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醉诗歌千古情
□朱金贤

中国古代诗歌里， 描写月的句子不在少数。
诗人以月为骨，以诗为心，写意抒怀，或伤感，或
缠绵，或沉思。一轮明月，千古诗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在皎洁
月色中思念着天涯之外的亲友，遥寄祝福。“露从
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少陵在乱世纷争中牵挂
着离散多年的兄弟，越是月明之夜，越能深深体
味有故乡不能归的凄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
乡心五处同。”白乐天饱受兄弟离散之痛，含泪看
明月，天涯共相思。“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
落谁家。”王仲初漂泊天涯，唯有亲人的音容温暖
游子的思心。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那一
夜，李益茫然失措，佳期已休，佳人已去，从此，任
心田荒芜。“多情只有春庭月， 犹为离人照落花。”
孤月照离人，花落人已远，漫长的离别，抹不去漫
长的思念。“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张若虚哀叹生命的短暂，但他并没有绝望，生命永
远长存，与月同辉。“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
如此。”人世更迭不止，明月万古如一。韶华易逝，
盛年不再，唯有把握瞬间，才能得到永恒。“清风明
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智者与清风明月相
伴，遨游于山水之间，抛弃俗世的羁绊，回归心灵
的本真。

1950年生 ，苗族 ，湖南邵东
人。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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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彤

贺晓彤：温暖到心头
□邓湘子

微叙事

不管是谁， 在父母面前都是长不
大的小孩； 无论走多远， 在内心深处
故乡总是那样美好淳朴、 鲜活如初。

于是， 你总是在早晨的一片清爽
和憧憬中， 一遍一遍地忆起草长的故
乡。

近了 ， 故乡 ！ 鸡刚叫过头遍 ，
“吱呀” 一声门开， 晨曦的一片乳白中
开始了一天的生机， 渐趋清晰亮着一
星火光的地方， 一位老者弄出“吧哒
吧哒” 的声响， 旁边忠实地立着一头
老黄狗。 老者凝神望一会儿门前的老
树， 静静地听着屋侧缓缓流淌的溪水
声。

那是一条通往村外抵达希望的小
路， 那是一棵缀满思念和爱意的桃树，
那是一口蓄满伤悲的水塘……

你的眼中， 有一位妇女常爱定定
地站在桃树旁， 千万遍抚摸桃树枝丫，
千万次念叨着她的儿女。 那条通往村
外的小路成了一条丝线， 一头牵着思
儿的母亲， 一头系着念母的儿女。

你看见， 那小小儿走了， 从祖辈
父辈深深的脚印里走过， 从祖辈父辈
岁月刻成的刀痕里走过， 从祖母母亲
蓄满悲伤的眼神中走过， 从祖母母亲
总说不完的故事中走过……

在异乡， 小小儿常痴痴地眺望故
乡那轮皓月。 思念成风， 明月之上，
田野之中， 大片大片的菜花黄， 小小
儿闻到了淡淡的菜花香， 听见浅浅的
流水声和染绿了的乡音。

在月光皎皎的夜晚， 小小儿老是
唱起那首 《弯弯的月亮》 。 “遥远
的夜空 ，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
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桥……”
每回唱到“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

上。 脸上淌着泪， 像那条弯弯的河
水…… ” 你早已泣不成声 ， 泪湿衣
襟。 是啊， 故乡的月亮， 今生今世，
她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你的胸膛。

哪怕是秋天， 落叶的秋天。 恋土
的情结熟透了， 定会在一地金黄的秋
色里慢慢发酵， 弥漫开去， 是那样浓
烈飘香。 一下， 醉了田地， 醉了山岗，
醉了乡亲。 那时， 你太小， 常跟着一
班小伙伴去捡稻穗， 每捡着一根橘黄
色的稻穗， 便要放在鼻子边嗅嗅， 一
嗅， 就感到自己微微地醉了。 多年以
来， 你还是这样， 在自己心上总是存
放着一个秋天。 常常在“三五明月满”
时， 一个人安然地翻出那一地金黄的
秋色， 让自己一次一次醉倒在故乡的
明月中。

一到冬天， 你总是希望每年的第
一场雪来得早一些。 你看着最后一片
飘落的黄叶， 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 扎羊角辫
的小姑娘身着厚厚的大红棉袄， 一团
火一样欢蹦乱跳在洁白的世界里， 叫
喊着你的名字， 是那样的温暖和火热。

于是， 你总在聒噪喧嚣的尘世中，
想寻得一份清静、 平淡和幸福。 于是，
你总感到世界是多么的阳光， 总想象
着事情的美好， 世人的善良， 你总相
信美在世间爱在人间。

你就这样在等待中抛洒青春和热
血， 乡愁如鸦片一样滋长。 家人常说，
这年代你还这么“绵羊” ,这时候你总
是缄默， 你又想起魂牵梦萦的美丽村
庄， 那一地的菜花黄， 那冉冉升起的
一轮明月， 那悠悠的小船， 那一片飘
落的黄叶， 那一根橘黄色的稻穗……

几回回梦里见到———蜿蜒起伏的

大山， 清清流淌的小溪， 长在水田里
青青的秧苗， 躺在草丛中的憨态大冬
瓜， 还有老屋檐下飞出的小麻雀和总
在村头晒太阳的老黄狗……一壑壑翠
谷， 一片片绿野， 起伏之间， 风景如
画。 几碗简简单单的家常小菜， 一杯
清茶， 一碗米酒， 边饮边叙， 边吃边
谈， 就在这饮谈之间， 你再一次重温
了儿时的美好时光 ： 摸田螺 ， 睡草
垛， 烘火桶， 捉蝴蝶， 采山茶花……
还有那在月光笼罩下的一夜的清凉和
舒畅。

其实， 不管是穷日子还是富日子，
不管是大日子还是小日子， 日子尽如
流水， 你知道只要心中有明月， 你的
世界里总是月华满地。 一个乡字， 香
了你的世界。 乡村， 乡俗， 乡情， 乡
音， 乡景， 乡人， 乡思， 古朴悠然， 令
人沉醉。 于你来说， 这一切不能不说
是一种幸福， 一种润泽心肺的真正的
幸福！

你知道， 余光中那隔海相望的乡
愁， 一点一点打湿了心中的纸月亮。
你知道， 那不死的乡愁， 那心灵的故
乡是你灵魂再生的源头活水， 远胜汪
洋。

于是， 你紧紧地握住手中那只细
弱无力的笔， 感觉很沉很沉， 犹如乡
民手中那双讨吃的筷子， 那柄刨食的
锄头。 于是， 你笔端冒出的一蔸蔸禾
苗、 一棵棵菜蔬， 就像是从泥土里生
长出来的， 嫩绿不断。

是啊， 顾影人老清风瘦， 望乡草
长明月长。

转眼间， 你这个小小儿也老了。
老到这么一天， 你终于懂得———停下
就是故乡， 明月就是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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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个孩子每天要带弟弟， 还
要扯猪草、 担水， 由此想到自己的童年，
触发了灵感， 写了第一个儿童小说 《新伙
伴》。” 在前不久由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召开
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会议上， 贺晓彤
在座谈发言时， 这样讲述生活体验对文学
创作的重要性。

阅读贺晓彤的儿童小说， 文字里绵绵
不断地传递着让人温暖到心头的情感力量。
她写作 《新伙伴》 的时候， 才从北京钢铁
学院毕业不久， 在衡阳自行车厂设计车间。
她从小在农村长大， 经历了经济最困难的
年代， 家里有四个哥哥， 自己也像男孩一
样好奇好动， 能够吃苦耐劳。 童年的生命
体验被奇妙地唤醒了， 贺晓彤接连创作出
一系列儿童小说。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 她
有五篇作品登上 《儿童文学》 杂志的头条，
连续获得1981、 1982年 《儿童文学》 年度
优秀作品奖。

这位大学热处理专业毕业的年轻女工
程师， 由于文学创作成绩受到关注， 被调
到团省委 《年轻人》 杂志做编辑， 不久被
推荐到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 她的作品还
引起了儿童文学泰斗冰心先生的注意。
1982年冰心先生在家里接待青年作家代表，

见到贺晓彤时， 表扬她在 《儿童文学》 发
表的小说， 鼓励她继续为孩子们写出更多
优秀作品。

贺晓彤迎来创作的丰收期。 她的小说
《永远的蓓蕾》 被改编成电视剧， 获得中国
电视剧第十七届飞天奖。 她的小说集 《美
丽的丑小丫》 和 《爱的折磨》， 分别获得第
三届、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
奖， 个人以突出的文学业绩获得庄重文文
学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 改革浪潮汹涌，

贺晓彤响应号召深入生活， 开了一家礼仪
公司， 带着一群选秀获奖的美女， 上北
京、 下广州， 赴海口， 凡新公司开张、 新
楼盘剪彩之处， 她率领的美女们就会闪亮
登场。 贺晓彤性格豪爽， 爱憎分明， 队伍
管理极为严格。 美女们不得单独外出， 业
务应酬必须四人同行； 特殊情况只需要两
个美女出场， 贺老师必定亲自陪同， 甘当
“电灯泡”。 这样的文化公司当然赚不了
钱， 贺晓彤却赚到了生活素材， 写出长篇
小说 《美女如云》。 岁月流逝， 那些美女

各自事业有成， 有的成了著名公众人物。
她们一直视贺晓彤为人生中幸遇的好老
师。

新世纪之初， 贺晓彤参加“工人作家
回工厂” 采风活动， 走访当年工作过六七
年的冷水江钢铁厂。 她过去的同事陈代富
率领8000多员工再度创业， 让这家国有企
业从破产倒闭的边缘起死回生。 贺晓彤被
深深地震撼了， 决定以他们在改革大潮中
从困境走向新生的历程为素材， 创作一部
长篇小说。 她扎进工人中间， 挖掘铁水奔
流、 钢花飞溅的地方发生的感人故事， 心
中燃起激情之火。 青光眼病发作了， 她吃
着药， 坚持写作。 50万字的长篇小说 《钢
铁是这样炼成的》， 温暖厚重， 写出了贺
晓彤的钢铁情怀。

贺晓彤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兼省儿童文学
创作委员会主任期间， 为了促进湖南儿童文
学作家队伍的成长，她满腔热情地跑书号、跑
经费，组织出版了“虎娃”儿童文学丛书，12位
作家整齐亮相。她不辞辛苦，继续奔走相关部
门，“小虎娃”丛书顺利出版，推出了12位年轻
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 她极力促成省作协
设立张天翼儿童文学奖， 这一动议在省委宣
传部的支持下得以实施。

牵手大妈
□剧旁

对门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毫不惹眼，他们家
出电梯门往左，我家往右。

水泥丛林中，对门不识已是常态，但总会碰
巧在一个时间出来倒个垃圾， 难免会相互点个
头，寒暄两句，仿佛互相确认彼此不是小偷。

奇的是，大爷无论上哪儿，始终牵着大妈的
手！如今，这已经谈不上杜少卿携妻游园那般炫
目，但对老人而言，也颇能引来路人侧目。每次撞
见大爷这样腻歪地牵着大妈出来买菜、 遛弯，妻
子总不忘问：“我老了，你也能这样牵着我么？”我
笑笑不语，看得出妻子的艳羡。

今天刚进电梯，又遇到二老。大妈倏地挽住
我的手臂，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军伢子啊，你有
多久没来大妈家啦？贝贝出国以后，你就很少来
玩了吧？大妈现在记忆不好了，做不了那么多好
吃的，你就嫌弃大妈啦？不能这样啊，要常常带着
你们那帮狐朋狗友来坐坐啊……” 说着说着，大
妈的手搂得更紧了。

尴尬的我，刚想说您认错人了。只见大爷朝
着我愧疚地一脸苦笑，指了指脑袋，摇了摇手，搓
了个口型。我顿时明白了：“老年痴呆”……我对
大妈说：“嗯，好的，我以后常来看您。”

大妈自顾自地说：“你说贝贝啊， 她快回来
了，结婚了，要我们到美国去，我们也不会说英
语，就不费那钱了，今年过年应该会回来吧……”

大爷贴着大妈耳畔说：“我们到家了啊，军伢
子明天再来我们家玩。” 大爷边说边把大妈的手
从我臂弯里抽出来，牵着她的手，出了电梯，他们
还是往左，我还是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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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辈子住在山里，山是高低错落、重重叠
叠的，山的外面是山，山的尽头还是山。山坡上是层
层叠叠、拾级而上的梯田。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人
们成天担心干旱，但只要遇上好的年成，一到秋天，
满目金波荡漾、稻香醉人，丰收景象煞是喜人。

母亲在山里种了一辈子地， 母亲的地位没有
高过田坎。 层层叠叠的梯田是母亲眼里最大的世
面；稻浪翻滚的金秋是母亲心中最美的风景。

从我记事起， 母亲嘴上总是挂着一句口头禅：
“你哄泥巴，泥巴哄你嘴巴。”母亲认为吃饭是生存
的根本，种地就是天大的事情，必须实实在在，丝毫
不得含糊。在队里劳动，只要有人偷工减料耍滑头，
母亲的口头禅就会在耳边响起：“你哄泥巴，泥巴哄
你嘴巴。” 后来， 母亲的口头禅就像名人名言一般
被住队干部经常在群众大会上引用。那年月，大家
虽然起早贪黑，但饥饿二字仍深刻在记忆中。

后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家里分得四亩梯
田。为了种好责任田，让家人吃饱饭，母亲更是倾
尽心血。当开春的第一声炸雷还在天边滚动，母亲
就披蓑戴笠走向田头，施肥、松土、清沟、引水……
忙碌的身影始终伴着那句口头禅：“你哄泥巴，泥
巴哄你嘴巴。”秋收结束后，谷粒一粒不剩地过秤
归仓。母亲虽不识字，但账算得非常清楚：上交农
业税折成钱要支出×××斤， 村乡两级提留折成
钱要支出×××斤，剩余粮食×××斤……

母亲虽然尽了最大努力， 所收的粮食交完各
种税费，全家还是糊不上口。后来又因种子、化肥
和农药等物资持续涨价，村民们掰指一算，觉得种
田太不划算，纷纷撂荒田地外出打工。只有母亲一
如既往地念着口头禅在田里劳作。 但缺衣少食的
日子始终是她心头抹不去的隐忧。

我参加工作后在城里安了家， 每年要从并不
宽裕的工资收入中挤出部分接济家人。后来，党中
央陆续出台了事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农业
税，取消各种提留，又以工哺农实行农业补贴。乡
里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母亲每次在电话那头嘱咐
我不要再寄钱回家， 家里有饭吃了……我虽然没
再寄钱回家，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一次回家，聊起收成，母亲满怀欣慰地说：
“我们真有福气啊！盘古开天，哪有这样的好世
道！现在种田不但不收税费，国家还倒贴钱呢。
去年不仅粮食丰收了，国家还给了300多元补助
款。”母亲拉着我打开粮仓，看着堆成小山的稻
谷笑得合不拢嘴，乡里的粮食比城里的好，最养
人，以后你们就不要买粮食了，这么多粮食，保
证够你们吃！ 母亲又指点着山坡上层层叠叠的
梯田绘声绘色地说：“那些田地撂荒多年后，又
耕种了，现在的村里人，真是些精怪，哪有甜头
往哪奔，打工去的又回来种地了！”

从那以后， 我一家三口一直吃着乡里种的稻
米。每次回老家，总是听见母亲另一句口头禅：“皇粮
国税，天经地义，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世道啊！种田不
收税，反而给补贴……”听着母亲不停地念叨，少不
谙事的女儿说：“奶奶您真的老了， 有些糊涂了。”母
亲从容地说：“奶奶是老了， 有些啰嗦， 但一点不糊
涂，天地良心，庄稼人心窝子最亮堂！”

母亲的口头禅
□宋谋万

长沙蓝同题诗

谁把蓝墨水涂上了天空
让长沙人如此惶恐

———金中基
将一块白毛巾高举
天空就洗出了海一样的容颜

———杨跃清
不要蓝的过分，
在我回来的时候，我还认识你。

———碧云
蓝墨水的下游，当然蓝
必须蓝

———刺客
那样蓝着
蓝得让乡下的父母放心

———桐哥
亲爱的，把计划取消吧！
长沙也有海，在天上。

———银志苹
炊烟已经老去
天空的颜色还是那么年轻

———钟业荣
仰望长沙的天空
用那一抹蔚蓝，再还你青春模样

———唐常春
这一块水洗的布，多么干净
在我心里

———章旭红
是谁扬起长杆，赶着羊朵
在一片山河、草原上放牧的倒影

———晴兮

汉诗新韵

明月乡关何处
□草莲

稻田公园白鹭飞 何炳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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