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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我鼓励最大
记者：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发表

作品时的情形吗？
香姐 :何止记得， 永远都忘不

了！ 那是一首不成平仄的七绝。 当
时 ,我在香港工作。 那期刊物寄来
后， 没几天就我照顾的孩子的姐姐
知道了。 星期六他们家来了近十来
个学生。 姐姐高兴地对大家说:“这
就是我们家会写诗的阿姨！” 同学
们争相阅读。 孩子的爸爸妈妈甚至
比我自己还高兴。 当时我想， 就只
有二十几个字， 真有这样的影响力
吗？ 我之所以能坚持写下去， 这件
事对我鼓励最大。

红尘中还有缘分拖着
我， 诗缘应该就是其中之
一吧

记者 ： 我特别欣赏你诗中的
“晓月晨星赚不完 ” 一句 ， 能说说
这个神来之笔的由来么？

香姐： 这实际上是以乐景写哀
情。 多少次残月之下、 晓风之中，
不知道滴落了多少汗水！ 谋生很不
容易， 睡五更起半夜是常事。

记者 ： 您的前半生饱受苦难 ，
很多家政工作者也发出过做家政看
人脸色的感慨， 但从你的诗里不太
能看到怨艾、 责难等情绪， 更多是
感恩、 赞美， 这是不是可以归功于
文学的陶冶？

香姐 ： 一个人不小心踩到狗
屎， 便骂个不停， 好像脏东西跑到
他嘴里去了； 而另一个人面对同样
的事， 却可能什么都不会说， 只是
默默做他该做的事———很多东西是
天性。 我曾写过诗句“长亭纵使多
风雨， 点亮禅灯伴旅程”， 我经历
过的一切， 包括不完美， 对今天我
的写作是无法复制的经历。 像纳兰
性德一样， 如果不是爱情一直令他
伤心痛苦， 他就不会成为有宋一代
以来的千古伤心词人。

记者： 常听人说， “人生为何
不快乐 ？ 只因未读苏东坡 ”。 在我
看来， 您的坎坷身世及笑对人生的
达观情怀， 和苏轼有得一比， 您是
怎么做到的？

香姐： 我在缅甸掉到江心， 必
死而未死， 也许是红尘中还有缘分
拖着我， 诗缘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吧。 我捡回了一条命， 还能学着写
诗， 还能和你在这里交谈， 不能不
说福大呵！

现在的人又忙碌又
焦虑， 很缺乏美的享受

记者 ：最近另一位 “育儿嫂 ”在
网络上走红，她的作品基调灰暗，和
您的作品相比差别很大。 您能根据
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看法吗？

香姐： 我不了解她， 也没看过
她的作品。 至于你说的差别， 我想
应该和各自面临的环境不同有关
吧。 我是月嫂， 服务的对象是刚出
生的婴儿和刚刚分娩的产妇， 我觉
得此时他们的心都是最柔软的， 人
际关系也是最亲密的。 我看到的、
想到的和我写出来的， 三者之间几
乎没有差别。

记者： 与新诗相比， 古典诗词
近年来很受欢迎， 您觉得这是什么
原因？

香姐： 新诗我说不好！ 古典诗
词受欢迎， 是因为其本身的丰富多
彩吧？ 不难读懂， 又能给读者带来
美的享受———现在的人活得又忙碌
又焦虑， 很缺这个。

社会需要我， 我的
自身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记者： 您带过很多孩子， 当你

和孩子分别的时候， 会不会难过？
香姐 ： 我带了近百个孩子了，

分别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 一段工
作快结束的前几天， 我抱着孩子的
时候会流泪， 会忍不住多亲孩子几
下。 跟孩子朝夕相处， 他 （她） 会
渐渐听出我的声音， 嗅出我的气
息。 分别后， 很多孩子会不适应，
家人喂奶不吃， 家人抱着要哭。 跟
孩子产生感情了， 和孩子分别的时
候我会哭， 这样的经历我也写进了
诗里。

记者： 您说月嫂生涯准备带100
个孩子， 现在目标接近完成了， 您
今后有什么打算？ 写作上有什么目
标吗？

香姐： 社会需要我， 我的自身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月嫂这份工作
虽然很累， 但让我远离了世事纷
扰， 让我的内心得以平静。 写作给
我寂寞枯燥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快
乐。 我最大的欣慰， 是能把自己的
一生浓缩进我的诗歌里。 我从未想
到过会有这么多读者喜欢我写的
诗， 我很感恩！

记者 ： 如果现在有三个称呼 ，
分别是月嫂、 诗人、 月嫂诗人， 您
愿意挑选哪一个？

香姐： 还是叫我月嫂吧， 我喜
爱这个职业。

通讯员 欧阳建华
湖南日报记者 王华玉

满月江湾照， 春丛坊陌馨。 海棠花
底认曾经。 鸳语画桥依旧， 何处问卿卿？

别浦歌犹在， 离怀客又惊。 欲寻归
棹浪难行。

嘱咐烟溪， 嘱咐水云亭， 嘱咐柳条
无数， 莫再误倾城。

———《喝火令·重回两湾城》

香姐的故事， 以45岁为上下半场的
分界线。 上半场， 凄冷、 哀伤、 破碎；
下半场， 温暖、 温情、 激励人心。 而把

这上下半场串联在一起的， 是
她从未改变的品质： 勤劳、 善
良和爱。

香姐真名叫黄建香， 1961
年出生在湖南省洪江市江市镇
竹滩村。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 复员回家， 结婚时已经
４０岁。 妈妈连生了3个女儿，
所以爸爸把香姐当男孩子养，
上山砍柴下河捞鱼都带着她。
香姐5岁开始读书， 6岁就架着
板凳上锅台炒菜， 8岁开始放
牛， 因为穷， 初中毕业就辍学
回家务农了。

十五六岁时， 她经历了刻
骨铭心的初恋。 男孩子是儿时
玩伴， “吃国家粮的”， 对她
很好， 并没有因为她是农村户
口而瞧不起她。 但最终， 男孩
招工走了。 香姐说她从来没有
恨过那个男孩。 但这是香姐不
愿提及的往事。 是读上文的
《喝火令》 得到“线索” 向她
“发掘” 到的。 相信知道这背
后的故事再重读这首词， 读到
“莫再误倾城” 时， 你的一声
喟叹一定不会比我轻。

异域寻情又若何？ 高墙几
度泪痕多。

炎凉拟兑忘情水， 解缆扬
帆踏碧波。

———《寻夫感想》

那以后她再也不和城里的
男孩交往。 她发誓要找一个愿
意在农村陪她一辈子的人！ 香
姐说她以为她找到了， 她称他
为“孩子们的爸爸”。

那时他真穷啊！ 穷到“我
全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 ” ，
“洞房之夜是用两块门板加两
条凳子当婚床”！ 问香姐当年
为何要冒和家人决裂的风险嫁
给他， 香姐说： “他那时是个
好人。”

1990年代中期， 为了摆脱

贫穷， 已经有了一儿一女的她， 东
拼西凑借了8000元钱给丈夫做路
费， 让他和同乡一起去缅甸淘金挣
钱。

丈夫一去不复返， 音信越来越
少。 她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着家。 3
年后饱受思念折磨的香姐放下一
切， 踏上了山高水长的寻夫之路。
万没想到， 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的曾
认为可以托付终身的“好人”， 却
是一个早已背叛了感情的男人， 她
只觉得天旋地转……

她在缅甸一呆就是7年， 靠一
条借来的淘金船维持生计。 她无比
需要藏在河沙里的金子， 因为她要
还清欠蛇头的债务， 还清那个男人
的家人在当地所欠的债务； 她还要
积攒路费， 希望能早日回家， 一双
儿女在家望眼欲穿地等着她。

她曾四次被缅甸移民局逮捕，
关进高墙； 她曾掉进湍急的伊洛瓦
底江里3个小时， 却奇迹般生还，
要知道， 她有3个老乡穿着救生衣
都葬身江中了； 她曾因迷路而误入
反政府武装营地， 差点被逼为压寨
夫人。 至于被恐吓、 威胁、 欺负乃
至被抢劫， 次数都多到记不清了。
万幸的是， 最后一年黄金市场价格
转好， 加上当地一位军官的同情和
关照， 她得以还清欠债， 领到缅甸
华侨证终于归国。

悲惨的事还没有结束。 7年在
异国他乡出生入死， 香姐总算攒到
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已不
谙“国情” 的香姐倾其所有从别人
手里盘下一家小招待所， 4个月后
就在各路歹人的“围剿” 之下不得
已忍痛“割肉”， 所剩几乎不值一
个零头。 香姐说那些日子她几乎快
疯了， 她没告诉任何人， 一头撞进
了上海。

几度依栏照竹枝， 温馨地铁伴
诗痴。

吟哦不见惊人句， 自赏尚能供
解颐。

———《地铁月嫂》

在上海， 一切归零， 她“从头
再来”， 摆过地摊， 在夜市开过小
吃摊， 干过家政， 在宾馆当过服务
员， 走投无路之际还做过半天“灰
色” 生意———倒卖发票， 第一个
“客户” 是便衣警察。

香姐说， 是她内心从未泯灭的
情感———爱， 让她找到了方向。 她
极其疼爱自己的一双儿女， 不仅如
此， 别人家的“嫩毛毛” （婴儿），
只要她看见， 心里就喜欢， 就想抱
在怀里逗上一番———仿佛她和婴儿
之间本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香姐原本以为， 自己养大了两
个孩子， 做一名“月嫂” 肯定不
难。 不料， 第一次去应聘就被拒绝

了， 因为没有母婴护理的相关知
识； 第二次面试被拒绝， 因为她的
双手不够细嫩。 好不容易两关都过
了， 还需要取得职业资格证。 为此
香姐几乎脱了一层皮。 诚心感动上
天， 考试结果出乎意料地好———年
近50的她， 在上百考生中名列第
三！

至此， 香姐的命运才现出些许
暖色调， 诗歌也正是在这时候走进
了她的心间。 问香姐， 在缅甸掉进
伊洛瓦底江3个小时怎么生还的，
她没说具体过程， 只是说， “也许
是红尘中的那一缘分还拖着我， 那
就是诗缘”。

香姐经常在护理婴儿时哼儿歌，
既逗宝宝， 自己也从中得到不少乐
趣。 渐渐地，她开始对古典诗词产生
兴趣。 2009年她写下第一首诗《读高
尔基〈海燕〉有感》；2012年，家乡的
《龙标诗联》发表了她的第一首诗。

香姐学诗非常痴迷与虔诚。“给
自己规定，每天晚上喂好婴儿后看一
首唐诗，白天就背熟这首。 花一年的
时间学完了《唐诗三百首》。 ”“用小纸
画上横横竖竖（词谱）带在身上，想好
一句，就用手机记一句，初成的诗词
利用上厕所的时间发给诗友请教。 ”
（引自香姐所写《我是怎么学写诗词
的》一文）香姐曾因在地铁上沉于吟
诗“过家门而不入”，有诗句“几度依
栏照竹枝，温馨地铁伴诗痴。 吟哦不
见惊人句，自赏尚能供鲜颐”……

已许摇篮百子牵， 何妨妆镜减
华年。

他年雏燕蓝天试， 一卷风光绘
锦篇。

———《携 吴 博 晏 吴 丞 晏 哥 俩
过满月桥》

对香姐来说， 新生儿和诗歌都
是她的艺术品， 都是她用心血浇
灌、 用生命养护出来的。 她的倾心
与精心换来了回报。 2012年， 香姐
在香港带孩子， 某诗社寄来发表有
她诗作的诗刊。 小宝宝的姐姐得知
后， 对十几个同学大声说： “看，
这就是我家会写诗的阿姨！” 女雇
主也大为赞赏， 要孩子改叫香姐
“大妈妈”。 香姐用自己的智慧和汗
水， 赢得了雇主们的尊重， 营造了
一种新型的和谐主佣关系。

苦心人， 天不负。 如今， 命运
之神已经开始对香姐微笑， 她是上
海雯虹月嫂服务公司的“明星月
嫂”， 编号是007！ 她凭借精湛的技
艺和优质的服务， 更重要的是以百
分百地付出爱心， 令香港、 东京等
地的客户慕名邀她前往。 在诗词写
作上她也渐入佳境， 诗歌梦想生出
了翅膀， 她已在网络和纸刊发表古
典诗词数百首， 有学术机构还准备
举办香姐诗词研讨会呢！

张富泉

不去株洲， 往往以州为洲； 见了株洲便情有独钟， 方知
“山水洲城” 之真美也！

高山景行， 让山的魂灵陶冶精神
株洲的山独领风骚。 方圆1.2万平方公里， 山就占了半壁。

这里的山虽不像张家界奇险无比， 却浸润在渊远的文化源流
中。

横亘于湘东赣南的山峰自攸县急剧隆起， 一路抬升至茶陵
而炎陵， 最高峰炎陵境内的斗笠顶巍峨挺拔， 雄踞一方。 灵龟
峰、 灵龟寺， 奇峰古刹， 八百年来钟鼓常鸣， 青烟不绝； 唐天
宝年间所建阳升观遮隐在古木之间， 飞檐走斗， 鸟兽花草， 有
巧夺天工之绝美； 宝宁禅寺十八大景观， 造化之功融工匠技
艺， 人与自然浑然一体， 令人叹为观止！

自攸县南行茶陵至炎陵， 乃井冈山红色文化中心区。 这里
处罗霄山脉中段， 峰峦如聚， 气势如虹， 既是红色文化源流
地， 又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史载炎帝死后， 葬于“长沙茶乡之
尾”， 即现炎陵县城西鹿原陂， 历朝历代祭祀、 修葺不断， 新
中国成立后就有3次修葺。

因炎帝神农氏发现了茶， “千年国饮， 始于茶陵”； 汉高
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即以茶名之。 茶陵自古以来便“农
勤于耕、 士勤于学”， 历来兴办的书院达38所， 科举以降中进
士者127人， 均居湖湘各州县之首。 文学史上“茶陵诗派” 独
树一帜； 刘三吾、 李东阳、 张治、 彭维新四位茶陵人， 并称为
明清“四学士”， 有“四相文章冠两朝” 之说。 茶陵云阳山的
佛道圣地、 东阳湖等景观亦闻名遐迩， 保存完好的南宋古城
墙、 南浦铁犀， 是难得一见的文化遗迹。 茶陵更是红色政权的
摇篮， 毛泽东当年缔造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就诞生于此， 其旧址展出的史料和实物弥足珍贵。

瞻仰井冈山根据地， 拜谒始祖陵寝， 陶冶精神自然也会领
略山水之趣。 炎帝陵风景观赏区炎陵十景堪称天下一绝； 神农
谷岩高谷深， 壁立千仞， 水帘悬瀑， 树绕藤攀， 古木森森， 花
草繁茂， 溢香盈谷。 相传此乃神农氏尝百草采药之所， 现为游
客观瞻休闲养生之最佳处……

攸县、 茶陵、 炎陵的山水文化， 远不止于山的壮美与雄
阔， 尤令人景仰的是在那山的魂灵里， 存留着先人的气息， 也
浸染着先烈的鲜血； 深藏着远古的呼唤， 也回响着复兴的呐
喊。 来这里， 看山！ 寻根谒祖， 高山景行， 饱览始祖文化和红
色文化的大餐！

山水交融， 化为醴陵陶瓷之美
山绕水环， 株洲的品质在于山， 其水也魅力四射。 据考

证， 株洲地名源出于槠洲， “槠” 通“渚”， 意即小块陆地在
水之泱； “洲” 则是湘人称谓中的湘水岸畔。 可以想见， 株洲
这渚水之洲， 水之泱泱， 洲之湟湟， 山水交融， 其乐也融融。

顺湘江支流渌水往东， 即可进入株洲的千年古邑“中国瓷
都” 醴陵。 这里的山水洲城之美， 活脱是株洲的浓缩版。 渌江
书院俯瞰醴陵城阁， 左家洲和状元洲静卧江心， 宛如渌江伸出
双翼拥抱这“瓷城”。 醴陵陶瓷历史悠久， 原以制作青花粗瓷
为主， 直至20世纪初熊希龄设官立瓷业学堂， 培养画工并研
制出多种釉下颜料， 使醴陵瓷器“白如玉、 明如镜、 薄如纸、
声如磬”， 画工精美， 声名远扬， 走向世界。 不少人家世代为
瓷、 终身为瓷， 即使堪称一流的艺术家， 在这里也只是寻常不
过的画匠。 寻常之中自然会孕育出不寻常来， 醴陵艺术瓷从日
用瓷中应运而生。 1915年， 醴陵窑制作的扁豆双禽瓶参加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荣获金奖。
新中国成立以来， 醴陵窑精制的国家用瓷如中南海用瓷、 人民
大会堂用瓷， 包括毛瓷、 历届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政要的礼
品瓷等， 如今不少被作为艺术品珍藏。 市中心新建成的世界陶
瓷艺术城有展示历朝历代醴陵陶瓷珍品的博物馆， 该建筑群以
陶瓷花瓶等为造型， 表现出极富童话色彩的想象与奇异。

湘水之湾， 凤凰涅槃更加美艳动人
绵远的湘江摇曳着婀娜多姿的身影， 把最美的弯湾留给了

株洲。 从地图上看， 湘江环绕株洲城的弯湾儿， 像极了年轻妈
妈丰硕的乳房， 乳头用饱满的乳汁滋养着河东一派繁华， 丰乳
则孕育出河西的兴旺与发达。 人类的财富和美妙往往深藏于城
市港湾之中， 即所谓“湾区经济”。 株洲城的湘水之湾正在打
造新的“中国动力谷”。 株洲系京广线、 浙赣线和湘黔线交会
的铁路枢纽， 如今是高铁、 高速公路的新枢纽。 首批建设的八
大工业城市就有赫赫有名的株洲。 国家“一五” 时期启动156
个重点项目， 株洲就有南方动力、 株硬、 株冶、 株化、 车辆厂
和电力机车厂等20个项目。 沧海桑田， 昔日工业化摇篮的株
洲经过清水塘搬迁的洗礼而凤凰涅槃， 更加美艳动人， 充满新
的生机与活力。 株洲的轨道交通引领“一带一路” 疾驰， 正奔
向中国速度的新时代； 当年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的南
方动力， 也已历经蝉蜕、 磨砺， 正蝶化为中国通用航空发动机
产业城； 株洲新能源汽车城、 硬质合金城和醴陵陶瓷城等高品
质产业， 也立足于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展新理
念， 日益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新高度， 传统产业创新创意的新
飞升……

在株洲， 远古与现代交汇， 南北与东西融合， 造就了文化
上的创新、 包容和进取。 株洲人像山一般坚韧， 水一般豁达。
株洲人有底气： 十几年来， 在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综合排名
中， 株洲稳居第一。 株洲人自知也自信。 主动对接长株潭， 株
洲市要的是差异发展、 互利互惠、 共创品牌、 共享设施。 株洲
要争创一流、 稳居一流、 超越一流。

精品株洲、 精致株洲、 精细株洲———这， 就是品质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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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姐对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