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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
是故乡的呼吸
肖念涛

炊烟是一尾响鞭
抽痛了老实巴交的天空
天空放出太阳
太阳是一顶鹅黄色的草帽
犁田的父亲的汗水将它镀得金黄

炊烟是一根麻绳
将瓦片的梦想捆了又捆
却遭到城市
退货

炊烟是一条河流
河流衰老得带不动
港湾的
吻

炊烟是眺望的高粱
笔直的身子
耷拉着脑袋
沉思的根须
被土地攥紧

炊烟是留守儿童的呼吸
呼吸尽头的月亮
是一匹红马驹
嘚嘚声敲醒了
云朵的木门槛

谭谈

深秋的那个下午， 我来到青山里
时， 稻海正翻起金色的波浪， 鸡鸟正
唱着欢快的歌儿， 山林也摇曳着身子
跳着最优美的舞姿。 宽阔洁净的马
路， 一排排或二层或三层或四层的漂
亮楼房， 宽敞而又设施完备的“青山
里文艺广场” ……眼前的一切让我惊
奇。 更让我欣喜的是， 村里百姓脸上
真诚而幸福的笑容， 像山上的橘子一
样甜。

青山里因为青山而得名， 她所在
的村原来叫青名村， 现在已经和同心
村合并成石珠岭村。 石珠岭村是我家
乡涟源市七星街镇下辖的一个行政
村， 虽然这一带矿产资源丰富， 自然
地理环境优越， 但在我的印象中， 青
山里一直地处偏僻， 交通落后， 并无
特别之处。 然而， 青山里随着时代在
变迁， 而我的记忆还是那么久远。 经
历了春天的播种， 夏天的耕耘， 青山
里开始了秋天的收获。

夏望东便是青山里变化的见证者
之一。 五十出头的望东刚从北京回
来， 他在北京大兴开了家公司， 效益
也不错，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 故乡在
他心中越来越浓。 只要有空， 他就往
故乡跑， 看老母亲， 看故乡日新月异
的变化。 和望东行走在青山里， 望东
手舞足蹈的样子告诉我， 他对故乡变
化的惊奇， 他对故乡变化的豪情。 望
东告诉我， 近年来， 青山里一带的变
化， 自然离不开国家好的政策， 离不
开老百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但也
离不开一些爱心人士对青山里的关
心， 特别是从青山里走出的夏金辉。

夏金辉我熟， 或许因为老乡的缘
故。 记不起是哪年认识的， 只感觉他
是我的老朋友了。 金辉个子不高， 但
十分精干， 是个有情怀有思想的人。
望东说， 他与金辉年岁相当， 是小时
候一起靠屁股长大的伙伴， 后来金辉
去当兵， 还上过战场， 从部队转业后
工作在省直单位， 干得有声有色。 虽
然金辉一直在外当兵和工作， 但有着
极其浓厚的家乡情结。 对于他来说，
家乡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甚至是
每一块石头， 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感。 与其他人一样， 随着年岁的增

长， 他对家乡的牵挂越深， 在时常感
念父老乡亲的同时， 也更希望通过自
己的微薄力量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
作些贡献。 于是从2008年开始， 金辉
就开始发动青山里的能人和走出去的
有识之士， 关注家乡建设， 并从治理
青山里的山塘开始……

我倒觉得金辉更是一个美丽乡村
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虽然以前的
青山里地处偏僻， 交通落后， 但因为
百姓的勤劳， 以及地理位置的逐渐凸
显， 这里并不算贫困村， 当然也算不
上很富有。 走出贫困后， 山村该如何
发展？ 该如何真正过上幸福的小康生
活？ 金辉觉得， 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让
老百姓精神上富有起来。

村里的现实证实了金辉的判断。
望东告诉我说， 以前青山里人心涣
散， 因为一家的鸡吃了另一家的菜，
就会骂娘打架， 闹得不可开交。 青山
上也是阴森森的， 晚上更是一团漆
黑， 谁也不敢出来， 村民哪有娱乐活
动。 当时青山里青壮年出去打工， 大
多挣不了高工资。 为什么？ 没文化，
也没技术， 干不好， 也干不长。 为
此， 金辉开始琢磨起来。 思来想去，
他决定动员身边的好友， 组织乡亲邻
里， 共同建设一个属于青山里的文艺
广场， 不仅仅是青山里的广场， 而是
青山里里里外外人的广场。 虽然有个
别村民思想认识不到位持反对意见，
但金辉的想法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村
民， 特别是一些爱心人士的大力支
持， 有支持经费的， 有支持物资的，
有支持人力的， 还有精神鼓励的。 金
辉觉得， 不光要有文艺广场， 营造良
好的文化氛围， 还要解决农民的就业
问题， 他又决定在广场边上建农民工
创业培训中心。 金辉想通过文艺广场
引导农民的文化和文化生活的走向，
不仅要让他们富起来， 更要让他们乐
起来！

一番精心筹备后， 2015年8月，
青山里农民工创业培训中心暨文艺广
场开工， 一年零四个月后竣工。 这其
中有艰辛， 也有矛盾， 但更多的是村
民和爱心人士的热情与汗水。 步入文
艺广场，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普希金
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赵朴初的
《宽心谣》 ……文化墙上既提醒村民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要留好
样与儿孙”， 也提示青少年“少年不
经勤学苦， 老来方悔读书迟”， 这些
是书法名家专为青山里文艺广场书写
并刻上墙的。 文化广场， 植入了文
化， 显示了文化， 体现了文化。 还有
农民工创业培训中心、 图书阅览室、
健身娱乐区、 戏台游览区等区域……
如果在城市， 这些不足为奇， 但在远
离城市的山村， 就显得尤为珍贵了。
我想， 文艺广场的竣工开放， 无疑传
递了家乡新农村建设的精神之美与形
象之美， 寄托了无数爱心人士的美好
情怀和殷切希望， 必将引领青山里及
附近的村民， 走进一个魅力乡村的人
文深处， 去感知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
脉动。 望东欣喜地告诉我说， 文艺广
场的开放， 道路亮化后， 青山里人心
齐了， 能量正了， 哪家有什么事， 村
上有什么事， 只要一声喊， 都义务帮
助， 出钱出力， 拧成一股绳了。 山上
山下， 现在白天晚上都有人去了， 散
步的， 健身的， 唱歌的， 跳舞的， 热
热闹闹。 外出打工的青壮年， 不仅方
便了， 也更自信了， 攒的钱也更多
了。

我想， 展现在我眼前的， 应该就
是金辉所追求的美丽乡村吧！

但金辉还有更大的打算。 望东把
我拉到青山里前边的水库边说， 金辉
已经开始与大家商量了， 想让青山里
有青山绿水， 给子孙后代留下真正的
金山银山。 我有点疑惑， 如何留？ 望
东先是指着不远处的青山笑着说， 把
后面的青山保护好， 也建设好， 建成
公园， 让青山不改。 接着望东又指着
跟前的水库说， 这是石珠岭水库， 我
们要把水库周边环境治理好， 把淤泥
清干， 再在周边修一条环形林荫道，
让绿水长流。

我与望东漫步在青山里时， 实际
上金辉也从省城长沙回到了青山里。
只是他太忙， 忙着与村干部商量村里
的发展之事， 没时间与我交流。

明年， 或者后年大后年的秋天，
青山里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望着青山， 我遐想着。

其实，
你也知道
罗央其

有些事情累了、 倦了， 想说却不
说， 不想说也不必说， 说了也白说。
其实， 你也知道。

你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重， 这个世
界少了谁都一样继续； 你也不必把自
己看得太轻，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你自
己。 你是唯一， 你也是芸芸众生； 你
是自己的主宰， 你是沧海一粟。 其实
这些， 你也知道。

因为如此知道， 所以你开始不必
担心失去任何东西， 你不必坚持， 你
不必执着， 你不必去追逐梦想， 你不
必怀揣渴望。

你不必去大城市， 那里有太多的
梦想在破碎； 你不必逃离小县城， 那
里有你心中的牵挂； 你不必去大公
司， 你想逃离的种种在那里同样都
有； 你不必去大机关， 你厌恶的人情
世故在那里层出不穷。 其实， 你也知
道。

你不必承担所有责任， 因为责任
越大， 付出越大； 你不必背负那么
多， 背负越多的人往往越累； 你不必
买大房子， 因为你只需住着； 你不必
买好车， 因为你只为了出行。 其实，
你也知道。

你不必改变自己， 因为你宠溺自
己； 你不必相信一万小时定律， 因为
你觉得才华可以一蹴而就； 你不必读
成功学， 不必成为第二个谁谁谁， 因
为你安于现状。 其实， 你也知道。

你不必总是笑， 你不必每个朋友
都祝福， 你不必太在乎他人， 你不必
太关注社会， 你不必接触时代， 因为
你认为你不必。 其实， 你也知道。

你不必追求传说中的彼岸， 你不
必渴望到达远方， 每一个你想抵达的
地方， 都有人和你一样想逃离； 你不
必羡慕别人的生活， 因为你没有前
行； 你不必炫耀你自己的平凡， 你的
平凡可能是别人眼里的平庸。 其实，
你也知道。

你不必自我疗养， 因为你不曾踏
过泥泞； 你不必畏惧远方的艰难， 因
为你不必出发； 你不必在十二点， 在
正午的太阳下懊恼起床， 感叹清晨的
匆匆离去； 你不必在晚上十点， 回想
自己一天无所事事。 其实， 你也知
道。

其实你也知道， 你不必去努力，
不必去尝试一切， 不必去竭尽所能，
因为你不必成功！

徐亚平

喊开她就开了！ 木芙蓉！
独立寒秋！
此番花开，立冬前夕。 天地之间，仿佛有

朗读者吟唱起白居易的新闻特写：“晚凉思欠
两三杯，召得江头酒烙来。 莫怕秋无伴醉物，
水莲花尽木莲开。 ”

� 1
� � � �文人们礼赞岁寒之花，多捧菊和梅。纵使
吟过木芙蓉，幅度力度都不蛮大。

我比较喜欢范成大的新闻速写：“冰明玉
润天然色，凄凉拼作西风客。 ”也喜欢苏轼的
新闻述评：“唤作拒霜知未称， 细思却是最宜
霜。”两种新闻，一个意思：礼赞木芙蓉花不怕
寒霜、傲然怒放的风骨与精神。

只有柳宗元看木芙蓉颇为另类： 她是那
么美丽而孤独，饱受风霜欺凌。于是生出同情
来，便移栽于住所旁。 柳记者写花，把自个儿
写进去了，他之怜花，亦即自怜也。

早晨开时，木芙蓉是白色或浅红色的，中
午至下午开放时就呈深红了。不知从何时起，
木芙蓉会川剧的变脸了，一日有三，故名“三
变花”“三醉芙蓉”“弄色芙蓉”。

木芙蓉为啥多变呢？这不能怪她。你知道
的，秋光不强，光照强度不同，自然要引发花
瓣内花青素浓度的变化呗。

�2
� � � �随便守一株木芙蓉细看，你会发现，总有
一个枝头，会举起一朵银白色、一朵粉红色。
难怪木芙蓉又叫“鸳鸯芙蓉”。通俗点说，木芙
蓉会生双胞胎、龙凤胎。

有花跌落人行道上，顿觉她可怜，轻手拾
起。 以免被上学的孩子们踩着。

孩子问，这是什么花？
木芙蓉。其花或白或粉或赤，皎若芙蓉出

水，艳似菡萏展瓣，故名“芙蓉花”；又因其生
于陆地，为木本植物，故称“木芙蓉”；此花晚
秋始开，霜侵露凌却风姿绰约，因而又叫“拒
霜花”。

木芙蓉，是纯粹的国货，江南遍地都有。
早自唐代开始，湖南湘江一带便广植木芙蓉。
晚唐诗人谭用之赋诗曰：“秋风万里芙蓉国。”
从此，潇湘大地便享有了“芙蓉国”的雅称。

�3
� � � �孩子又问，木芙蓉有什么用呢？

还真的有大用处。
不用说，木芙蓉花自然是好看的。她是落

叶灌木，花于枝端叶腋间单生。 花大而色丽，
中国自古以来多在庭院栽植，可孤植、丛植于
路旁、墙边、厅前。 王维大记者写的新闻特写
说：“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 ”就是这个意
思。

木芙蓉特别宜于配植水滨， 开花时波光
花影，相映益妍，分外妖娆，所以《长物志》云：

“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故有“照水芙蓉”
之说。

�4
� � �木芙蓉不只是好看。 还好吃。

木芙蓉花可烧汤食，软滑爽口；与粳米一
道可煮“芙蓉花粥”；与鸡肉一道可制成芙蓉
花鸡片。

木芙蓉茎皮含纤维，柔韧耐水，可供纺布、
制绳，也可造纸。

古人还用木芙蓉鲜花捣汁为浆， 染丝作
帐，那就是“芙蓉帐”。

木芙蓉，绝对的上乘中药。 花、叶均可入
药，有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凉血止血之效。能
治病救人，木芙蓉乃善者仁者也！

�5
� � � �木芙蓉是一位环保卫士。 小枝、叶片、叶
柄、花萼均密被星状毛和短柔毛，能有效吸
附大气中飘浮的固体颗粒物。 所以，她是
工厂周边环境绿化净化的理想树种。 她
还有着盘根错节的根系，有助于边坡稳
定性的增强。

所以，在净化大气、固土护坡上，木
芙蓉是一把好手！

木芙蓉也是方志敏， 日子过的是清
贫、洁白而朴素。 生活要求不高，土地瘠

薄，微笑领受。
要是你有一个庭院，不砌砖墙，就以木芙

蓉为篱，那自会是多姿多彩的花篱。

梦圆2020征文

青山里之秋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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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跃东

我是一个容易忧郁的人，无缘无故
的， 就跟手风琴飘出的低沉声音一样。
我知道不利身心，可是驱除不掉，一沉
郁起来，就想起手风琴的旋律。

多年前，我去采访一位军嫂。 我有
些顾虑，自己都未成婚，哪会应对这样
的一种人情场面。 谁知一见面，她一脸
灿烂的笑容， 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名
叫杨爱白，回族人。

那时她在一个社区做家政，我去时
她正在与大家排演一场娱乐活动。她抱
着一只手风琴，侧着身子，向我们演奏
了一曲旋律激昂的前苏联军旅歌曲《喀
秋莎》。 她抱琴的样子很投入， 面若无
人，眼神凝滞，偶尔她会转个身，好像是
跟一个人在忘情地舞蹈。

我也懂些手风琴，《喀秋莎》这首歌
节奏明快，指法力度把握不好，容易直
露，虽然高亢，但无法表现一个奔赴战
场的姑娘的微妙情思。她弹出的旋律简
捷流畅，强弱有致，婉转灵动，音色已至
炉火纯青。这哪里是一双底层家政工的
手？ 百炼钢化绕指柔，她把生活苦难化
解在一双手指上了。

她性格开朗，后来又跟她接触了几
次，我向她提出学手风琴。 我喜欢抱着
手风琴的那种近乎孤独情态，站着或者

斜靠着，一低头拥着琴，情
感就到位了， 心音一泻而
出。

每个周末， 我带着琴
去她家， 她先教我弹前苏
联军队歌曲《小路》，这首
歌委婉缓慢，上手较快，也
容易出感情：“一条小路曲
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
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
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
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
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

爱人上战场； 纷纷雪花掩盖
了他的足迹， 没有脚步也听不到
歌声，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

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她先弹了两
遍，一边唱一边弹奏，虽然吟唱的是一
条小路，而音色透散十分宽广，眼前犹
如一片银色的原野，她成了歌里的她。

那时我穿着军装， 虽然打过枪，但
并未真正理解战争，我的工作是拿笔写
字，笔是直的，弹出的音也是直直的。她
对我说：“弹手风琴是跟一个人轻轻说
话， 你要将怀里的琴看作是一个人，心
上人要去前线战斗了， 你在小路上眺
望，你想跟着他一起去，怎么把这个想
法告诉他，你先要悟一悟。 ”

我低头悟了一阵，没有产生那种感
觉。她又说，你就看着我，我就是那个沿
着小路寻找爱人的姑娘，此刻是一种什
么样的情态和神采。说完便转身漫步过
去，轻声吟着歌曲的过门，她一只手放
在胸前， 一只手做着遮光望远的样子。
我望着她， 她眼睛里是一片银色的原
野。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试了试，满脑里
是她深黑的眸子， 好像有了一点感觉，
可是手法跟不上，屡屡出错。她说，你这
是抓笔的手，松不开，你还没恋爱吧。我
点点头。 她又说，最好恋爱成家以后再
学手风琴，感觉要好一些。

我放下了手风琴，问她怎么感觉那
么到位。 她接过琴抱在怀里，从容地聊

起这个幸福家庭的不幸———
她的丈夫离开她十多年了，曾奔赴

老山前线参战，心灵手巧，用炮弹壳做
了一块“望星空”的雕刻和两只和平鸽
给她，两人婚后，有一个女儿。丈夫在前
线误饮了敌人放有毒素的山泉，因肝脏
坏死去世，被评为烈士，孩子有一份抚
恤金，但还要赡养老人。 她担心让孩子
受委屈，多年来不愿重组家庭。 她把房
子租赁出去，在社区供水机房的顶上搭
了一个简易棚，自己买来材料，装水管、
刷油漆、布电线，母女俩住了多年。后来
她开过照相馆、出租车、摩的，蹬三轮车
拉货、摆小摊。去年，她应聘到西安莲湖
区第一社区，做家政工，月薪只有三百
多元，却付诸了满腔的热情。 她毕业于
西北民族艺术学院，会拉手风琴，劳累
后回家，常抱琴弹奏，社区里经常听得
到她弹琴的声音……

我半途而废， 再不学手风琴了，后
来成了家，但对手风琴没有了兴趣。 琴
放在墙角多年了，很少抱起，似乎缺少
什么。

我不弹手风琴， 但我喜欢听别人
弹，在公园的老树下、墙角边，常看到一
些人深情地弹奏， 我会远远地驻足倾
听，有时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 他们中
大多是上了岁数的人， 佝偻着身子，我
只能看到一个侧面，当然不能站到别人
前方去观望，那样会影响人家的
情思， 他抱着的是一个人
啊！

弹手风琴需要经
历， 我也并非没有
过， 我是对那份苦
难化不开。 苦难是
美好的起源，但需
要消磨陈化，文学
艺术的都是这样，
有阅历、 有素养，不
一定有艺术水准，还
要看是否能消化。 而我
一头青嫩，所以我就成不了
一个手风琴手。

手风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