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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子衿

儿时住在封闭的小山村， 与外界的联系
少之又少。 只记得当时两个姐姐到了可以打
工的岁数了，在公社和村干部的联系下，不少
广东老板来村里招工。 大姐、二姐相继踏上了
南下打工的征程，而我依然在父母的怀抱里，
读书、上山打柴、下地捉泥鳅。 日子过得枯燥
乏味，对两位姐姐的想念之情日益加剧，所以
每到快过年时，总是眺望着远方，希望某一天
能在村口把姐姐等回家。

在单调的日子里， 外出赶圩能给我平淡
的生活带来不少的惊喜。 我清晰记得，为了生
计， 父亲曾从外地贩一担熟透了的红色桔子
回来，第二天，我就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去赶
圩。 一路上， 父亲热情地叫遇到的人试吃桔

子。 见我嘴馋想吃，于是，父亲就剥一个给我
吃，那甜味，让我至今怀念。 印在脑海里的记
忆，依然定格在东毛山村的那条小路上，父亲
挑累了，就把身上的毛衣脱下来歇息一会，我
也围着担子在玩。 全然不知这担桔子好不好
卖，能不能赚到钱。

最令我期盼的是去镇上卖辣椒， 我总是
吵着要跟着去。 去的时候，可以坐村里的手扶
拖拉机，我和村里人站在车厢后面，用手握紧
车厢上的铁栏杆，一路吹着风，好不惬意。 最
开心的是父亲和村里的人把辣椒摊摆开做生
意，我就坐在一旁看热闹。 待快散圩了，或者
是快到午饭时， 我就会吵着要去吃五角钱一
碗的牛血汤。 在农村没什么好吃的，一碗牛血

汤就是我们的山珍海味。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我们可以

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许，人生
的路上我们会运气好一点， 也许会运气差一
点，但老天终究不会辜负勤奋努力的人。 一个
人的成熟就是接受自己的出身， 原谅父母的
无能。

看着一天天变老的父母和一天天长大的
小孩， 回想起自己也曾经有过无忧无虑的童
年，双眼已经盈满了泪水。 父母年近七十，可
还在为我们的事情担忧， 他们什么时候能放
松一下肩上的担子？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到
中年不知亲情可贵。 愿我们和我们的下一辈，
且行且珍惜。

赶 圩

闲话

出国多年的儿子要回国了， 单亲母亲为
儿子准备接风宴。

她去超市购物， 一贯节俭的她连价都不
讲。“这种，我要这种，最贵的牛里脊。 澳洲进
口的吗？ 称两斤！ ”。

回到家里更加紧张， 她一再叮嘱帮手的
阿姨：“菜要洗干净啊， 起码洗三遍。 对了对
了，千万不要切了以后再洗，这样营养成分都
流失了。 ”十几种水果榨成汁，在冰箱里早早
冻上；饺子包好了三种馅儿；羊排加好调味料
煨着， 就等儿子一进门再下锅———这样炒出
的羊排鲜嫩又热辣。

屋子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唱机里放着儿
子最喜欢的外国音乐， 鲜花是早上去花市挑
的，摆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直到儿子进门的那一刻， 她搓着手连围

裙都没有摘就从厨房里奔出来，却居然“近乡
情怯”地不敢上前。 还是儿子上前拥抱了她一
下，她的眼里瞬间充满了泪水。

大家坐下来吃饭，她不停地给儿子夹菜，
儿子却吃得不多。 她紧张地问儿子：“怎么了？
是不是饭菜不合口味？ ” 儿子摇摇头：“不是
的，吃了飞机餐，所以现在不饿。 ”吃过饭，儿
子推开碗，很快地说：“妈妈，你们慢慢玩，我
约了老同学们出去唱歌，先走了。 ”说完就背
起包出了门。 她瞬间失落了许多，却也没有出
声阻止儿子。 老友们问她：“怎么了，是不是有
点儿不开心？ ”她摇摇头：“孩子大了，有他自
己的生活也是应该的。 我就是觉得，折腾了这
么一天，准备这一桌子菜，他才吃了这么一点
儿。 这样想来，真是有一点儿难过。 ”

一封信也许写了改改了写，字斟句酌，写

到潸然泪下。 一句话也许思前想后， 战战兢
兢，鼓足勇气才敢开口。 一个拥抱也许包含了
太多的感情，无法用言语倾诉，只好使用最简
单的肢体语言， 只盼对方可以了解， 可以感
受。 把爱捧到我们面前的那个人，他的付出也
许并不止于表面的一切。 他花费了 10倍的时
间与心思，只为博君一笑，哪怕这份爱非你所
愿，也请欣然笑纳。 应当为这份爱敞开 10 倍
的心怀来包容， 才不至于狠狠辜负那份你永
不知道的付出。

收到爱的时候，把爱乘以 10，你会更加将
心比心。 付出爱的时候，把爱除以 10，你不会
太伤感失落。 情之一事， 无法以数目精确计
算，却能有所感悟。 不要做茫然不知所获的感
情白痴，徒伤人心而不自知。 爱，可以不回报，
不可不知道。

最情时

字如其人
□ 平江县第四中学 李锋

这个世界上，植物是给予者，动物是消费者。
而人，作为动物中的动物、猛兽中的猛兽，乃地球史

上最大的食客。
在超市，将包装精美的五谷杂粮一件件往筐里填时，

我忽然升起个疑问：我们竟然从不种植，一辈子只当终端
消费者，一辈子如《诗经》里所说的那种“不稼不穑”？

这不奇怪吗？我们竟然从不生产，只埋头大吃大喝，我
们甚至懒得去拜望一下对方，看看它们是如何诞生并抵达
餐桌的……恐怕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某样东西的
消费者和它的生产源，竟相距如此遥远，隔离如此彻底。

人一生必须吃点亲手种植的东西， 必须尝试一点田
间劳作。 农耕是最朴素、最基础、最简易的活命方法，与天
地共栖，与日月同辉。 一个人，即使没书报没音乐没电脑，
但只要有一捧种子和一把锨， 就能活下去。 农耕也最诚
实、最无欺，在所有生计行当中，其付出与回报、汗水与果
实，最有可能成正比———简言之，它的逻辑最正直，最体
现命运的公正和积极。

朋友一幼儿， 被带往乡下探亲， 村口迎面撞上一头
猪，吓得哇哇大哭。 朋友哄劝，那不就是动画片里的猪宝
宝吗？ 孩子拼命摇头。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乃我的床头书之一。
他说：“倘使你没有一块农田，你将面临两个精神上的危险：
一是以为早餐来自杂货店，一是以为暖气来自暖气炉。 ”

此话早已应验了。 如今的孩子眼里， 一切都是现成
的，一切按流程和说明书来走，世界本来即是安装好的这
个样子：自来水属于自来水管，燃气属于燃气灶，热水属
于热水器，微波炉属于电插孔，蔬菜瓜果属于超市……

我听到过两则对话———孩子：“将来我要挣好多好多
的钱！ ”妈妈：“为什么呢？ ”孩子：“没有钱人会饿死啊！ ”
妈妈：“不会吧？ 你可以自己种东西吃的啊！ ”孩子不解。

孩子：“妈妈，春天来了吗？ ”妈妈：“还没呢。 ”孩子：
“春天来了，电视会告诉我们是吗？ ”妈妈愣住了。

我不敢笑，孩子无辜。

文字家

美的分寸感
□ 李少君

火花

美的分寸感
呈现在她每一缕
精心梳理过的细腻的发丝上
深夜，他蹑手蹑脚地潜入
却仅仅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没有偷走任何东西，包括她的心

□ 蓝山县宣传部 梁利

现成的世界
□ 王开岭

写诗吧

浏阳河中的菊花石
□ 浏阳市 丁纯蓝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 永和镇
大溪河的碧波潭就是其中一湾，而
菊花石是大溪河中的一朵奇葩。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我来到了
大溪河边的永和镇。 大溪河缓缓而
过，仿佛向我暗示着什么。我似乎听
到菊花石“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
生命的喜悦。 我似乎看得见菊花石
在河底踏歌起舞， 倾注了自身的诗
情画意。

闻名中外的菊花石是天然的稀
世珍品，其“花”蕴育矿藏，其主要成
分为天青石与菱锶矿。 纹理清晰,形
态酷似菊花，神态逼真、玉洁晶莹、
栩栩如生。 大溪河底的菊花石取日
月之精华，吸天地之灵，凭着与生俱
来的独有气质征服了所有的人。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默默无闻的菊花石大放异彩。 永和
的工艺大师戴清升之绝创“映雪”

“花瓶”“《梅、兰、菊、竹》”屏风参展,
令世人刮目相看,拍案惊奇“河里石
头会开花”,菊花石工艺品获得“稀
世珍品金奖”，至今保存在联合国博
物馆。

菊花石雕是我国三大石雕之
一。 浏阳菊花石雕是国际市场的独
特工艺品， 大溪河所产菊花石质地
细腻，花形千姿百态，大自然赋予了
人类珍贵的矿藏， 人类用智慧创造
了菊花石雕这一民间的行业。 2003
年，永和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了“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

由于菊花石矿源较少， 制作的
工艺品极具收藏价值， 因此与湘绣
齐名。 菊花石天然的“花”是菊花石
雕之本，花有形态，如蟹爪菊、竹叶
菊、蒲叶菊、金钱菊等；还有单瓣重
瓣，有全开、半吐之分，也有单蕊、双
蕊、三蕊与无蕊之分，花瓣能表现阴
阳向背，疏密有致。

如今浏大公路从永和的金盆村
穿过, 我期望浏大公路给永和的乡
亲带来新的生机。“不是花中偏爱
菊，此花开后更无花。 ”浏阳河里的
菊花石将会因浏大公路的贯通向世
人展露它的美。

十倍的辜负
□ 辉姑娘

“我的名字太难写了，老是写不好。 ”
在幼儿园读小班的翰仔对妈妈嗔怪地
说。 现在的家长为孩子取名时，唯恐重名
与不出彩，从常见的三字姓名扩展到了四
字，还尽找一些冷僻字，休怪孩子写不好，
连我这个语文老师有时也认不出来。

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和
最美表现形式，随着电脑的普及，能写一
手漂亮的钢笔字或毛笔字的人已经越来
越少了。

人们喟叹：字是门头书是屋。 留给他
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一手好字，从笔
画的流畅度、结构的稳定度、手法的灵活
度、 整体的美感度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
豹。 性格柔和的人，写出的字总是内方外
圆，从不四角突兀；相反地，性情急躁、办
事不成稳的人，写出的字总是潦草不堪，
或东倒西歪，老是出方格线；性格不温不
火，办事拖拉的人，写出的字修长变形，虽
自成一格，但也入不得章法；现实中沉默
寡言，高傲生冷，原则性极强的人，写出的
字总是方方正正，一笔一画中规中矩，绝
不潦草半点。 字如其人，从字观人、识人、
用人，不亦正确乎？

八十年代上学时，村小的杨先生在三
年级开始教我们这帮“鼻涕虫”学写毛笔
字。 当时村里的小卖部缺少现成的瓶装
墨汁买， 我们用的是价值一角钱的长墨
条。 掺水后用力划圈研磨，当砚池中墨汁
浓稠，用小楷笔轻蘸墨水，临摹先生用粉
笔字在黑板上标出的空心笔画。 虽然在
大字板上写出的字老是跑出米字格来，或
是占不到米字格的一半，但大家的兴趣不
减。 待到自己师范毕业后再教学生时，学
生们虽然都不愁纸墨，但却不如我们在缺
纸少墨年代写出的毛笔字方正、规范、入
法。

我从事办公室文字工作，虽然是无纸
化办公，但是总少不了签字或手写意见之
类的文档，自认为钢笔字还过得了关，但
毛笔字没有神韵章法。 可只要见到别人
能随手书就一笔好字，便会内心好生羡慕
他有个好“门面”。

坐下来写得了好文章，铺开纸又能书
写一笔好字，快意人生与事业成功总是少
不了这个“门面”，莫道工作紧张，其实每
个人都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静下心来
练字，在修身养性之余，一定还会赢得意
外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