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醴陵市教育局 易景军

独钓一池冬
□ 长沙县梨江中学 李海燕

初冬，阳光正好，着一根钓竿，
搬一把小凳，提一壶清茶，携一份
闲适，来到山中小塘。

小塘四周被绿树合抱，抬头只
见天，低头只见水。天是纯粹的蓝，
无一丝杂质；水是深深的绿，无风
无涟漪。

对面土黄色的塘基边长着大
片芦苇，细细高高的苇杆上，开着
像白色棉絮一样的花，像一支饱蘸
诗情的笔，在蓝色的背景下，流淌
着妙不可言的神韵。 微风起，芦苇
摇曳，芦花飞舞着飘入水塘，轻轻
一落，便抚皱了一池冬水，点点涟
漪不断地滑向浮标，彩色的浮标轻
轻晃动，恍如鱼上钩了，我猛地一
拉，却什么都没有，才知道芦花如
此的调皮。

重新装好鱼食， 调整浮标，轻
甩鱼竿， 把垂钓地点抛向更远处，
轻啜一口清茶，任时有时无的桂花
香，从鼻尖绕过，任天上的鸟嗖的
一声划破天际，我只管静候鱼儿上
钩。

水塘里分明有一个蓝得纯粹
的天，恍若垂钓不是在水里，而是
在天上。 芦苇倒映在水中，苇杆更
细，芦花渐渐散去。春天时，当春风
刚刚吹谢了雪花，芦苇就迫不及待
地探出了尖尖的脑袋， 几天不见，
长成翠绿的高个。 夏天时，鲜嫩的

芦花是一片展开的紫色丝绒，柔软
而细腻。 秋天时，这里曾经栖息着
鸟、蜻蜓，栖息着夜的私语和渐渐
柔和的月光。 到了初冬，芦花把自
己染成月色一样， 在风的安抚下，
青涩渐退，心平气和中卸去了自己
的浓妆，还原成一株芦苇的本色模
样，散发着质朴的清香。 每一种美
都是人生必然的经历。

家里的小狗寻我而至，撒欢地
绕在我的两腿之间，用它的身体不
断摩挲着我的脚，在水塘边吧唧吧
唧的啜几口水，又乖乖地躺在我的
脚旁，阳光洒在树丛里，星星点点，
跳跃到我和小狗身上， 风轻悄悄
的、软绵绵的。

突然，手底下一沉，浮标猛地
一晃不见了， 随即又猛地向上一
送，我立刻抖动手腕，把钓竿往后
一杀，钓线绷紧了，再一松杆，抓住
摇把，快速地转动起来，重新把钓
线拉紧，一松一紧之间鱼被拉出了
水面，把水里的树、芦苇、蓝天都拉
成了褶皱。小狗一惊一乍之间也猛
然醒悟，兴奋地在水塘边来回地跳
动。

冬阳正暖，天空正蓝，得鱼时，
得其乐；无鱼时，得奇趣。看山不似
山，看水不似水，看见芦苇，绿了芦
杆，白了芦花，我独钓一池冬，何其
乐也。

抒怀

那是一个遥远得如同天边的村子，
海拔 600 余米，叫雾寒村，在安化县。 那
里山高林密，道路交错。 今年下半年以来
感动了无数人的 92 岁退休教师唐上君
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唐上君的家是一幢很古旧的青瓦木
房， 屋旁有一座小小石拱桥连通村中心
地带。 房子的建成时间起码在 40 年以
上， 与周围村民气派的小洋楼形成鲜明
的对比。

走进木屋， 一股阴暗潮湿的气息直
扑过来。 房子低矮，采光极不好。 爬上一
层木楼梯，我们来到房子的阁楼。 阁楼就
更低矮了，但屋顶盖了亮瓦，光线比一楼
要好。 这里大约有 10 来平方米，是唐上
君雅称的书楼， 也就是他平时辅导学生
的场所。

书楼太简陋了，简陋得令人怜惜。 苍
灰色的柱子与板壁、破旧的书桌、古老的
花窗，似乎都够上文物的等级。 永不过时
的是那一摞摞书籍和资料， 尽管有的已
经发黄，但丝毫掩饰不了它的光辉。 那些
手写整理的上千道难题， 还有各种摘抄
的名言警句， 都静静凝视着每一位造访
者， 无不见证着时光的积淀和其主人的
辛劳付出。 这里是雾寒村留守儿童的乐
园。

唐上君的背已经驼了， 但他的腿脚
灵便，上下楼梯比我们还要迅速。 更令人
难以想象的是，92 岁高龄的他思维敏捷，
还能解初中物理、化学等习题。 每天只要
孩子们有时间，他必定辅导他们学习。 遇
到情绪不稳定的孩子， 他还登门去做思
想工作，送去勉励与关怀。

在唐上君的脑海里， 从来没有过有
偿补课的概念，他的辅导全部属于义务。
22 年来，他的工资、奖金全花在了孩子们
身上。 2015 年，唐上君被评为“安化县第
三届道德模范”，获得 5000 元奖金。 他捐
出 3000 元， 用于奖励村上考取了高中、
大学的优秀学子； 剩下的钱则用来购买
了图书和教辅材料。 现在经他辅导的学
生，不少早已走出大山。

在唐上君的带路下， 我们来到村上
的教学点。 刚走进校门，幼儿园的小朋友
就围了过来，对着他喊到：“唐爷爷！ 唐爷
爷！ ”很是亲热。 于是我明白了，也相信
了，他经常来这里，否则孩子们对他不可
能那么熟悉。

这个教学点曾经被撤掉过，是在他的
坚持下才恢复的。 他们被唐上君的精神所

感动，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这里修起了崭
新的教学楼，唐上君又出面请来代课教师，
这个教学点才恢复了生机。 他也成了学校
的常客，天天要来学校走一走、看一看。 他
说，只有看到孩子求学的样子，他才踏实。
这一坚持就是整整 22年。

蓦地， 我想起在书楼的墙壁上所见
到的唐上君用红纸手书的一份 《入党誓
词》，时间久远，纸张的颜色已经消退。 唐
上君说， 他每天都要面对誓词问自己到
底做得怎么样？

我们是在太阳西斜的时候离开雾寒
村的。 其时，我看到阳光从树丛中透射出
来，是那般地耀眼。 而我也知道，雾寒村
还有一束光芒比阳光更为耀眼， 那光芒
不是照在婆娑的树影间， 而是照在村民
的内心深处和孩子们的人生路途。

□ 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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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

畅情
印象大 雪 留 痕

张德华 / 摄

初冬，俯临渌江，以满腔的爱，舀
饮着瓷城溢出的千年古韵。

憨厚的南方汉子，伫立于桥，在奋力
回味瓷城印象，在悬腕书写水墨云天。

陶瓷出色。 远在东汉时期，醴陵新
阳楠竹山就有较大规模的陶器作坊，隋
唐五代时期醴陵窑逐渐发展,�距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 醴陵釉下彩陶瓷釉色
莹润淡雅，因别具特色而闻名于世。

花炮生辉。 大唐始初，中原狼烟四
起。 中国花炮始祖———李畋，创新“爆竹
法”，防疫治病、破除迷信、救民于水火；
设“丹药爆竹法”，治愈了李世民的怪病。

状元芳洲，一江两岸，更是洋溢着
唐诗宋词与元曲的传奇。

这是神话般的故事。 一路起来，铁
与血已造就一路荣光， 铸就了醴瓷与
烟花的品质与辉煌。 醴瓷现已成为人
民大会堂的国宴瓷， 醴陵焰火绽放在
天安门广场书写着 “70” 和 “人民万
岁”， 旗滨玻璃在焕发着神奇的色彩，
身着船湾服装的国旗护卫队更是成为
天安门广场一道亮丽风景线。

锦绣河山，回眸一笑百媚生。 江水
在随心走，跟着游吟。

不知不觉已是小雪节气， 河上却
不见雪的影子， 听说今年石门县已经
落下雪花， 又听说我省今年的第一场
雪，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

于是又盼望着下雪， 因为喜欢看
那银装素裹，喜欢看那晶莹剔透，更想
去数一数这渌江之水究竟拥抱了多少
雪花，这一江碧水又埋葬了多少晶莹。

我自知，多年的行走，全身已沾满
了世俗的灰尘，我想借助雪花的功力，
将身心置于这绿水青山中， 尽情地洗
涤。 边洗涤边行走，绝不停留，步履铿
锵，因为我要生活在最真实的环境里。

所以，在大雪封山之前，我都会把
春夏秋三季种下的印象全力迁徒。

尽管我的囊中和笔下羞涩， 不能
立碑也不能撰文，但热情总还是有的。
我想如果你是云南或者广东一带的朋
友， 从没看过雪， 待到大雪纷飞的时
候，请记得发来信息，我将为您盛上一
袋，再找一家快递公司给您邮过去，因
为那里面有我的心， 更盛有瓷城美丽
的故事与传奇。

回忆
在我的家乡，冬至这天家家户

户都有吃汤圆的习俗。 秋收过后，
农事忙清了，农村也迎来了轻松悠
闲的冬季。 各家各户粮满菜足，准
备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数九寒天。

“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 小
时候，每年的冬至节，母亲总会给我们做汤圆
吃。记忆里，我们家的汤圆是独一无二的。说独
一无二一点不假，首先做汤圆的糯米是母亲种
植的，黄澄澄的糯谷碾除了谷壳，就变成了白
花花的糯米， 那种白仿佛春天的梨花一样，白
得鲜艳；再就是我们家做的是无馅汤圆，煮熟
以后加上白糖，细腻劲道，口感香糯。

母亲在冬至前一天，会把秋季新收的糯米
浸泡在一个木桶里，等糯米浸发以后，再用小
石磨磨成雪白的米汤水。接着用一块细纱布做
成袋子，装满灶膛里的草木灰，放在刚磨成的
米汤水上，把水分吸干净，剩下的就是雪白而
细腻的糯米粉泥。 冬至当天，母亲拿来一个竹
扁，把糯米粉泥放在竹扁中，捏成乒乓球大小
的一坨，就开始搓汤圆了。

灶膛的柴火烧得仿佛天边的晚霞，照得我
们的脸火红发烫，锅里的水翻滚着，热气腾腾。
母亲把汤圆一个接一个地放入锅里，汤圆在开
水中打着滚，上下翻腾着。大约十多分钟，汤圆
浮在水面上，不再下沉，就可以捞出来食用了。

母亲舀出第一碗汤圆， 首先用来祭祀祖
先。 我们站在旁边，跺着脚，搓着双手，口中的
涎水已经恣意横流了。 敬神祭祖过后，我们一
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开始品尝美味的汤圆。 白
白嫩嫩的汤圆冒着白气， 加入晶莹透亮的白
糖，轻咬一口，软软绵绵，滑爽细腻，馥郁的香
味缠绕在唇齿之间。 一家人的欢声笑语，消弭
了冬天的寒冷，只剩下一室的温馨。

长大以后远离家乡，冬至的记忆被尘封在
岁月的褶皱里。 每年冬至的时候，不一定有汤
圆吃。 当母亲打电话问我冬至吃了什么，我总
是对母亲撒谎：“吃了汤圆。 ”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各种口味的
汤圆机械化生产出来，唾手可得。我买过几回，
煮出来的口味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又到了冬至
吃汤圆的时节，我想起了母亲做的汤圆，想起
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日子。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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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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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江桥上望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