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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世民

清晨， 一阵清脆悦耳的铃声响起， 恍惚间我抓起手
机。您好，我是李中坚的女儿，我父亲说昨天你们去看他，
他特别高兴，要我打电话感谢一下你们。

声音清脆、温馨，且很有礼貌。
我们头一天上门拜访了李中坚老人， 第二天他就交

待女儿打电话来感谢，这种情况我可还是头一回碰到。
在文章中我暂且叫李中坚老人为老李吧！ 他在村里

可算得上是名人啦。会写写画画，能弹琴吹唱，70多岁了，
与人为善，平易近人，口碑甚佳。

前一段时间平江县文联准备组织文化下乡， 同帮扶
的加义镇横江村搞联谊活动。 村上干部掰着手指算了一
下：腰鼓队，舞蹈队，这些节目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搬出来
的，还能否有别的才艺可展示……想来想去，大家想起了
四房组的老李。

我是文联派驻的驻村干部， 听说村里有这么好才艺
的老人，自然要去拜访。我同扶贫工作队长谢爱林到了四
房组，听他老婆说：老李血压高到县城住院去了。

老李住的是土坯房， 从外观上看像是四合院的建筑
模式，仰望着灰灰的瓦，抚摸着斑驳的墙，感觉它既古老
又富有一番独特风韵。

后来我又去过四房组几次，老李高血压没降下来，一
直在医院住院治疗。

虽然没能见到老李， 但从村里人口中听说了老李不
少事。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三湾组组长徐春和，听说我们去
老李那里。 他连连地说，老李是个好人，是一个充满正能
量的人。三湾组修路，老李经常拿着笛子在工地上为大伙

吹上一段。 用老李自己的话说，现在老了，体力上帮不上
忙， 能吹上一曲给大家鼓劲加油、 乐呵乐呵也挺有意思
的。村里没聘请卫生保洁员的时候，在四房组的那一段路
面上经常看到老李一把铁锹，一个扫把，一张簸箕把路面
弄得干干净净。省新闻出版局扶贫组来了，岳阳市委扶贫
工作队来了，修桥修路、扶贫帮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
的事记在心上，写在纸上，变成诗歌、文稿去赞扬，去传
播。

听他女儿说： 老李10年前得了脑血栓， 醒过来的时
候，连自己姓什么都搞不清楚了的。 这几年在家，他自娱
自乐，吹吹笛子，写写字，看看书，记忆慢慢恢复了。 不听
她女儿说， 还真不敢相信在我们面前谈笑风生的老李犯
过这么重的病。

从表面上看， 老李家的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其他人
家。 老李吃的、住的、用的，看上去都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其实，老李家子女个个都有出息。 大儿子是公司副总裁，
小儿子是部队副团职干部，女儿在县城成家立业。他两口
子习惯了老家的生活，不愿随子女进城生活。

我想，要是我换成老李，我也会选择村里的生活，开
门所见的就是青山绿水，小溪潺潺，鸟儿歌唱……在这美
丽的风光里生活，练练字，吹吹笛，拉拉二胡，心无烦恼，
像置身于仙境，这种日子谁不喜欢！

那几次没有见到老李，一直心有不甘。前几天我再次
同队长谢爱林前去老李家探望。这一次，我总算是见到老
李了：中等身材，体型微胖，身着暗花棉绸衣服，脚上穿着
一双拖鞋，正准备出门劳动，见我们去了，折转身进屋陪
我们唠嗑。 听说我是文联的，老李像是遇到了知音，一边
拉着我们的手往屋里迎，一面交待老婆做饭招待我们，见

我们执意不肯吃饭，又要老婆煮粽子招待我们。
一进屋里，老李就把他以前写的一些诗歌、游记和一

些赞美扶贫工作队的文章搬了出来。 说哪篇是得到省出
版社领导高度赞扬的； 哪篇是市委扶贫工作队陈勇队长
拿去给他发表了的。 客厅的墙壁上张贴着他同扶贫工作
队的合影和儿女们的照片。

在客厅里坐了一会，他说带我们去他的房间看看。他
的房间布置特别简单，甚至显得破旧：一张床，一台电视，
几把椅子，桌上放着二胡和笛子。最醒目的是几张破门竖
在电视旁边， 上面用粉笔工工整整抄着歌词和曲子：《二
泉映月》《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字体严谨美观，完全符
合老李的性格。

老李即兴为我们吹了笛子，拉了二胡。扶贫工作队谢
爱林队长是文艺兵出身，弹琴吹唱都能来几下。他拿起老
李的笛子吹起《二泉映月》，老李赶紧拿起二胡跟了上来。
二胡、笛声声声相错，声音清澈、悦耳，嘹亮，宛如溪水潺
潺流淌。

老李说他上初中的时候就会吹口琴、笛子，做农活的
时候，忙里偷闲，吹吹就觉得干活精神多了。去年，他听
说学拉二胡不难，又买了一把二胡开始学，真是所谓
60岁学吹鼓手。 他今年71岁，二胡已经拉得有模有样
了。

随后老李又兴致冲冲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门上文
化”。 在他厨屋柜门上写着：“宽容是幸福，给予是沟通”；
侧屋门上写着“拨开迷雾，驱散乌云，前途是光明的”……
他说做人就要舍得，给予，不能光顾着自己。

我们走的时候，老李送出老远老远，一直乐呵呵的，
像一朵露着笑靥的花儿……

皮鞋与草鞋
金中平

婚姻就像穿鞋， 舒不舒服， 脚知道。
但如果鞋穿着不舒服， 难道就把鞋换了

吗？ 不能， 除非要付出断脚的代价， 但显然穿
什么样的鞋， 都不会危及脚的安全。

小时候家里穷， 上山砍柴得穿草鞋， 草鞋
给了脚最大的自由， 放开脚丫满世界地跑， 不
论天晴还是下雨， 基本不会摔跤。 但草鞋有一
个致命的毛病， 就算用布条和棕绳打的， 寿命
也不会超过半个月。 再一个是去有竹签子的地
方劳动， 要时刻保持十二分的小心， 弄不好脚
板就被穿透， 一时半会好不起来。

自由是相对的， 非常渴望有一双解放牌黄
跑鞋， 穿起来舒适安全便捷。 这个自然会有，
但人心不会满足， 穿上皮鞋才是大家最终的心
愿。

今天穿了一天皮鞋， 感觉里面潮湿， 痒痒
的极不舒服。 晚上又换了一双， 但我并不舍
得、 也没有能力把前面穿过的那双皮鞋丢掉，
一双鞋子要几百元， 再不合适也要穿下去。

其实我最讨厌的是皮鞋， 从卫生角度讲，
从新鞋到旧鞋， 从旧鞋到破鞋， 一年除了外面
打几次油， 谁洗过一次皮鞋？ 天长日久， 细菌
和脚气在所难免， 不危及身体健康才怪。

我最喜欢穿布鞋和运动鞋， 脏了可以洗，
穿着人清爽， 但许多场合， 我不能那样不合
群， 不能因为自己的舒适而影响公众形象， 只
能死要面子活受罪。

草鞋最舒畅， 但伤脚； 黄跑鞋太土， 见不
了世面； 皮鞋太脏， 但风光； 布鞋和运动鞋虽
好， 但也不可能天天穿。 最主要的原因， 是脚
没有选择鞋的权力， 人也没有选择社会的权
力， 唯有将就， 才能长久。

鞋子， 折射着人生诸多的无奈抉择。

邓星照

拳头
风大时弯成了弓腰
风小了又慢慢挺直
背山崖上的松树
把风撂在了一边

晨光里
松树像一只紧攥的拳头

我羞愧难当
我常被一些貌似强大的东西
撂在一边

羡慕
我羡慕风
不是因为它能裹挟平原
不是因为它能钻过门缝
不是因为它能摧枯拉朽
不是因为它能悄唱低吟

我羡慕风
是它把蒲公英送到四面八方
在没下雪的日子
大地也被白色覆盖

那是我喜欢的纯洁

疼痛
把天空擦拭干净
留下太阳

把大地打扫干净
留下村庄

该开花的开花
该败落的败落
留下泥土 爱
和疼痛

火光终不敌时光
谁举着太阳月亮
举着满天星空
奔向无垠

谁家窗纸泛黄
灶膛里灰冷烟飞
火光终不敌时光

回眸是我青青的故乡
手指处又要落幕
要恩爱
趁早

柏依朴

又是一个激情似火的高考时节， 高考已经进入紧张有
序的录取阶段， 随着这个季节的热度， 内心深处藏着的
两个法饼也跳将出来， 涌到我的胸口， 如鲠在喉， 加重
着我的窒息和愧疚。

那是38年前的6月， 作为公社最后一届高中生里的
一员， 我成为了距家不到3公里的学校寄宿生。 从来
不曾离开过父母的我， 与其他同学一样， 住进学校
分配的偏屋宿舍， 过着在教室里挑灯夜读、 在寝室
里默默回读的迎战高考生活。 虽然明知自己的成绩
只能在高考队伍里滥竽充数， 但还是抱着也许会
有奇迹出现的奢望， 没敢在学习上有丝毫怠慢，
日复一日地在教室、 寝室、 食堂三点一线上规
律地重复着， 也重复着回家的思念。

清晰地记得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 我从
教室出来， 去寝室里拿一本复习资料， 学校
的绿色篱笆刚刚淡出我的视野， 便有一个熟悉
的身影映入眼帘： 蓝色上衣， 灰色裤子， 背靠
着墙端坐在地上。 记忆的本能告诉我： 那是母
亲。 我迫不及待地飞跑几步， 来不及叫一声妈妈
就扑在了她的怀里， 感受着虽然分别不久却恍若
隔世的母爱，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 说是去过我所在
的教室门口， 怕打搅我和其他同学的学习， 才向一
个老师打听我住在哪个寝室， 然后专门在这里等我回
寝室。 她问我在学校住不住得惯， 吃不吃得饱， 老师
上课能不能听懂， 搞不懂的问过老师和同学没有， 我用
真话掺着假话回答着母亲的每一个问题， 根本没有说了
假话的负罪感， 也根本没有想到去问那个时候出着集体
工的母亲， 怎么会有时间来看离她不到6华里地的幺儿子。
几分钟的时间， 母亲知道我还要回教室复习， 便一边“狠
心” 地推开我， 一边从侧面扣着的衣兜里掏出一个中规中矩
包裹着的手帕， 慢慢地一层层揭开， 我几乎不眨眼地盯着，
也没思考母亲打开的会是什么， 揭开最后一层时， 我清晰地看
到那是两个法饼。 在当时鲜有孩子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而
我， 也许是托了“幺儿幺女命肝心” 的福， 能享受到两个当时
令很多人馋涎欲滴的法饼， 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 “法饼。”
由不得母亲交给我， 就一把夺过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全没有顾
及母亲看我吃的样子时是什么反应， 更没有想到给母亲分哪怕是一
小口， 就这样毫不留情地将两个法饼送下了肚， 然后目送母亲一步
一回头地离开校园。

那一年， 我在高考预选中就被淘汰出局， 无缘走进参加国考的教
室。 当时的内心并无丁点的失落， 也没觉得自己有辜负父母期待的愧
疚， 而是若无其事的回到家里准备重操父辈的农活， 去挣每天不到10分
的工分， 也很自然地把两个法饼忘到了九霄云外。

岁月如白驹过隙。 当我怀抱女儿亲吻她那可爱的小脸蛋的时候， 两
个法饼像两个铁饼潜回我的心房， 犹如两个千斤磨盘让我领教了肩上责任
之重， 让我回味母亲当年冒着被扣工分的风险专程送法饼的爱子之情。 每
到高考季节， 这种情怀便不由自主在心海里冒泡， 成为永远磨灭不掉的记
忆。

随着经济的发展， 过去奢侈的法饼如今太不起眼了。 尽管我后来通过努力
混出了一点人样， 却依然忘不了那两个法饼。 它饱含着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
关爱之情， 承载着母亲望子成龙的无限期待。 而当时的我， 却没能将这种关爱
与期待变成动力， 还用自认为无所谓的失败， 忽略了母亲在得知儿子不能跳出龙
门时的所有感受。

回忆是五味杂陈。 两个法饼时刻提醒我： 善待进入耄耋之年的母亲， 尽到一个
做儿子的责任， 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洪佑良

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大的国
家，囯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也是全欧洲幅员
最辽阔的国家之一。它西南濒临北海，南部伸
入波罗的海，东部朝向博特尼海峡。瑞典有30
万个湖泊，这一地区从前处在海平面以下。气
候很有特色，南部四季分明，北方七八月也下
大雪。处在北极圈内的地区，冬季基本上见不
到太阳，而五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有“午夜阳
光”之称的太阳会连续24小时大放光芒。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素有“水城”
“桥城”的美称。运河将城市隔成14个岛屿。城
市的东部是波罗的海， 西部是天然的大湖泊
梅拉伦湖， 两种温度和微生物种类完全不同
的水质在这里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水流，适合
一些珍稀鱼类旳生长。

巿政厅是斯德哥尔摩标志性的建筑，兴
建于1911年至1923年， 由一名瑞典人设计，
这名设计师到过许多国家， 在西班牙和意大
利待的时间较长，喜欢那里的庭院式风格，于

是将巿政厅设计成庭院式结构。 四面环绕的
建筑围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大厅，面积1500
平方米，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物，全部采用红砖
砌成， 设计师当时的想法是涂成蓝色， 与外
面的蓝天融为一体， 许多建筑界人士却不赞
同，但建成后太漂亮了，原先持不同意见的人
也就不再议论了，现在还叫蓝厅。由于瑞典的
天气常年多雨， 敞篷式的大厅显然不适合瑞
典，建筑师只能在顶上支撑了屋顶，也将屋顶
涂抹出蓝天、白云。 这样一来，大厅显得更加
宽敞明亮。

市政厅每年的12月10日要举行一项举
世瞩目的活动， 即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获得
者庆祝晩宴， 囯王和许多国家的政府要员参
加，人数达到1400人，非常盛大。

斯德哥尔摩的美丽是它处在绿荫婆娑的
森林和碧波荡漾的运河之间， 城市热闹而
不拥挤 ， 繁华而不嘈杂 ， 充满灵气和活
力。 人们出行既可以坐车，又可以坐船，可
以在公园里游玩，还可以随处找个湖汊钓鱼，
非常惬意。

曾令娥

有朋友相约爬山,枯黄的茅草灌木丛中， 突然，
一枝鹅黄亮了我的眼眸。 不待走近， 它刺激的香味
提醒了自己的芳名： 山胡椒。 好久不曾见过你了，
山胡椒， 我差点与你擦肩而过。

刚出来工作的那年， 我17岁。 师范分配的
原则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我是城里女孩， 分
配前三天听人说， 我分到了县城某所学校。
可到了报到前一天才知道， 我进城的指标被
某人顶了， 我被分到了乡下一所村校。

“人不可以太倔强， 活在世界上， 一
方面需要认真， 有时候只能无所谓。” 我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为了教学的方便，
我住到了学校， 基本上一个月回一次
家。 学校很小， 就两位老师， 一位姓
吴， 民办老师， 家就在村里。 放学
后， 由队屋改成的学校一下子就安
静了下来， 我穿上雨靴出门。 四
周都是山， 一条泥泞小路通往村
外。 山里的花儿应该开了吧 ？
爬上山， 没看到其他的花， 映
山红树倒不少， 但开花还早
得很。 正失望， 突然， 一丛
山胡椒闯入了我的眼帘。 腋
生的伞状花， 密密麻麻挤
在一起， 发出的香气和食
用的胡椒相似。 它和柴
草们为伍， 显而易见，
是常被山民做柴火烧
的。 清冽的刺激让我
头脑慢慢清爽， 天

已黄昏， 裹着半靴的泥巴， 我带回一枝山胡椒
回了学校。 孤灯下， 它伴着我备课、 阅卷， 给
孩子们修改作文。

渐渐的， 我爱上了山胡椒， 常采来插在瓶
里。

邻家有个比我小半岁的男孩， 喜欢看书，
常来学校向我借。 这天他来后坐了会儿， 见玻
璃瓶里插的山胡椒， 微笑着说： “你喜欢？”
我点了点头。 “别看它那么普通， 用处不小
呢。 风热感冒， 跌打损伤， 肚子疼痛， 生疖长
疮， 用它煎水或外敷， 效果蛮好。” 平时少言
的他一口气说着， “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有
些奇怪。 “听老辈人说， 听都听熟了。” 他仍
是浅浅地笑着。 男孩眉眼清清亮亮的， 有着一
种山里孩子特有的羞涩和憨味儿。

一个人在那小学校修禅似的过了一年， 相
对初去时的抑郁不平， 心绪慢慢平静豁达了许
多。 人若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与一株花、 一棵
草的相逢， 都会激起你对生活和美的感悟。 那
美的根源不在事物， 而在心灵。

有一天， 突然兴起这样的念头： 骑车到我
曾住过的小学校去看看！ 于是冒着飘飞的小雨
出去， 转来转去的， 我竟然迷了路。 泥泞小路
早换成了水泥大道， 一座座小山被推平， 一栋
栋高楼大厦建起来了， 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我再也找不到那个眉眼清亮的16岁少年， 看不
到山胡椒的影子。 那小学校里的孩子们的书声
笑语， 也似真似幻， 全然流远了。

再次遇到山胡椒的那天晚上， 我突发奇
想： 我是否就是那刻舟求剑的宋人？ 来是偶
然， 去是必然。 可是， 人间的某些擦肩而过，
却烙在了生命中， 伴随着成长， 无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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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朵常开不败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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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丛山胡椒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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