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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雄

我的家乡在汨罗三江镇双桥村一个叫
栗子冲的地方。

栗子冲住着40多户人家， 大家和睦
相处， 守望相助， 胜似家人。 一直以来乡
亲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用勤劳和智慧
逐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过上了美好
幸福生活。

如今， 这里一派祥和胜景。 看山山
青， 看水水秀， 看人， 人人脸上都挂着灿
烂笑容。

翠绿的青山
地势东高西低的栗子冲， 三面环山。

山不高， 绵延向东西两头伸展， 首尾数十
里。 山上参天的树木， 连同漫山遍野的灌
木， 皆生长得郁郁葱葱、 蓊森密匝。

春天到了， 山上有栀子花盛开， 有杜
鹃花盛开， 山下田野里有油菜花盛开， 放
眼望去， 宛如一幅春花烂漫图， 美不胜
收。 在阳光明媚的春日里， 我特别喜欢在
太阳西下的时候站在自家屋门前眺望远处
的群山———青山如黛， 峰峰相连， 让人遐
想。

当几只归巢的画眉鸟从我头顶欢快地
飞过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40多年前的往
事。 那时候我们栗子冲的山都是光秃秃的
荒山， 树木都被大家砍去做柴火烧了。 水
土流失， 十年九旱。 1974年底汨罗市政
府向全市人民发出了植树造林、 绿化荒山
的号召。 乡亲们在山上栽种了满坡满梁的
杉树、 松树和红枫。 山上的树木长成了茂
密的森林， 但乡亲们再也不上山砍柴砍树
做柴火了， 取代烧茶煮饭的燃料是藕煤。
后来藕煤也不烧了， 改烧煤气， 现在更是
用电煮饭了。 由于烧柴的问题得到了根本
解决， 如今栗子冲便有了座座翠绿青山。

水泥路修到家门口
2003年的事至今我依然记得清清楚

楚。 那年5月我母亲因病去世， 我姐姐和
弟弟在汨罗市工作， 他们单位领导和同事
来家里吊唁， 人来车往， 加之那几天雨水
频繁， 把条泥巴路压成烂泥坑， 好几次车
陷进烂泥坑里动弹不得， 只好喊人将车抬
起， 然后在车轮底下垫上木板， 汽车方才
开动。

栗子冲人好想修一条水泥路， 解决行
路难问题。 2013年初冬， 栗子冲下屋冲
组每户集资5000元， 加上到市里交通部

门申请了一笔经费， 把一条3公里长的泥
巴路修成了水泥路。 我们上屋冲组人看在
眼里， 急在心头， 也想尽快把组里一截泥
巴路修成水泥路。 像下屋冲组一样， 上屋
冲组也是每户集资5000元。 钱不够， 一
天组长仁义跑到长沙找我， 让我想办法。
修桥布路是为乡亲们做善事， 我没有推
辞， 找了几位爱心人士捐助了十几万元，
我自己也拿出1万元， 2014年终于把一条
2公里长的水泥路修好了。

自此， 小汽车摩托车甚至耕田机收
割机都能开进栗子冲来， 乡亲们出门再
也不会晴天裤脚灰、 雨天两脚泥了。 多
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 大家别提有多高
兴。 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连着村、 连
着乡、 连着远方的大城市， 同时也连着
栗子冲人的心。

红砖碧瓦座座楼
1974年冬天我应征入伍离开家乡栗

子冲， 一晃40多年过去了， 白云苍狗，
脑海中的苍凉记忆还定格在那个年代。 那
时， 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艰难， 栗子冲人
吃穿都成问题， 遑论盖楼砌屋？ 当时栗子
冲百分之八十的人家住的是茅草房， 住瓦
屋的人家屈指可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 勤扒苦做惯了的栗子冲人看到了生活
的希望， 青年男女纷纷南下北上打工， 年
纪大点的人就在家里耕田种菜， 挣点零用
钱补贴家用。 慢慢地乡亲们口袋里有钱
了， 日子也好过了。 这时候， 想改善一下
居住条件的人就开始拆旧屋建新房， 不几
年时间， 栗子冲人就都住上了崭新漂亮的
新楼房了。

刘检贵是栗子冲最后盖楼房的人， 然
而他家的楼房却是大家公认盖得最好的。
1980年代初， 栗子冲的年轻人结伴外出
打工的时候， 刘检贵却在家里借钱买了辆

“桑塔纳” 接送客人， 既挣了钱也照顾了
家人。 后来开车不赚钱了， 头脑灵活的他
转型做起了栽种贩卖苗木的生意。 仅仅十
几年时间， 刘检贵就挣了不少钱。 他先是
在三江镇上盖了栋2层楼房自己住， 去年
又把他父母亲住的老屋拆掉， 盖了栋3层
300余平方米的别墅。 刘检贵在院子里栽
上桂花树， 置上盆景， 铺上草皮， 加上楼
房后面山上的茂林修竹， 和楼房旁池塘里
的一汪碧水， 可谓有山有水有清幽， 人见
了， 谁不夸这是一处世外桃源。

美在家乡。 美的是乡亲们过上富裕生
活后的幸福心境！

管弦

水性杨花， 长得真的很美。
在泸沽湖湖面上第一次见到她
时， 她的不拘一格， 令我惊奇。

那时， 我乘着船， 在泸沽湖
湖面最宽处缓缓游着。 我聆听
着手机里的芭蕾舞曲， 仿佛看
见天鹅在蓝天白云间舞蹈。 而
水性杨花这样一种水鳖科多年
生水生植物， 竟宛若从天而降
的仙子， 悄然而迅速地跃入我
的眼中， 瞬间打湿我的眼。 她白
色的小花漂浮在水面， 茎干和
根须全在水下， 她轻轻随着水
波， 恣意伸展， 丰茂奔放， 和着
我的芭蕾舞曲， 流淌在天边。

据说， 她的得名源于北魏
灵太后胡氏。 胡太后晚年风流
成性， 不仅与一些大臣暧昧不
清， 还爱上了侍卫杨白花。 不久
杨白花离她而去， 胡太后还特
别为他赋诗一首， 表达离别愁
绪。 其后， 秀容人尔朱荣入洛
阳， 颠覆了当时的朝廷， 将胡太
后和小皇帝沉入河中淹死。 后
人谈起此事， 遂以“水性杨花”
称呼之。 后来， 当人们要形容某
些妇女在感情上不专一， 就用
到水性杨花， 形容她们像流水
那样易变、 像杨花那样轻飘。

但是， 我不愿意把水性杨
花同任何不良意思联系在一起。
这学名叫海菜花、 又名龙爪菜、
被摩梭人称为开普的植物， 是
多么娇贵、 洁净、 专情啊。 她只
喜欢温暖干净的水体， 多生长
在海拔高的4米左右的深水区域
中， 假如水体稍有污染， 她们就
会成片死亡， 直至绝迹。

所以， “水性杨花” 更像是
藏在摩梭女子心里的一种爱的
波澜， 荡漾在这些奇特女子的
内心深处。 在泸沽湖这个女儿
国中， 摩梭人至今仍然保留着
母系氏族婚姻制度， 他们多实
行走婚制度。 当男女相爱， 会定
下暗号， 男方即在夜晚潜入女
方闺房， 清晨时分再离去， 不被
女方家人或邻居发现， 俗称“摩
着进来， 梭着出去”， 据说这也
是摩梭人得名摩梭的原因。 男
女双方有了孩子后， 女方和自
己的家族抚养孩子， 家族里的
外祖母、 舅舅是抚养孩子的主
要成员之一。 孩子的父亲会被

告知孩子的情况， 他可视自身
条件支付一定的经费， 还可定
期探望。 若男女双方不相爱了，
男方以三天不来女方住所、 女
方以退还男方赠送的定情信物
银质梳子来表示分手。

这样的规矩， 随性， 却又果
敢， 透着摩梭女子独有的坚定
和顽强。 而贯穿始终的， 是爱的
名义。 那爱， 就像供水性杨花生
长的洁净的水儿， 水净， 爱在，
花开， 叶扬； 水不净， 爱就不
在， 花叶俱绝。 想想那样的分手
方式， 也真是断然决然， 没有余
地， 若有一方很不情愿， 该怎样
面对那份沉默而又突兀的痛苦
呢？ 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个问题
向一位摩梭女子提出， 唯恐涉
及到他们的隐私。 但那位回答
我问题的已走婚两次的摩梭女
子， 却非常平静地说， 要学会想
得开。

要学会想得开， 应该就是
像水性杨花那样， 以自由的心
境， 开阔地生长吧。 爱来， 接
受， 欣喜； 爱走， 放弃， 淡然。
于得失之间， 笑傲江湖。 难怪，
水性杨花还被称为“环保菜”，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份生长的高
度和广度吧。 人们往往把是否
生长着水性杨花来判别水质是
否受到污染， 凡水中生长着水
性杨花处， 其水质一定是高标
准的。 泸沽湖的水质就是这样
的， 无色， 无味， 无嗅， 品尝的
时候， 我看到地阔天清。

水性杨花就是这样和摩梭
女子在一起的。 摩梭女子经常
把捞摘到的水性杨花做成各种
美食， 自己食用或招待客人。 水
性杨花全株都可供人畜食用。
炒食， 开汤， 当主菜， 成佐菜，
均鲜美异常， 对心血管疾病等
有辅助治疗作用。

我欣赏水性杨花的奇特。
那天晚上， 在泸沽湖边， 在粲然
燃着的篝火旁， 我和几位摩梭
女子相拥合影。 我看到她们的
脸上流转着奇异的光， 好似水
性杨花的舞蹈， 绵绵延延， 伸向
远方。

范诚

没有哪一种野菜比它更普通的了，普
通得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字———地菜。

没有鲜艳的颜色， 没有华丽的外表。
它静静地生长在田间地头，溪边隙地。 个
子瘦小，叶片单薄，发育迟缓，甚至呈一种
暗淡的色彩。 别的野菜都长得粗壮葱翠
了，它还是那么纤细。 连打猪草的孩子都
嫌它太小，而不愿去采它。

它就那么弱弱地生长着，按照自己的
方式，不与花儿争艳，不与同类比肩。 春风
吹来了，它迎风绽放着笑脸。 秋雨绵绵中，
它低头吸取着养分。 没有人关注它，它孤
芳自赏。 有人来采摘它，它欢呼雀跃。

连它自己也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人们
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都市里，人们生活好了，吃多了山珍
海味，腻了，便想吃小菜。 人工种植的小菜
吃多了，没味，便要吃野菜。 一般的野菜都
吃了， 不新鲜了， 要吃那种很少吃过的。
“塘里无鱼虾也贵”，于是，地菜搬上了餐
桌。先是炒着吃，味美。后来搞凉拌，不错。
再后来下火锅，韵味。 还有人用它包饺子，
特爽。 居然大受欢迎！

它长成于冬季，不畏朔风怒号，不惧
冰雪严寒，顽强地生长着。 此时，百花凋
零，万草枯萎。 其他蔬菜大都躲进了大棚，
甚至进了地窖。 其他的野菜也畏寒畏冷，
收起他们张扬的姿态，退场休息了。 此时，
正是它成熟的季节，叶子鲜嫩，像花儿一
般展开。味道鲜美，像山珍一样飘逸。顿时
成了菜市场、餐桌上的抢手货。

很快，春天来了。 随着其他蔬菜野菜
的上市，它却开始退出江湖，渐渐老去。 它
明显地长高了，中心长出了枝干，开出了
白色的小花。 在春风的吹拂下，迎风摇曳

着。 虽然它发出淡淡的清香味道，仿佛在
向人们暗示什么，但没有人去理会它。 人
们争相追捧那些粉红的桃花，鲜艳的油菜
花去了，早把它撇在一边。

到了农历三月三，它又开始吃香了。
民谚有云，“三月三，地菜煮鸡蛋”。 每

逢农历三月初三，民间有地菜煮鸡蛋的习
俗，说吃了地菜煮鸡蛋，一年当中，腰不
疼，腿不痛，头不晕，病不发，身体健康，四
季清爽。

这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楚
地，古时候，人们因为风吹雨打，头痛病很
常见。 三月初三，神农氏教老百姓耕种，路
过这里。见乡民头疼难忍，痛苦不堪。他找
来地菜，和鸡蛋一起煮，让人们吃下。 奇
怪，当人们吃了以后，头突然不痛了，身体
强壮了。 于是，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是地菜。 它又名荠菜，别名野荠、
护生草、地米菜、鸡心菜。 虽然它属于野
菜，但营养丰富。 中医认为，地菜性味甘、
凉，入肝、脾、肺，有清热止血、清肝明目、利
尿消肿之功效。

三月的地菜，正是开花的季节。 宋辛
弃疾《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有“城中
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句子。

地菜采天地之灵气，储存整个冬季的
能量，正是它药用价值最高的时候。 因此，
民间又有“三月三，地菜赛灵丹”、“春食地
菜赛仙丹”等说法。

地菜煮鸡蛋可以祛风湿、清火，而且
还可预防春瘟，即一些流行性疾病，如流
行感冒、流脑等。 在古代缺医少药的时候，
地菜煮鸡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是现
在，人们仍然流行着吃它，家家户户，锅灶
上飘出一缕缕芳香。

旷野的地菜，经历了人间的冷遇与淡
漠，总算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青睐。

李盱衡

林语堂先生曾说： 要做自
己人生的主角， 不要在他人的
戏剧里充当配角。 但有人却乐
于为他人服务， 甚至不顾自己
的得失。 在我看来， “做自己
人生的主角” 和“在他人的戏
剧里充当配角” 这看似矛盾的
双方本就应该是相辅相成、 相
互支撑的。

“做自己人生的主角”，意
味着主导、支配自己的人生。 凡
事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
使这些见解并不充分、 并不完
整， 但至少可以成为自己人生
的主宰， 不在毫无主见中平庸
了生活、流失了自己。“在别人
的世界充当配角”，意思是对别
人有所付出、有所帮衬，或是对
别人的收获有所参与和贡献。
虽然这看起来不太积极甚至显
得被动， 但在为别人付出的同
时却也是对自身价值的体现。
若能兼顾两方面， 在坚持拥有
自己主见、 坚持活出自己意义
的同时， 对别人有所付出、帮
助，有所贡献，那么人生岂不更
加充满乐趣与完美！

就如中国商飞公司里那些
默默奉献在幕后的试飞工程师
们， 相比试飞员的风光和亮
丽， 他们所从事的是几年如一
日繁琐且枯燥的工作。 在每一
次的试飞任务中， 他们需要熟
悉并检查试飞任务单， 与试飞
员和设计人员沟通每一个试飞
动作的目的， 要在飞行中认真

记录各类相关数据， 要监督和
提醒试飞员的各种操作， 要在
飞行后撰写总结报告， 提出优
化建议与后续的行动计划……
通常都是在历经几百小时的试
飞工作后才能换来一次成功的
正式飞行， 这期间还不排除遭
遇各类风险。 可以说， 国产大
飞机每一次适航工作的完成，
都离不开试飞工程师们所做的
无私奉献， 他们是配角， 却在
燃烧自己青春的同时活出了无
限的自豪与精彩。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
人们尚未开化， 往往依靠他人
的带领而获得新生， 因此也甘
于成为别人的、 甚至整个时代
的配角； 而在当今社会， 随着
信息日益发达和思想日益开
放， 人人都想超越他人， “做
自己生活的主角” 这句名言似
乎更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但事
实上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将遇见
许多人， 或伙伴， 或对手， 总
会一定程度地成为他们生命剧
本中的配角。 成为别人的配角
并不可怕， 更不丢脸， 相反，
将“配角” 的工作做得越好，
越坚守着自己的价值、 目标与
追求， 我们就越能在自己的剧
本中完美、 光辉地出演自己人
生的主角。

当我们不再害怕自己独当
一面， 不再迟疑等待别人的邀
请和带领， 不再自私地只顾自
身利益， 不再有耻于充当绿叶
和配角， 方能成就真正的、 闪
耀的自我。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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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家乡

水
性
杨
花

做自己的主角

三
月
地
菜

朱继忠

鱼者
一张网 是为它来的
没有任何预兆
伙伴里有穿越的
不过是弱小或侥幸
被牵绊的
瞬间改变了车次

有的摇着青草冒泡
不去理会蓑衣和黑夜
以星光点燃信号灯
上溯 擦亮 沉淀
从某个角落一转身
将月色塞进了票根

肋骨上开出了花朵
走在窄窄的田梗上
摸着自己的肋骨
想为骨腔寻找一朵花

我沿稻穗掩映的田埂
趟开城市的窄道
难以避开喧嚣
柔软陷入肋骨的包围

徘徊在烟花和茱萸之间
最怕诗者吟诵晚风
让银丝和颤音密织成网
而街角那位讨生活的人
把褪色的车票摆成了一朵花

把足迹寄存
褪下一切伪装
收拾前行的脚步
将足迹寄存在
这扇拥挤的南墙
诉说车轮与流水的博弈

风雨簌簌飘过
记不起是何时的回信
新芽怯怯张望
躲在母亲的屋檐下
雕琢一圈一圈的涟漪

站成一面荣誉墙
不知煮沸过多少次奔跑
氤氲过后的拥抱
融化在彼此的世界
让汗水的切片层层浸润

在月色里皈依
天空， 扯出一张画布
以朦胧的姿态匍匐
寻找蝉鸣和腊梅的来去
夹着风车， 吹醒一丘的矢菊

村口的小河， 随我流入湘江
拨开氤氲水雾， 捎来她的身影
美女山下的那艘木船
浣洗一河的秋烟

刚刚收割完的
除了田间的稻浪， 还有秋阳
还有村口的张望和呢喃
还有油画里从未隐去的茧纹

无数次， 只想把稚嫩的诗行
折成一顶草帽， 一件蓑衣
在淡淡的月色里皈依
品一杯清茶， 舀半壶秋色

站在十五楼看湘江
登上十五楼
湘江 在朝阳里
透过落地飘窗呈献

船 走得很慢
不能惊醒熟睡的母亲
横跨的彩虹
把这座城的腰带 扎好
目送 远航的桅帆
迎接 归来的游子

江心卧着的洲
以一个温馨的姿势
请伟人在洲头击水
请诗圣登上阁楼
请朱张留在学府

一箪食 一瓢饮
城逐渐长大
触摸 你的温度
而你 在城市的中央
叩响一声声汽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