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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升社区的
一枚诗眼

（外一首）

柴棚

走进麻阳龙升社区
易地搬迁户陈工农正在清扫路面
布满皱纹的脸上散发陈酿的香
他的笑和生活的反光
如尧里河的水般充盈

我不敢确信
他能否把乡愁扫净
能否将曾经磕磕绊绊的隐痛扫去
但有一点我已明了
这尘世中微不足道的存在
沿着投射过来的温暖
让我有十分的理由爱上这里

绿化带中从远方迁移来的树木花草
以及微菜园的瓜果蔬菜
扎下根来，长得有鼻子有眼的
呈现出生活的状态

黄昏露出自身的纹理
将大地铺成精美的瓷器
陈工农手中的扫帚
为龙升社区
扫出一枚干净的诗眼

在兰里镇

在麻阳兰里镇
我虔诚地拜访了满朝荐先生
他深处的光芒，从明朝照射过来
燃烧了我，成为有骨头的诗
兰里盛产手工剪纸、泥塑、棕编、彩扎
盛产民间绘画、花灯戏
兰里还盛产水果，我尝了一瓣“清橙”
仿佛回到十七岁，长成一株木本植物
唤醒我隐秘的爱
在兰里，我遇见一个怀抱二胡的人
用音乐的丝帕擦拭乡村的灯火
用琴弦上的流水
洗浴乡愁和磨损的四季
那个怀抱二胡的人
叫李自良，78岁，左眼失明
他从和平溪乡易地搬迁到兰里镇
从此，那一抹夕阳，有了出路
一把七十年的旧乐器，唱着新曲

诗三首
陈仲伯

暑日感怀

久入清凉府，常思草帽天。
碧波深几许，稻菽浪无边。
林角江风爽，罗城汩水涟。
湖区十多载，最忆是营田。

农垦岁月

屈原子弟话樽前，犹忆悲欢丙子年。
浊浪排空惊磊石，洪峰悬顶过营田。
金锣敲响正虹股，深市翻开农垦篇。
脉脉盈盈湘汩水，乡思醉入洞庭烟。

故友旧话

故友樽空话未休，君山无处不风流。
洞庭水苇连天碧，垦户炊烟向晚悠。
怀畅犹能消伏暑，酒酣正好吟初秋。
巴陵古月情依旧，薄宦闲鸥一叶舟。

罗瑞花

很多年前的一个早晨，班主任万
老师走进教室，高兴地说：“同学们，国
家现在百废待兴，急需人才，要从初中
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就读中专，全

区15个参考指标，男生9个，女生6个，下星期筛考。”
筛考的考场设在我就读的中学，因为区教育办就在我

们学校隔壁。考试后的第三天傍晚，筛考成绩公布在校门口
的板壁上，我居然是女生的第7名。我很难过，跑回教室趴在
课桌上默想，玉兰平时成绩比不上我呀，是不是我看错了？

我又跑到校门口，挤进人群抬头细看。第一名袁玉兰，
第二名阳丽辉……我心里一惊，她不就是那个考试时坐在
我前面、脑袋偏在一边肩膀上的女生吗？第一场考语文的时
候，监考老师以为她在偷看右边同学的答案，走到她身边才
发现是她的脖子有问题。阳丽辉坐在我前面考了两天，我为
她难受了两天，总想过去帮她把脑袋扶正。

没想到她竟然考了第二名。
可老师不是说考中专要面试吗？我们班成绩很好的冬

玲就是因为个子太矮了，老师才没让她参加筛考，说即使考
上，面试也通不过的，那样浪费了一个指标。阳丽辉这情况，
面试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她下来，我不就可以去县城参加正
式考试了吗？

我激动得不知所措起来。晚自习铃声响起，我心怦怦跳
着往教室跑去。数学老师进来了，开始讲解卷子，板书了一
黑板，擦了，又板书了一黑板，可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怎么
办呢？这次没考好，根本不敢去见班主任万老师，何况阳丽

辉是外校的，班主任也管不了啊。回家告诉爹娘？黑灯瞎火
走那么远的山路，我敢吗？爹娘只管他们的牲口、庄稼，从来
没来过学校，告诉他们有什么用呢？

这么重要的事要跟谁说才有用呢？
“教育办领导说，这期每星期去学农基地搞一次劳动。”

“教育办领导说，今年初二期末考试全区统考。”“教育办领
导说……”班主任万老师每次在班上传达的重要精神，不都
是教育办领导说的吗？那么，这事也只有跟区教育办领导
说，才有用。我脑子灵光一闪。

下课铃响了，我来到操场，看到隔壁教育办小院有个窗
户还亮着灯光，我激动着往校门外走去。校门外黑蒙蒙的，
根本看不清路，我凭着记忆往前摸索，草丛里的土蛙跃过我
穿着凉鞋的脚，“咚”“咚”地跳进水沟。一个异常恐怖的假想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踩到了蛇，蛇缠住了我的脚。在这个
凉爽的初夏的夜晚，我把自己吓出了一身汗。

我终于摸索到了教育办的小院，借着楼上窗户的余光，
我找到了楼梯口，蹑手蹑脚沿着楼梯来到二楼亮灯的房子
前，举起手，放下，再举起手，又放下，最后硬着头皮轻轻敲
了一下门，心已是怦怦直跳了。我屏住呼吸，里面传来椅子
挪动的声音，门开了，一个高大的戴着黑框眼镜的老人站在
门口。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紧张得全身筛糠一样。

老人从门里出来，来到走廊上，摸摸我的头，说：“满姑

儿，有什么事？”一句“满姑儿”，我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我是家里的老满，爹在他高兴的时候，会叫我“满姑儿”。当
我穿过长长的黑暗和恐怖，听到这亲切的声音，惊讶和喜悦
自然化作了眼泪。

老人倚靠着栏杆，微笑着看我哭，不急不忙。我听到了
学校上课的铃声，忙用手背擦擦眼泪，颠颠倒倒说了我的情
况。老人说：“我知道了，满姑儿，你先去上课吧。”

我咚咚咚咚跑下楼梯，摸索着走过长满野草的小路，进
到校园，向教室跑去。

第二天晚自习，班主任万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外的桂树
下，对我说：“教育办领导经过调查，女生中的第二名不符合
面试要求，由你补上。离正式考试只有一个月了，加油吧。”

我没想到教育办那位老人还真会把一个小女孩的诉
求放在心上，到几十里外的山沟去了解情况，心里充满了
感激。星期六放学回去拿米拿菜的时候，我对爹娘说了这
事，爹停下手里的活计，说：“我满姑儿遇上命里贵人
了。”

三年后，当我从师范毕业来到区教育办
报到时，老人已经退休了，后来虽然也见过老
人几次，但我一直没跟老人说我就是那个“满
姑儿”，一直没有向老人表达过谢意，我觉得
越纯粹的东西，越应该珍藏在心里。

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里，我始终记着
这位和蔼的老人，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像
这位老人一样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优秀的，
激励；彷徨的，点拨；跌倒的，扶起。陪伴他们
成长，做他们的命里贵人。

周伟

秋风起，稻子黄了，高粱红了，棉花白了，
葡萄也紫了……再看看，莼菜嫩了，莲藕美了，
鲈鱼白了，蟹黄肥了……

一到秋天，该五彩的缤纷着，该美的美滋
滋的，该熟的熟透了。秋风起，吹黄了叶，吹白
了絮，吹瘦了枝，吹皱了秋水，也吹老了思念。

我喜欢风，喜欢一年一年的秋风起，喜欢
秋风中的思念，喜欢秋风经过的田园和天空。

秋香到，谁传递了讯息？是风。树飘零，叶
归根，谁承载了乡和愁？是风。荷含雨，梅凝雪，
竹蕴节，风过水带笑。日影，旧伤，木躺椅，谁摇
你到老？是风。月光，清梦，野花香，谁伴你入
梦？是风。给风的语言，只给风，只有风会倾听。
给风的爱，只给风，只有风才懂，一切如风。

你说，秋风是一个人干净的灵魂。说得真好，
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知道，风来了，夏日的烦闷也
去了。是的，秋风来了，天也蓝了，云也清了。

你说，停住了秋风，就停住了一地金色。而
你在我美好的世界里，如风，总在，一经流年，
金色秋风，经过我平淡而又温暖的一生，大地
黄好、静美和深邃，天空明净而又高远。

你说，秋风起，该添衣了……而你却在那
个秋天里，走远了。我再也找不到你，看不到你
的身影，听不到你在风中的叮嘱。我一个人走
了出去，漫无目的地走在秋天的旷野上，我也
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

又是一年秋风起，我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
个老奶奶牵着小孙儿的手在荷塘边玩耍。荷塘
里洒满了一地金色的光币，一孔孔光斑在荷叶
上闪闪烁烁，跳皮地打着滚。小孙儿举着纸风
车，迎风在阳光下跑来跑去，快乐无比。这边的
老奶奶既高兴又性急，生怕孙儿摔倒，一边迈着
小脚飞跑，一边招手大喊：不要跑，不要跑的，立
在那里，等着奶奶和风；喊一下风，风就自个儿欢
快地跑来了……小孙儿似乎相信了奶奶的话或
者觉得甚是好玩，立在原地，自个儿喊起风来，一
声快似一声。一喊一喊，风，说来就来了——风，
在小孙儿的风车上疯跑，小孙儿笑了，在阳光下
笑得那般天真无邪、纯美如花。

这会儿，我竟看见了你，看见了你的影子
和风中你亲切熟悉的模样。你在阳光下，还是
那样的和蔼可亲、美好而无言。你对我笑了笑，
点了点头，就那样温暖而又美好地陪我在阳光
下缓步走着。

走在阳光下，什么也不想干，什么都不去
想。与秋天同行，我一身轻松，我的心是那样的
纯净而简单。我，就这样一个人，就这么一直地
走下去。阳光呢，也很听话，不声不响地跟着
我，总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暖暖的，柔柔的，和
煦，安详，纯净如一首童话。

我闻到了阳光的气息和味道，秋天的阳光
有生命澄明的味道，秋天的大地像母亲的怀抱
博大温暖，让人向往。秋，你就是我心中的一米
阳光，我终于很难得地拥有了一平方英寸的寂
静。我迷恋这样的时空，什么人也打扰不了我。

阳光下，一个人，我独自走着，漫无目的地
走着。走累了，放慢一下脚步，或者闭上眼打坐
一下，或者远眺一下天边。

好像走了很久，也好像就只一会儿，我看
见——海棠独自开了，丹枫自己醉了，桂花自
己香了，雏菊自己睡了，秋意自己也渐渐浓了。

此时，我想起奶奶那时不经意中说过的一
句话——禾边无火，和心；秋下有心，愁呢。奶
奶说这话的时候，她总是抚摸着我的头，慈祥
地看着我。这一刻，我感到奶奶的话语阳光般
温暖，在风中悠长地歌唱。

我长大了，后来知道，奶奶总是把她的痛
藏在阳光下，把泪藏在心底，不让我们看见。那
些年月里，奶奶眺望田野，总是惦念着靠天讨
吃的禾田，生怕干枯歉收。但在我们的印象
中，阳光下的奶奶，总是一脸阳光，看着我们
一个个如风中的鸟儿
长高长大。

秋风起、秋草黄，
我已行走在远方，炊烟
袅袅走散，心随大雁南
飞，长天茫茫，四野云
动。望故乡，执无言，一
滴清泪，湿了清秋，染了
草黄。

汉诗新韵

王志中

我的外公给母亲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舜英。
外婆生前告诉我，母亲是在上世纪的1950年4月嫁给

父亲的，那时她还不到 19岁。父亲婚后不久从益阳资江商
校毕业，回到老家沅江草尾镇仁义村当小学教师，不久入
了团，当上了新民学校的教导主任、学区校长，直至联校校
长，1953 年又抽调到县教育局当上了扫盲专干。同年下半
年，父亲参加高考，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名字登上
了《新湖南报》（《湖南日报》前身），父亲在乡里出了名，母
亲也跟着沾了光。

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行政学院总路线教研室工
作。1956 年省行政学院与省委党校合并，父亲被调到省委
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父亲在长沙念书时期，留在农
村的母亲和我回到了外公身边。外公在草尾镇供销社工
作，母亲就在草尾学习缝纫技术。直到1956年我5岁时，省
委党校人事处派人到沅江，将母亲和我的户口迁至省委党
校所在的岳麓山下的石佳村派出所，我们才得以与父亲团
聚。

好景不长。1957 年，风华正茂的父亲，先后在《新湖南
报》上发表了《发挥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矛盾的主要方
面和次要方面》等多篇具有时代气息的理论文章，受到学
校领导重视，被派到中南区中级党校（武汉）学习。不久，反
右运动开始了，崭露头角、春风得意的父亲在这次运动中
受到冲击，有人说父亲在报社发表的文章有立场模糊问
题，其结果是 1957年底父亲被下放到沅江泗湖山搞社教。
怀孕在身、待产大弟的母亲，只能跟随父亲来到泗湖山。三
个月后，父亲被组织上安排到数百公里外的常德市一中任
教，我们母子三人便留在了沅江乡下，从此天各一方14年，
至1971年落实政策，母亲才回到父亲身边。

在农村的 14年，母亲历经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
重大社会变化。一个弱女子，带着 4个年幼的儿女，凭着缝
纫技术，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其中的艰辛和不易，现在每
每想起，都心酸不已。

记得我 12岁那年，一天傍晚，生产队通知每户到生产
队队屋出谷（每月每户分一次口粮），我挑着箩筐，唱着蹦
着去了生产队，轮到我家时，会计说没我们的口粮，原来，
是当月母亲应上交生产队的现金没有完成任务。队长说，
不交完钱不给你家下月的口粮。我高兴而去，沮丧而归。回
到家，母亲安慰我说，不要紧，家里的粮食还能吃几天，不
会饿到你们，我会想办法的。

母亲的缝纫技术和诚信在当地口碑非常好，社员在供
销社扯布后，都愿意放在母亲这里做衣服，母亲总是白天
黑夜地帮人赶做衣服。有时，我睡觉醒来，母亲还在挑灯夜
作，看多了，也习以为常了。春节前是母亲最忙的时候，家
家户户都是想穿上新衣过新年。那个时候没有自由市场，
也没有衣服卖，只有供销社可以凭布票扯布回家做衣服。
春节前，逢社员家有娶媳妇、嫁女、老人做寿，母亲会上社
员家去做上门工。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天刚蒙蒙亮，会有一位男劳动
力拿着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来到我们家，一头挑着我们家的
脚踏式蝴蝶牌缝纫机，一头挑着用棉被裹着的小妹和两条
特制的搁裁布门板的高脚凳在前面引路，母亲则一手提着
一个装满尺子、缝纫剪刀、五色线坨、划粉和尿布的布袋
子，一手提着一个烧柴的铁制火熨斗，跟在挑担人的后面
匆匆而去。母亲一日三餐在做工的人家吃饭，一直要做到
天黑后，才抱着妹妹疲倦而归。

母亲只念过几年私塾，可能是自己念书少的原因，总
希望子女能多念一些书，有个好出息。我的求学之路是幸
运的，同时也是艰难的。在农村小学毕业后，是继续上学还
是留在母亲身边照看三个弟妹、打理家务，当个农民，父母
亲的意见很不一致。是母亲坚持一定要送我上初中，并多
次恳求父亲，把我送到他教书的城市的中学念书。父亲担
心母亲在农村要照顾三个弟妹，负担太重，把老大留在身
边，全家的生活质量会好许多。但拗不过母亲一再坚持，父
亲最终还是带我去了常德上学。

寒暑假回到农村是最开心的日子，可以带着弟妹们
玩，去电排站抓鱼；可以吃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还有父亲
从城里带回来的饼干、糖果。返城时，母亲总会趁父亲不注
意时，塞给我一点钱带到学校零用。

有一年暑假，父亲因事提前返校，我继续留在家里照
看弟妹，临开学了，因要交钱给生产队，一时筹不够我的路
费，母亲决定走路送我到南县茅草街去乘船，这样可以节
省从沅江草尾三码头到南县茅草街的船费和在茅草街的
住宿费等费用。

母亲抱着年幼的妹妹，我背着一个大布袋，步行十几
里地从三码头来到草尾镇，住在外公上班的供销社，睡梦
中被母亲推醒，说时间到了，快点起床赶路。母亲左手拿着
一支手电筒，右手握着一根外公给的打狗棍，背上背着熟
睡的小妹，我背着大布袋，在外公的再三嘱咐下出发了。

从草尾镇到茅草街有十多里地，还需摆渡一条河才能
到达轮船码头。晚上，我清楚地听到外公和母亲商量，凌晨
5点出发，7点左右可以赶到茅草街，从安乡开往常德的轮
船是早上 8点左右到达茅草街，这个时间点出发是没有问
题的，而且走不多久天就亮了。

南县茅草街地处三河交汇处，江堤外是望不到边、惊
涛骇浪的洞庭湖水。因是汛期，湖边的大杨树全淹在水中。
江堤内是两三米高的芦苇荡，防洪堤两旁不允许有任何建
筑物。行走在江堤上，一边是湖水拍击岸边的啪啪声，一边
是芦苇摇曳时发出的沙沙声，白天路过此地都有些令人胆
颤心寒，晚上就更恐怖了。

我们母子三人在这段江堤上，听到大杨树上野猫、猫
头鹰发出一阵阵惨烈嚎叫声，见到从芦苇荡里窜出的野兔
两眼放射出寒气逼人的绿光，闻到泡在水里的动物尸体腐
烂后的刺鼻臭味，“体验”到蚊虫叮咬后的疼痛。母亲不停
地摇晃着手电筒找路，用手上的棍子及时把在路面上乘凉
的蝮蛇拨开，把直直注视着我们的野兔赶跑，把拦路的野
狗打走。年幼的我紧紧地攥着母亲的衣角，毛骨悚然地紧
跟着，全身湿透了，步子越走越快，但时间好像过得特别
慢。走了很久很久，天还是没有亮起来，并不是外公说的越
走越亮，而是越走越黑。

在这条陌生的道路上，母亲开始担心迷路了，不久，天
又慢慢地亮了一些。正当我们开心一点时，天又黑了。母亲
告诉我，天真的快亮了。

我们一直走到茅草街，天还未亮起来，后来得知，是外
公看错了钟，把 3 点看成 5 点了。母亲排队帮我买好船票，
一直送我上了轮船，离别时，母亲把握在手心已经湿润的
1.5元钱塞进我的衣袋里，含着泪花叮嘱我要听父亲的话，
好好学习。母亲送我上船后，抱着妹妹，用一天的时间，走
路回到三码头。她和妹妹还有没有钱在回家的路上吃碗
面，我不知道……

无私的母亲，拼尽了全部的心血，哺育着她的四个儿
女成长，唯独把自己的健康、安危给忘记了。年幼无知的我
们，只知尽情地享受着母爱。

母亲终因超负荷劳作，操劳成疾，染上了一身病痛，先
后 7次被抬上手术台。等她的儿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
母亲却在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病倒了。虽尽全力抢
救，却无力回天，2003年7月，我那伟大的母亲走完了她71
年坎坷人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最亲爱的母亲，愿您在天堂幸福，
您的儿女想念您！

我和母亲
秋
风
起
时
一
滴
泪

命里贵人人人
新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