至爬到圆圆
如小荷叶的金钱草叶上，昂头翘尾地摆着POSE，竟似乎
全然不觉刚才的一番生死经历， 也好像流连着不愿离我
而去。阳光照耀着它们稚嫩而半透明的躯体，虾须划得西
湖的水波微微晃荡。我禁不住笑了，这些小家伙们，真是
太嫩了！

忽然想起小时候，天空总是那么湛蓝，家家户户从屋
顶的小瓦缝中悠然而出的袅袅炊烟， 并不曾给乡村环境
半点污染，反平添出从唐诗宋词中延续千年而来的诗意。
家乡温冲的哪个池塘都有成群结队、密密麻麻的小米虾。
夏天将脚浸到池塘里，凉爽入骨，不时有一两只甲鱼探头
探脑地浮上水面，呼吸新鲜的空气，好多小米虾就粘爬在
我小腿上顽皮嬉戏，我把它们捧起来，玩一玩，又抓起触
须，将它抛入水中。我的童年岁月，也随着它们轻轻滑落
在乡村平静的池塘里，泛起一圈圈潋滟的涟漪。妈妈经常
拿个筲箕到塘里捞虾。 她那年轻而总是含着无比慈柔的
笑脸，倒映在清澈的水中，在我心中存盘了永恒的美丽！
妈妈那双勤劳的手灵泛地一捞， 就能给我收获一份丰盛
的美餐。

如今，家乡池塘里的小米虾一个个都无影无踪了，而
我的妈妈，连同她捞虾的那只筲箕，也不知已在何方……

万强

虽然节气已过白露，因为连续两个多月没有下
过一滴雨，秋老虎仍在发着威，湘北大地如炉炙热。

这样的时节， 当我来到这个海拔900多米的小
山村时，顿感迥然不同：凉风习习，山色葱茏，小楼
掩映在绿树深处，沿着弯弯的水泥公路行走，仿佛
行走在春天的画卷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
相信这就是那个我曾经生活工作了一年多的岳阳
县最偏远最贫困的山村。

23年前，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全县最偏远的相思
乡工作，乡政府安排我到本县最小的杨山村联点。

杨山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偏远与贫困：白云深
处，大山之巅，远离其他村落；一条三四华里长的逼
仄石径，就是村里连通外面世界的唯一“路由”；全
村几十户人家、两百多人口，茅荒草乱的山野、低矮
的破瓦房……然而，一年多的磨砺，不仅让我迅速
成长，还让我感受到了纯朴的乡情。

听说，那里发生了不小变化。满心的牵挂催促
着我的脚步迈向第二故乡。

村民还是那样淳朴善良。记得那年，刚到这里
联点工作时，每到一户人家，他们都把我当作重要
客人来招待，摆上水酒、花生、豆子。这种热情在山
村才可能感受得到，一切是那么真诚、自然，如那弯
弯流水，似那高高的山岚。

我实在太想看看记忆中的小村了，休息片刻我
就请当年的老组长带我到村子里转一转。

当年，有一户钟姓人家因病，生活困难到了极
点，家中的一位老人常年睡在稻草堆中。这次，我震
撼了，曾经的草洞和破屋不复存在，一栋明亮的小

楼房展现在眼前。老组长介绍，当年的老人已去世，
老人的儿子43岁才结婚， 娶的妻子有些智力低下，
两个小孩生长发育也不太好。 自开展精准扶贫以
来，他家被定为贫困户，县、乡、村三级帮他筹资，将
破败不堪的老屋拆除，建起了这栋新房，彻底解决
了住的难题。 全家4口人落实了低保待遇， 实现了
“两不愁，三保障”，政府还为他家免费提供了100多
只鸡苗，发展林下养殖。我顺着老组长的手看过去，
那边竹林下不见杂草，地上光溜溜的，林深处，隐隐
有鸡鸣之声。

经过一垅稻田， 看到一个人正在田间劳作。老
组长说，这就是钟爹的儿子。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
面色黝黑，但透着红，眼神坚定，一点也看不到当年
那个病恹恹精神游离的“小老头”模样。他憨厚地朝
我笑笑，说他在帮刘老板打工，每天有150元工资，
真的感谢党和政府，吃住穿行都不成问题了。

老组长接过话茬说，现在的政策真好，山村的
变化也很大。你看，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变成了
现实：路好走了，水泥路铺到了家门口；电好用了，
高压电线架上来了；房子好住了，当年的泥土房都
重新建了， 有的还建成了楼房；60岁以上的老人每
月还有养老金……钟爹儿子说的刘老板就是当年
的村小学代课老师刘志成。早已不教书的刘老师将
这些田地流转过来，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种养业，成
为远近闻名的新型职业农民。

如今，居住在村里的只有10多户故土难离的老年
人，大多数村民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易地搬迁，这里
与山下原来的4个村合并为一个大村，并更换了新名。

山风依旧，人事全非。一切显得那么静谧与
和谐。

泥土之上
那些斑斓的花朵

胡诗词

（一）
从元月至十二月
我口哼民谣
田野里我们播种收割
犁镰以及镐锄这些劳动的好手
在季节里行走，面无表情
恰似我忠厚的父亲
泥土之上那些斑斓的花朵
在风中高兴地舞蹈
谁将目光投向辽远
阳光和雨水之外
看到的是另一种风情
燕子归来和着温暖的南风
吹开每一扇紧闭的窗户
在丰收的年景里
我看到父亲额头上的皱纹
像垅上的野草
那些波动的水
是鸟雀那挚爱乡村的歌手
我听到你泥土味的歌唱

（二）
从一湾沅水中
我获得真实的力量
在春天的气息里
我回到我的村庄
纯净的天空走动云朵
那些吉祥的花朵
谁也不会伸手摘去
笑声落地成为果实
朴素的女子在村边劳动
指间散发泥土的芬芳
那些来自锄头的光芒
远比阳光耀眼
触及我的灵魂
整个村庄便在祥和的氛围里
逐渐升腾
我再次看到一粒种子
回到了湿润的泥土中
大地开始展开细微的根须

相见欢
千千静听

还是从一杯酒里出发
秋风，就后退了八百里
莫辞酒
兄弟的碗也无须摔杯
你提及桃园
我们就想到结义
该豪言，该放歌
流水的经过也叫譬如朝露
今天我只做无束的我
把酒，吟诵
何惧西风
更有庄严的时候
唱到祖国
我们把畅饮的酒，变成了热泪

线装的河街

再回杨山村

在
西
湖
为
小
米
虾
找
新
家

走
在
老
爸
的
乡
村
记
忆
里

夜幕下的常德河街在灯光的装点下格外美丽。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