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昌爱

在岁月的某个点，如年关将近，会特别

地想老家，就是再远，其心跳的旋律，总会在

耳边悠悠响起。

曾经，老想如一尾鱼游出山寨木屋，常

走到老家的小溪边，注视鱼儿的游动……离

开家乡，并不是不爱，而是心中的梦总催促

我去追求和飞翔。随着年龄增长，会时常打

开窗户朝老家的方向遥望，那家乡的气息

里，蕴藏一种满足和幸福。

好几年，想念老家强烈时，会带回二瓶

酒或几百元钱给我叔父。他在守着山寨的老

屋。叔父，一砣岩头似的躺在老屋怀里，唯一

的表达，是借助炊烟，让我发现他对生活的

坚定与理解。在我的世界里，母亲早年病逝，

父亲因工作早已离开老家等原因，我的童年

是随祖母叔父一起过的，长大参加工作后，

回老家看看的路，总显得漫长而难下决心。

回 味 一 下 ，已 有 10 年 没 回 过 山 寨 老 屋 了

——那个我的出生地，母亲离世的伤心地。

这里是湘西泸溪县石榴坪乡一个叫高

椅坡的自然山寨。山寨怀抱的一栋小木屋，

收藏着我童年的哭泣与嬉闹，也留有我儿时

的向往与憧憬。坚守山寨的人，有到外转过

一圈又回来的，如六爷，他曾走出山寨很远，

是有故事的人，还识草药，从他的生活里，我

深深感受到家乡山水的厚重与神奇。也有不

愿走远、一直守着山寨不动的，如我的祖母。

溪流，炊烟，狗吠，鸡鸣，以及波光闪闪

的田园和弯弯山道，会时常在我的记忆里渐

渐生动、苏醒。黑黑的旧木屋，是我一辈子都

读不完的一本书，里面有我亲人亲切的身影

与声音……儿时，见叔父有滋有味在堂屋火

堂旁饮酒的样子，忍不住用筷子插进叔父的

酒杯，沾上来的酒虽不多，可放入嘴，那股浓

浓的辣味使我马上有了要换双筷子的念头。

胃对酒的不接受，使我成年后，在酒桌

上老被朋友戏称为“小女人”，弄得十分没面

子。虽然如此，我对酒仍怀有一种天然的敬

意与崇拜，觉得五谷是大地精华，而酒则是

精华中的精华。5 岁那年，我眼睛老发炎，痛

得怎么也睁不开，那时山里没什么药，祖母

就找来一片白纸，撕成两块沾满酒，往我眼

皮上贴，十来次后，我的双眼就不再痛了。由

此，酒的那份凉意、那股清香无形之中融进

了我的血里。只是几年过后，在我 9 岁那年，

双眼痛得钻心，祖母用同样的办法治，我的

眼睛却怎么也不见好，这时，我开始害怕，祖

母开始害怕，叔父开始害怕。六爷知道后，上

我们家安慰说：“没事，没事，我能治，包好！”

六 爷 ，当 年 65 岁 ，是 读 过 好 多 旧 书 的

人，也能摆好多龙门阵。几乎每夜，只要不下

雨，他都会在山寨中央的坪场生一堆火，让

寨里的小孩围着火，听他讲山外世界的故事

……此刻，我觉得六爷是世界上最受看、最

有能耐的人。当然，六爷同所有湘西人一样，

还能喝酒，且从来都是慢慢地抿，若有人邀

他一口见底，他会用一句文雅的话来劝说：

“这你就没品位了，喝酒急不得，一急便大老

粗一个了。不知道吧，酒是有生命、有灵气

的，我们喝酒，其实是在同古人对话，在倾

听、品味一支古老的人类文明之歌！”

六爷讲帮我治眼睛，他说话算数，没多

时，就把草药送进我们家老屋，问我祖母有

酒没有，说这味药得用酒去配。六爷的话，驱

赶着漂浮在我们家的那朵黑云，一束美好之

光照亮我眼前的生活。心想：有六爷真好，有

酒真好，我的双眼始终同酒有缘。几天过后，

我的眼睛好了，又可以去发现与寻觅这世界

的漂亮花朵与美丽人事了。请六爷来我们家

喝酒是自然的事，那个晚上，叔父高兴，喝醉

了。从祖母、六爷与叔父身上，我感受到一种

大山内涵，一种乡土精神，打心底里对他们

生起一份感激之情，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年

龄的增长，这份对家乡的感激与怀念之情，

变得越来越浓、越来越沉甸甸的。

为了表达我们家对六爷的感谢之情，叔

父每年都要提两瓶自酿米酒或苞谷烧，上六

爷家拜年，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如今，每每

回忆起这些，就觉得特别温暖，心绪悠悠。人

生，在岁月里编织故事、创造美好。山里人的

人生，虽然生活辛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荷锄挥汗如雨，不一定能敲开每年的丰收之

门，可他们在春天里耕耘时，从未犹豫过。那

牛的步态安详与坚定，铃声悠悠，无不让走

出山寨的游子感受到，回老家山寨的路，始

终散发着一种泥土的期盼。

是的，是时候回老家看看了。上个月初，

接到叔父电话，他讲他小儿子最近要结婚，

要我这当哥的再忙也得回老家喝杯喜酒。我

忙回答：“小弟有 30 多了吧？要结婚了，压在

您老叔胸口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您算完

成一件大事了。小弟结婚，我一定照您要求，

提前一天赶到，不会有误的，一定不会！”

收好手机，鼻子有点发酸，仿佛一下感

受到了叔父的不容易。此时此刻，我好像看

到，山寨旧木屋的大树下，叔父正守着一轮

明月和一堆火，计算我一日挨近一日的归

期。决定，从今往后，山寨老木屋里只要有叔

父在，每年都要回去看看，因为，那里有一

首童年的歌、一首温暖的诗，一直等待我去

深读。

胡小平

小年晚上，母亲打来电话，说春节村

上又会舞龙灯，阵势会比去年更大。在旁

边的女儿忙拿过手机，问母亲龙灯是什

么，是怎么舞的。母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

一番，又补上一句：“可热闹，可好看了！”

在我老家雪峰山一带，过年有舞龙灯

的习俗。小时候盼过年，除了盼新衣新帽，

还盼舞龙灯。那时村上没别的好玩，年轻

人又多，一说舞龙，无论男女老少，一呼百

应。后来我上了大学，进了城，村上的青壮

年也大多相继离开了田地，进城打工，舞

龙灯也就沉寂下来。可喜的是，近年来，回

到村上就业和创业的青壮年多了起来，村

上开始恢复了活力，舞龙灯的喜乐随之又

回到了田垄和院落，回到了村民的眼里和

心上。

龙灯分黄龙和游龙。白天舞的是黄

龙，夜间舞的是游龙。游龙制作复杂，工艺

精细，阵容庞大，气势恢宏。而要观赏舞龙

灯的壮观和美艳，感受舞龙灯的文化内

涵、独特魅力，就得看游龙，并置身其中

了。

打赏龙灯时，要摆热闹点，不能小气。

正月初二，天黑下来不久，我刚在大门口

排好桌凳，放好糖果、酒水，摆上红包、糍

粑，就听到“哐、哐、哐”的锣声从山嘴那边

传了过来，接着就看到灯笼飘过山嘴，一

个接着一个，一串连着一串。

弟弟点燃了铺开在地坪边的大地红

鞭炮。引路的灯笼鱼贯进了院子。紧跟着

引路灯笼的是一面大铜锣，悬吊在杠子中

间，由两个人抬着，后面那个边走边有节

奏地敲着铜锣。在一片欢呼和“哟嗬”声

里，及锣声和鞭炮声中，游龙轻盈地飞进

了院子。与此同时，一个老先生模样打扮

的人，在一左一右两个壮汉的簇拥下，不

紧不慢地走到桌前，朝母亲施过礼，手一

扬，随着一声吆喝，锣声应声而止，躺着的

游龙则随着舞龙人一声“嗨”，一下竖了起

来，舞了起来。只见那舞龙的人一时碎步

走，一时又大步跑，一时猛地蹲下去，一时

又倏地站起来，一时绕着圆圈，一时又走

出剪刀叉来……那龙也是一时上，一时

下，一时前，一时后，一时左，一时右，一时

摇头，一时摆尾，一时旋转，一时翻飞……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连贯，流畅，舞出了花

样，舞出了激情，舞来喝彩不断，舞来叫好

不绝。

灯笼源源不断地涌过来，院子内外一

时成了灯笼的海洋。有鱼鸟形状、鸡狗模

样的，也有像南瓜茄子、橘子桃子的，还有

像孙悟空、猪八戒、太上老君、南极仙翁的

……每个里头都点着一盏小油灯，柔和地

散发着白里泛黄的光。而游龙里边的灯就

多了，从头到尾有数十盏，每一盏灯都是

活动的，不管游龙是竖立还是横躺，那灯

总是垂挂下来，灯油不会溢出。龙和灯都

是用竹篾扎成形，用透明的皮纸糊上，有

活动的小门窗，便于注油和检修。龙盘扎

在一根碗口粗的长竹竿上，竖起来有好几

米高，行走时一般是两人抬着，到了有人

家的场院里，或是村口、路口等地在才竖

立起来，舞动起来。舞龙既要有力气，也要

有技术、有技巧。

老先生照常先夸赞了主人家一番，然

后说了一通喜庆吉祥的话，最后表达了对

母亲和全家的谢意。他左边那个人先数了

红包里的钱，接着点了摞在桌上的糍粑的

数，见老先生一道过谢，马上边大声拖长

了声音，说出打赏龙灯钱的金额，糍粑的

个数，边在本子上登记好，右边那个人则

先将桌上的红包装进挎在肩上的袋子里，

再将糍粑往早已放在桌边的箩筐里丢。老

先生等母亲答谢完毕，朝母亲鞠过躬，手

一举，马上有人又一声吆喝，那锣又应声

而起，鞭炮随即也炸响开了。

灯笼流出院子，锣声渐远。我顾不上

捡拾桌凳，清扫场地，接过妻子递过来的

灯笼，和她一块追上女儿，一道汇入到了

灯流之中。

在苍茫的夜色之下，在连绵的山峦之

中，无数的灯笼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闪烁

着，飘动着，仿佛就是一条巨龙遨游在天

地之间。

“真美啊！”女儿由衷地赞叹。

站在山垭口，妻子无限感慨地说，这

是她头一次见到的最美丽最动人最难忘

的景观。身边的村委会主任爽朗一笑，说，

当你置身于这个行列之中，那就不再区分

姓张姓李，不再想着谁贫谁富，不再计较

恩怨得失，以往的过节会在一笑之中消

散，以往的嫌隙会在无声之中弥合，因为

舞龙灯需要团结协作，需要无私奉献。

是啊，这舞龙灯舞出的不只是喜乐，

不只是传承了传统文化，也表达了人们对

眼前好日子的感恩，更寄托着人们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正是舞龙灯的传统习

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大年（外一首）
安敏

腊月的炊烟

被高楼撞断

围炉的团年承包给了酒楼

回家的人

还堵在路上

爆竹沙哑了好些年头

串门的打拱作揖简化成微信

一碗甜酒

输给茅台

年，也老了

老在幸福的奔跑里

我寻找一个丢失的蒲丁

跪拜乡愁

年夜

小的时候，兄弟姊妹

围着炭火吸着炖腊肉的香味

母亲给每人两毛钱，压岁

爷爷贴了春联给我一挂鞭炮

奶奶嘱咐过年要讲吉利话困觉要说挖窖

父亲一宿没睡忙活初一的年饭

一年一次的八大碗，边呷边天光

后来我成了父亲

一家几口守着春晚

老婆给儿子和爹娘发红包

母亲给孙子颁奖

父亲第三遍问我怎么还不准备年饭

我说在酒店订了一桌，早上八点

现在我也成了爷爷

今夜，在空调房里与远方视频

儿子媳妇带着宝宝

在北方岳母家过年

这是老妻的特别交代

别让生个女儿的亲家

寂寞

年味故乡
邹树德

家乡也过年了

心里便多了

一份年味故乡

不知道家乡的这个时候

团年的鞭炮

是否已经依次炸响

家乡的年味

是否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儿时的年味啊

是穿上一身

哥哥穿过的衣裳

妈妈用靛青把它染新

还告诉有点不情愿的我

弟弟接着哥哥的衣裳穿

节俭才能使家庭兴旺

后来我求学去了远方

离开故乡的时候

妈妈把她亲手做的灯芯绒布鞋

塞进了儿子的行囊

依依惜别的泪眼里

我读懂了妈妈的慈祥

穿着妈妈的布鞋行走四方

安心踏步人生路

时时刻刻暖心房

如今呵我客居他乡

都市的霓虹

总觉得没有家乡的星光清亮

无论我身在何方

思乡的热泪

总把我的乡愁

烧得滚烫

谢芳芳

农 历 十 二 月 初 八 一 到 ，年 味 更 浓 。在

卫生院上班的母亲和几个同事阿姨，安排

孩子们打扫卫生后，大张旗鼓准备小年和

大 年 三 十 夜 的 菜 啦 ，其 中 酒 糟 鱼 必 不 可

少。而这道菜，少不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就

是酒糟！

每个月，卫生院的中药房要盘底，所有

药斗子，抽屉里面的药渣渣，母亲会用牛皮

纸收集起来，留下来。一般是十九味药渣，单

位的每一户人家都能分到。闲暇时，母亲将

药渣拿到中药房，找志德叔叔烘焙，再安排

我们用药碾子碾成碎末。中药的香气令人迷

恋。米，事先已经打成粉状了。药粉和米粉一

起煮熟了，冷却。用手搓成一颗颗酒丸子，在

太阳下晒干后收入坛子。

第二天，蒸一大锅香喷喷的米饭，母亲

不时用筷子插一个一个的洞，让热饭出气，

好早一点冷却。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近一米

高的棕色大坛子已经洗好。米饭放入坛子，

酒药粉子一层一层洒在米饭上，然后密封坛

子，放在火炉边，不时转动坛子，能早一点发

酵出胡子酒。

大概五六天后，房间里终于飘出了酒

香。母亲最先尝一尝。因为快过年了，允许我

们兄妹每人喝一大碗。加一点白糖更好，我

们就这样微醉在冬天里。

父亲在院里水井边剖鱼。去鱼鳞，去两

头两尾，去鱼鳍。鱼大小都可，没有说一定要

大鱼。一块块剁好，放入一个大木盆，从酒坛

子里压出的一壶壶胡子酒，倒入木盆，放入

盐、酱油、生姜、蒜子，盖住。24 小时后，鱼一

块块拿出来再洗一次，用竹筛子晾干。晚上，

茶油倒入锅里煮开，将鱼放入，炸成金黄色，

出锅。我们会趁热拿起一块吃，并不油腻，脆

脆的，香香的。但母亲总是说：“这还不是最

好吃的时候！”

锅里剩下的油，用来炒熟辣椒灰、豆豉、

晒干的橘子皮粉末和酒坛子里三分之二的

酒糟，放盐，搅拌，出锅。这时其他几家也在

炸鱼，整栋医院的大楼都香了。香气飘在空

中，年味就更浓了。我们围着火炉，看母亲带

着医用手套，一层黄金鱼、一层辣酱酒糟搅

拌均匀后，一块一块装入大小不一的坛子，

盖上，盖子周围放满水。母亲说：“等到几天

后，入味了，再蒸热吃更香！”

我们在日日夜夜中等待着，在分分秒秒

中等待着，年就要来了。

果然，过小年，桌上一定有那一碗蒸出

来的酒糟鱼，比开始吃着更香醇，一下子被

我们一扫而光。母亲看着我们吃得香，不忘

叮嘱说：“以后就是大年三十吃，正月来客人

蒸一碗。”还说不许我们偷吃，我们几个大

笑。那时物质匮乏，什么都要省着，待客时不

能太寒碜的。

母亲去世后，家里再没有因为做酒糟鱼

而飘香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什么东西

都能买到。可买来的，总觉得少了醇香，也少

了珍贵的记忆。

陈黎明

我离开都市，定居在雪峰山腹地的穿岩山

上已有十余年。无论是遍山花开的春天，蝉声

如雾的夏日，还是五谷飘香的秋季，冰结玉树

的深冬，每当我走在穿岩山周围当年红军走过

的路上，我的眼前就仿佛有无数杆迎风招展的

红旗在引人向前。

穿岩山在湖南怀化市溆浦县境内。史载，

当年红二、六军团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先

后途经怀化的 10 个县、市，4 座县城，147 个乡

镇，990 多个行政村，历时两个多月，中央红军

在通道转兵，红二、六军团在辰溪、溆浦一带

“扩红”两千余人，两支红军队伍还在这里与敌

人进行过几十次大小战役。如今，红军精神仍

影响深远，这里的人民保留有很多红军路、红

军桥、红军亭、红军墓和红军灯，也保留了这里

人民和红军的深厚感情。

溆浦县是当年红军过径的主要活动地。红

军在此停留过 27 天，帮助 34 个乡镇组织工农

武装 31 支，全县有两千多人报名参加红军。在

我居住地附近，至今流传着很多与红军有关的

故事。离我住地不远的小横龙乡大同村境内，

就有一座通着两岸民居的三孔双车道的水泥

桥，当地村民都叫它“红军桥”。

这河上自古没有固定的桥梁。1935 年，贺

龙率领的红军长征队伍来到这里撒播革命种

子时，走的是浮在水花激流中的临时木桥。住

在桥头山上的 13 岁少年贺芳齐，听了红军的

宣讲，走过这架木桥，跟随“扩红”的队伍走上

了长征路。贺芳齐老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

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创建

空军导弹部队以及唐山地震抗灾。现在，他虽

住在北京军区空军某干休所，心仍系着雪峰山

区的家乡人民。前些年，他捐款 10 万元修建了

小横龙“红军学校”；2014 年，已 92 岁高龄的贺

老再从自己的工资积蓄中拿出 20 万元，修建

了这座水泥桥。当地村民为表达感激和谢意，

给这座桥立碑时起名为“红军连心桥”。

这种心系人民的红军精神，也深深地影响

着雪峰山区的人民。作为上世纪 60 年代在这

块土地上出生的我，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

大，也一心要当红军精神的传承人。我曾几次

派人去北京看望贺老红军，听取他对家乡建设

的宝贵意见。为了把家乡建设好，让雪峰山区

人民走出闭塞，走向富裕，我回到雪峰山区，守

护这里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开创利国

富民的生态文化旅游事业。

我以红军精神奋斗在雪峰山区，而我向

我的员工讲得最多的就是红军精神。走别人

没有走过的崎岖山路，喝别人没有喝过的竹

筒凉水，每办一件事情，总是先问问自己：山

区人民受益不受益？哪里有了火灾、洪灾，组

织的捐款总是最早到达灾区；投资为偏远山

村 修 公 路 ，组 织 农 民 去 全 国 各 地 旅 游 ，为 农

家 乐 改 造 的 农 户 进 行 重 奖 ，为 贫 困 户 卖 牛

……

住在穿岩山的这些年里，我曾要尚在读中

学的儿子在假期带着同学们重走雪峰山区红

军长征路；我曾要留学回来的大女儿像红军那

样访贫问苦；我曾要 5 岁的小女儿对着山海大

声呼唤：“我是雪峰山的女儿！”“我是红军精神

的传承人！”为了更好的弘扬红军精神，我们在

统溪河岸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茶马古道上，建

起了别具一格的红军桥、红军亭、红军阁……

刻在我心里的红军路，已经超越时空，超越形

象，成为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象征！

心灵深处的红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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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酒糟鱼

行香子（三首）
王孝忠

忆慈利观春

伏蛰乍醒，大地换装。旅故园，漫赏

春光。红梅报晓，山茶争香。看兰立壁，桃

李艳，柳穿塘。

梨花烂漫，装点城乡。月季旺，夺目

槐黄。崖上水仙，笑傲朋党。喜登羊角，朝

五雷，观七相。

湘西情结

雪峰余脉，武陵山岳。五十载，魂游

梦竭。随农耕田，跟工打铁。诗词歌阕，拜

师傅，鹦学舌。

排吾除险，围堤里耶。战高家，沱江

映月。北窖南移，红林增色。湘西情结，铭

于骨，溶于血。

矮寨大桥

长蛇出阵，蛟龙飞堑。似彩虹，悬挂

天边。横空出世，笑傲宇寰。谁敢比拟，此

艰险，此壮观。

拉近沿海，贯通湘川。富苗乡，开发

西南。百年梦想，千载夙愿。雄视全球，大

动脉，新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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