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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被稀饭熬烂
糊里糊涂粘着岁月
在薄薄的云层里
翻晒着自己的阴霾

父亲将一天的收获和疲惫
扛回了家
母亲打下收条
然后捧一把爱
小心翼翼地擦洗
父亲满身的尘埃

炊烟赶走了夕阳
占据了整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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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升起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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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莲

晚奶奶蹲在雪地上， 一丝不苟地洗着萝
卜青菜。 井面上热气腾腾， 团起了层层的白
雾。 萝卜一个个， 敦敦实实， 圆滑饱满， 白
嘟嘟、 胖乎乎的， 蛮逗人爱。 晚奶奶一会儿
一个， 一会儿又一个， 用谷草替它们抹头洗
脸， 擦洗身子。 晚奶奶像是对我们说， 又像
是自言自语： “萝卜青菜是个宝， 谷草用起
来就是好， 软和和的， 暖融融的， 搓洗起
来， 不硌身， 不伤人。” 我们看着晚奶奶， 再
看看雪地上立挺的青菜， 一棵棵， 紧紧地包
裹着， 嫩绿生鲜， 青是青， 白是白， 倍显精
神。

大家都晓得， 在农村， 一日三餐， 萝卜
青菜是最为家常的菜。 口渴了， 随手在地里
拔一个新鲜萝卜， 生吃犹梨， 甘甜爽口， 百
吃不厌。 甚至， 萝卜还可以当饭吃。 萝卜
饭， 那个年代， 我和四哥都吃过， 甜沁沁
的， 软嫩浓香。 在农村， 有了萝卜青菜垫
底， 家家就有了生气， 有了欢声笑语。 老家
有很多俗语， 譬如： “三天不见青， 喉咙冒
火星”， 说的是要多吃青菜； “冬吃萝卜夏
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更是强调萝卜和
姜的功效； “十月萝卜小人参”， 说的是秋
季吃萝卜胜过吃水果， 营养丰富， 甜脆可
口， 有“小人参” 之称。 还有说 “离了萝卜
摆不了席” “萝卜青菜保平安” 等俗语， 无

一不是说萝卜的重要和好处。
我也喜欢萝卜青菜， 最感兴趣的要数大

年夜萝卜。 灶膛里的木柴火， 噼里啪啦燃烧
得正旺， 大块大块厚实的萝卜， 炖着熏得透
亮的老腊肉， 大鼎罐里咕嘟咕嘟的， 咕嘟咕
嘟兴奋地唱着歌， 大半夜不歇也不休。 炖好
的萝卜腊肉， 酥烂鲜香， 满屋子溢香扑鼻，
飘散在整个村庄的上空。 乡村， 一夜无眠，
大伙喜气洋洋， 个个满嘴流油， 空气中弥漫

着饱嗝连连……从农历大年夜一直到来年的
正月十五， 家家的鼎罐里都盛着年夜萝卜。
在农家人的眼中， 萝卜青菜， 犹如他们的娃
崽， 少了不行， 再多也不嫌多。

萝卜青菜， 真正是农家人的所爱， 世代
相看不烦， 久吃不厌。 大字不识的晚奶奶不
会讲大道理， 但对经商的后归哥总是苦口婆
心， 说，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吃着萝卜青菜长
大的， 做人做事， 要清清白白， 实实在在。

也许， 后归哥早把晚奶奶的话当做耳边风，
萝卜青菜现在充其量不过是他一日三餐的配
菜了， 隔三差五吃上一点只是用来泻泻火罢
了。 晚奶奶还说， 做人不能忘本。 走得再远，
还是要记得回来哟。 地里， 有种才有果； 天
上， 有云才有雨。 有花， 就会开； 有水， 自
会流； 有雪， 来年就会有好收成……

晚奶奶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有人从我们
身边走过。 回头一看， 是丁生叔。 他踩着厚
厚的积雪， 一路咯吱咯吱脆响。 丁生叔不喜
欢说话， 晚奶奶说他简直就是一条埋头拉活
的黄牛。 丁生叔高高大大， 一柄大锄头扛在
肩上， 在广袤的雪地上突兀高耸， 有些孤
单， 他却满是执着和自信， 一步一步， 稳稳
地向前走去。

接着， 晚奶奶又跟我们讲起晚爹爹。 晚
爹爹一身硬骨头， 70多岁还能犁田打耙， 能
扛打谷机。 不管哪家有个力气活， 只要一声
喊， 晚爹爹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从不喊累。
很多人就当面背后总讲他， 莫不是铁打的、
钢铸的？ 晚奶奶讲， 他的骨血和身体都是土
做的， 总有一天会土崩瓦解。 到底， 晚爹爹
睡下了， 变成一抔黄土。 晚奶奶哭过之后，
平静地说， 他本是泥土， 终要归于泥土……
她说， 别看他在生时常常骂你们这些晚辈，
心里其实不知有多疼你们呢。 晚爹爹好骂
人， 骂时不留半点情面。 晚奶奶逢人就说，
晚爹爹是为了你们好才骂你们呢。 是的， 现

在很多后生想要听他的骂再也听不到了。
从山腰走下来， 我们站在雪地边的青草

上回首凝望。 天地一色， 干净透亮。 山顶白
雪皑皑， 树木寒中静立； 路边的溪水， 仍是
缓缓流淌， 热流融融。 雪地上两行清晰的脚
印， 一直向远方延伸。 有一种声音从耳边拂
过， 哦， 是雪染的松风， 丝丝缕缕， 柔软温
暖。

转了一整天， 回来的时候我们去院子里
看三娘。 一进院门， 我看见三娘的小孙子在
禾坪的雪地上一笔一画、 工工整整地写着：
山、 石、 土、 田、 人。 在每个字后面， 他照
着课文组词 ： 山———山水； 石———石头；
土———土山； 田———田地； 人———大人。

立刻， 我清晰地记起自己小时候最早学
过的课文： 上中下， 人口手， 山石土田， 日
月水火……我愣怔了一下， 然后久久地看
着， 雪地上的一切， 立马生动起来， 茁壮起
来， 葱茏起来， 仿佛在一圈一圈地扩大， 长
高……大地上仿佛有山， 有水， 有土， 有田，
有石， 有屋， 有人……像乡村一样， 像亲人
一样， 像大地一样！ 渐渐地， 一切鲜活如初，
坚实如恒。

我抬起头来往远处看。 天边， 突然显出
一线亮亮的光来。 我想： 阴雨过后是晴天，
风霜冰雪见阳光。 阳光明媚， 又是一个春
天。 一到春天， 乡亲们又该忙碌起来了， 大
地上化生万物， 勃勃而发， 生机盎然。

草鞋岭
吴清荣

写下“草鞋岭” 三个字， 不是因为它位于绥宁
李熙的东边， 与白玉搭界， 不是因为它海拔1128
米， 而是， 它让我眼前出现了无数肩挑背负的脚
夫， 无数汗如雨下的场景， 甚至无数悲欢离合生生
死死的故事……

老辈人都知道，武冈到绥宁有一条商贸古道，草
鞋岭就是这条古道上的最高峰。

12月3日，我们从草鞋岭出发。我们此行的目的，
是想去打捞前辈们的汗珠，去感受他们浊重的呼吸，
去探寻商贸古道往昔的繁华与传奇。

暖阳高挂，白云悠悠，地上万物却依然慵懒，还
在沉睡。

草鞋岭上的枯草倒伏着， 树叶在微风中轻轻飘
荡。它叫做草鞋岭是最适合不过的，因为它不知养活
了多少人。古道在山间蜿蜒而行，青石板在草丛中影
影绰绰，上面隐隐约约的脚印依稀可辨，那是金黄色
的草鞋浇着汗水磨出来的， 是脚夫们的双脚磨出来
的，如同磨一把岁月的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时
候，绥宁与外界接触最多的三个地方，是洪江、武冈
和高沙。在那数不清的岁月里，有多少布匹盐巴洋火
从武冈进到绥宁？ 又有多少药材桐油笋子被挑到武
冈？ 没有人说得清。 人们只知道，草鞋岭到白玉石坪
一带，曾经繁华如街市，石坪道路两旁的铺子一排一
排。 达官贵人、商贾名流、贩夫走卒，他们进店喝茶，
吃饭住宿，对酒当歌，颇有“鸡声茅店月”的意境。

但，古道上更多的，是讨生活的艰辛、无奈和凶
险。 赶脚的商人常常举着枞膏火把，结伴夜行，这需
要何等的勇气和实力。 那时候， 山里经常有老虎出
没，有毒蛇潜伏，更有杀人越货的强盗横行。 我曾有
一位同事，武冈人。 他的爷爷便是挑盐的脚夫，人长
得高大威武，力气过人。 一次，半路上被土匪拦住索
要钱财，同事的爷爷岂肯乖乖就范？他从箩筐上捋下
扁担一顿乱打，把他们一个个打下路坎。 几天后，他
再次路过那里时， 山里突然跳出几个猛汉， 二话没
说，围着他举刀就砍……他的家人去收尸的时候，头
都找不到了。据老辈人说，从草鞋岭到石坪、到武冈，
一路上土匪便有四五伙，他们分割地盘，拦路打劫，
靠山吃山。

山顶有一座石屋，用四方青岩垒砌而成，面积约
8平方米，石墙上的凿痕还清晰可见。 正中央是道拱
门，古道从中穿过，两边应该还有坐凳，但都不见了，
屋顶上的青瓦因年久失修也已凌乱破败。 这么一处
遮风避雨的歇脚之地，它曾迎送过多少路人？又为路
人消除过多少疲劳？ 演绎过多少动人故事？ 所有这
些，都随着历史的烟云，统统消散了。一切皆成过往，
一切繁华不再。

再上古道，道路两旁、石缝之间的草木更加茂盛
了。虽是冬天，还不能说枝繁叶茂，但我们每走一步，
都得小心翼翼，举臂遮挡，否则，荆棘就会不留情面
地划到脸上。

举目四望，全是山岭，巍峨连绵，逶迤起伏。一山
连着一山，一山比一山高，不知转过了多少个山头，
我们终于到达此行的最高点———绥宁与武冈的分界
线上。下山路是八里。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
深有感触！ 一行人个个身子跌跌撞撞， 脚下踉踉跄
跄，如履薄冰。 同行中有几个人稍不留神，就摔了个
四仰八叉。有个人刚好摔在一个黑蚂蚁窝里，瞬间就
被咬了五六个包包，痛得他哇哇大叫。真敬佩我们的
先辈，他们是如何肩挑背负、上山下山的？现在，我们
生活优裕了，交通便利了，可是，我们的精神干劲，却
远不如他们了。

古道退出了历史舞台，永远沉睡于深山之中，就
像那些千千万万的无名脚夫一样，他存在过，他辉煌
过，他爱过，他恨过，但现在极少有人提及。 这就够
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管还有没有人穿着草鞋再
去行走，那条商贸古道还在那里，还在草鞋岭，还在
石坪，还是连接武冈绥宁的一条人文纽带。

从草鞋岭回来很久了， 我耳边还时时响起扁担
的吱呀声，响起草鞋的脚步声……

唐瑜

鲁迅先生曾说过“做梦是真，说梦是假”，
20年后，在真假之间，我梦回了一次黄溪口。

黄溪口，位于辰溪东南部，设行政区，属辰
溪县辖镇，与怀化、溆浦交界，有全楚咽喉之
称。 黄溪口区管辖黄溪镇、仙人湾、后塘、苏木
溪、罗子山、上浦溪五个瑶族乡。

黄溪口瑶乡境内山高林茂， 溪壑纵横，沅
江穿境而过，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有连绵的高
山，有清澈的泉水，有古老的岩洞，有珍贵的树
种，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兽。

我们首先将车开到了仙人湾布村。 布村全
是山，一座一座。 梯田从山脚一层接一层，层层
叠叠，一直延伸至山顶。 绿树环绕在梯田周围。
那些梯田里种着不同的庄稼， 颜色也就不同，
有红色、黄色、绿色……几处民房矗立在山脚
小溪边上， 缕缕炊烟在瓦檐上空飘飘荡荡；村
口有古老的枫木树，已长出新叶，郁郁葱葱。 布
村是一幅鲜活的田园风景画。

离开了布村， 又来到仙人湾瑶族乡渔业
村。

渔业村与布村相隔大约10公里，位于沅江
北岸，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业，瑶俗
和渔俗两种文化，在这里互相交织，互相融合，
从而形成了地域性渔业村文化，“桂鱼节”就是
渔业村独特的风俗之一。

一场精彩而罕见的鸬鹚捕鱼表演在渔业
村河段上演了，数十艘渔船在河面荡漾，捕鱼
的人们轻盈的挥动着竹篙。 每一条渔船上面，
都站着一至二排黑褐色的鸬鹚，渔船中间则放
着一个用来装鱼的竹篓。“下水去吧！ ”捕鱼人
在船尾挥动竹篙向船舷一扫，鸬鹚便齐刷刷钻
进水里，捕鱼去了……

仅仅几分钟，鸬鹚相继浮出水面，不约而
同地有了捕获。 这时，捕鱼的人用竹篙往其身
边一挑，鸬鹚便稳稳地站在了竹篙上，再从竹
篙上头跳到船上， 捕鱼人便捏住鸬鹚的喉咙，
轻轻一挤，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便从鸬鹚喉嘴里
吐将出来，鱼儿纷纷落到竹篓里。

看完表演，开始吃饭。 喝的是瑶乡米酒，吃
的是正宗的河鱼。 当然，还有别的农家小菜，全
绿色食物。 大家临江而饮，河风微微吹来，感觉
神清气爽。

晚上，我们在黄溪口镇住宿。 时间改变一
切，如今的黄溪口镇面貌焕然一新，街道又干
净又整齐，栋栋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 20年
前的木板商铺，已然换成了高大透明的玻璃门
商店，各种货物琳琅满目；时髦的发廊，手机专
卖店，随处可见。 我们所住的酒店，是按星级标
准修建的。 我拿了房卡准备上楼，热情好客的
服务员急忙抢在我的前面，帮我按了电梯。 我
惊异，黄溪口镇也有电梯了，完全大城市的节
奏。

这一夜，我穿越时空，从20年前贫困落后
的瑶乡，来到现实中市貌繁荣的瑶乡。

谭滔

吊角楼
似婷婷少女
依江而立
像健壮小伙
傍悬崖而长

这里没有玉宇楼角的华丽
也没有高楼大厦的辉煌
祖先们一次不经意的搭建
却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姑娘们爱到这里来绣花
小伙们爱到这里来喝酒
如织的游人都到这里拍照
用微信把你传递的很远很远

这里离太阳很近
这里离歌声不远
几根木柱支撑着多少风风雨雨
支撑了一个民族的昨天和今天

划龙舟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又把沱江水画成绿色
今天的江水格外多情、深沉

每年这个时辰，乡亲们都要奔走相告
都要穿金戴银，着节日盛装
去看热闹非凡的划龙舟
去听一位诗人心忧天下的吟唱

这个习俗传承了几千年
到今天又演绎成一个新的版本
它被一位名家写成小说———《边城》
主角翠翠和二佬看龙舟成了恋人

今天虽然故事的角色在变
但内容没变，还是那么动人
你投水的动作已定格成永恒
《离骚》《楚辞》已载入史册

携一个糯米棕，喝一碗雄黄酒
我们出发吧，桨声哗然，锣鼓声声
一条条龙舟沐浴朝阳，劈风斩浪
一个民族正驶入新的征程

雪地上的风景

汉诗新韵

凤凰诗情 （组诗）回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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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宗仁

长方形：手机

无论男女，都爱不释手；
不避日夜，总耳鬓厮磨。
是否三星、苹果，已不重要。 当爱情响起时，一定是彩

铃；当亲情接通时，一律是“喂”软。
用语音聊天，那是路边麻辣烫，你一串来我一串去，

快餐吃得快乐朵颐。
而视频，那是节日大片。四海一家，天涯比邻。奶奶的

泪滴成4D，宝宝的吻飞出动漫。
这个长方是个魔方。 掌握好了，你就拥有世界；你要

是戏弄它，它就会玩死你！
长方形的手机在手，生活总是三七开。

圆形：微信
无微不至的朋友圈；
见微“执”著的亲友群。
一来一个车皮，一下一场梅雨。
朋友圈洪水泛滥，亲友群高烧不退。
不去翻翻吧，又怕漏了金子。 把人拉黑吧，好像背后

捅刀，这个活我不干。
不要埋怨别人视而不见，茫茫人海，总不能个个跟你

打招呼。 切莫和潜水的人赌气，抢个红包冒个泡，本来就
是一场游戏。

既然发了美照美文美事， 那也不是白晒的。 点赞的
多，心里的快乐肯定爆豆子。关注的少，未免心里泛起酸。

不赚个回头率，何必镜前细梳妆？
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高抬贵手，

手下留情，用心赞一个，把拇指竖起来，点
燃的就是一份情， 点亮的就是一盏灯，点
通的就是一头灵犀！

与人为善，永不吝啬。 从善意出发必
定与善良接隼，爱有360度，这就是圆的魅
力！

方形：二维码
请君入瓮。
请按下你的大拇指。其实指纹不仅是

密码，更是证据。
关注了，就得出力。 添加了，总得出

钱。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的午餐不免费。
服务总是有偿的，哪怕你有理，纵使

你有情。 银行卡可以绑定你，套餐能够套
住你。

可能是一个陷阱、一个火坑、一只黄
色的狼！

也可能是芝麻开门，一个童话；桃花
源记，一篇梦话；天宫一号，人间神话！

二维码，是一粒旋转的骰子，按错了叫中风，
按准了叫中彩！

扇形：Wifi
没有密码进不去，不懂暗语没有门。
往往是走着走着就失联；
常常是聊着聊着就掉线。
没有Wifi，就得用自己的流量。 人在流浪，钱

在流量。
为什么叫Wifi，脑子“歪”了，良心就“坏”了！
为什么形状像扇？ 这叫算你狠！ 为什么电波

像箭？ 这叫射你准！
好在，放得开也收得拢。 折叠是一门省钱省

心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