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韵 编辑：彭静
版式：伍芳芳 校对：夏唯崴

2020年 5月 20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张德华/摄

印象

感悟

三株铁树截然不同，这是人们的第
一反应。左边的铁树，茎干又短又圆，羽
状的复叶枝条苍翠，但缺少些盎然的生
机。 中间的显然是个“外来户”，立根不
深，枝条将舒未舒，显出慵懒模样。最右
边的那株，生命力极其旺盛，顶生嫩绿
的长羽叶，枝条洁滑光亮，油绿可爱。

多年以前， 摆在这里的三株铁树，
不是今日所见的这般模样。

当年的三株，一起从苗圃园移栽过
来，差不多一样大小。手臂粗的树干，如
铁打般坚硬，虽短小却圆浑。 根根绿枝
又细又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油亮
的光泽，苍劲有力地伸展着，宛如一笔
笔肆意挥洒的泼墨。

当辽阔的江南成了冰雪的领地，可
怜的三株铁树， 裸露着矮小的身躯，撑
着无法收拢的枝条， 任由北风肆虐摧
残。 置身于漫天飞舞的雪花包围之中，
本就不耐寒的它们，早就收起了高昂的

姿态，低垂着外硬内脆的枝条，显出楚
楚可怜之态。

粗心的主人， 似乎忘却了它们的
存在，没有及时给它们穿上冬装。 它们
曾经带给世界的那点翠绿，那点坚韧，
被严寒的冬天一点点地侵蚀。

当春天的脚步姗姗而来时， 三株
铁树终于松了口气。 温润的雨水很快
洗净了它们身上的残泥， 圆圆的水桶
腰上，三角形的鳞片也开始慢慢脱落。
表面看上去， 它们又恢复了往日的生
机， 根在一点点地扎， 叶在一点点地
伸。

可是，渐渐地，中间那株铁树经受
不住岁月的煎熬，显出虚弱疲态，枝条
逐渐泛白，再转黄，接着整根整根地呈
现出焦枯颜色， 不知哪一天实在坚持
不住了，就倏地掉落到地上。 曾经引以
为傲的小蛮腰， 也在不经意间变瘦、变
黑……左、右两棵铁树顾不得、也顾不
上照看同伴，用狭长的枝叶吮吸着雨露
给予的有限精华， 把所有的根全部用
上，探寻着花盆里所剩不多的养料，极

力避免同伴的厄运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春去秋又来 ，秋去春再来 ，时光悄

然间轮回了两次， 当春天再次降临时，
中间的铁树渐渐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终
于，细心的新主人看出了三株铁树的迥
异，用一盆新的苏铁替换了没有了一点
生机的中间那棵铁树。

原本相近的环境 ， 原本相似的基
础，一株强、一株活、一株枯。 似乎在告
诉人们，如果坚守生命的本能 ，那蓬勃
的生机就会不可扼制地生长，根会因强
固而不再柔软 ， 茎会因苍老而愈发坚
韧，枝会因衰弱而化为春泥。 反之，生命
就会被环境强行规定着，经暑耐寒之后
逐渐衰老 ， 生命也不知何时将戛然而
止。

如果一切生命都不与自然的无情
一面抗争 ， 世界上会少了许多迷人的
花、蓬勃的草，奇妙的树。 三株铁树的不
同结果，就是生命对于自然考验的不同
反映，就是人们对于人生厄运，是抗争、
顺从、还是屈服的示范。

三株铁树
邵东市特殊教育学校 王建云

生活

朋友从老家过来， 母亲
托他帮我带了几束枇杷。

思绪就像风筝一样随风
飘动，线在手心，风筝飘得很
远很远。

初夏，石马江上，青石板
桥，河水叮咚；悬崖边上，古
树并肩排开， 万千枝条齐刷
垂下成了悬崖的头发， 郁郁
葱葱，掩映间炊烟袅袅，曼妙
升腾；树木葳蕤，阳光透过碧
绿层叠的树叶间倾泻下来，
斑斑点点晃动。

儿时的水果都是季节时令果， 比较单
调。学校在离堤岸五米开外的高土坎上，左
侧的小操场上，有四棵树，一字排开，苦楝
树，鹅梨树，松柏树，枇杷树。我们都喜欢枇
杷树，枇杷树不像这个季节里的其它树种，
光秃着头，毫无生气。 枇杷树叶厚宽实，初
冬开花，花儿小，毛绒绒的，一个个枝桠间，
几片枇杷叶撑映， 几十朵小小花簇拥在一
起，有直立的，有低垂的，黄澄澄，金灿灿挂
满了枝头。 果实成熟时， 表皮绒毛开始脱
落，逐至金黄。 遇上好年景时挂果累累，大
口袋， 小口袋， 在放学时都会被塞得满满
的。

我喜欢吃枇杷，缘于母亲。 年少时，邻
里叔婶都叫我“鸭公嗓”，经常一遇干燥天
气， 就燥热咳嗽， 有时会连续几天声音嘶
哑，胀红着粗脖吃力地说话。刚开始母亲以
为我早熟变声，没太多理会，后来发觉我个
头一直没有长高，不可能这么早变声。村里
老中医“祖爷爷”给了母亲一个土方，用枇
杷叶和枇杷果仁做药引，煲水或生吃。服后
一段时间，真的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声音
洪亮。

今又初夏， 母亲在视频中告诉我去年
新移植的枇杷树结果了， 视频中枇杷树矮
小，金灿灿的枇杷串串挂满了枝条，沉甸甸
的。

我又想起了村口， 河堤岸， 村庄的站
台，相聚和离开，有时在雾锁的清晨，有时
在暮色沉沉的傍晚， 母亲的身影都会出现
在站台，目光悠长。

枇杷熟了， 金黄灿灿， 想起了甜中带
润，甜中带香，不禁口润生津，我的心也随
着荡漾起来，我想起了台湾作家林清玄《太
麻里枇杷》里那句：“那金黄的回忆之河，是
枇杷的金，也是阳光的金”。

我想， 这一定也是母亲悠长目光里的
金。

说起擂茶， 桃江人无不顿生爱意，
走到天涯海角，只要看到“擂茶”二字，
便觉家乡未曾离开。

桃花江擂茶取材不同于安化擂茶
或客家擂茶，新摘的嫩茶叶 、炒香的花
生、脆脆的熟绿豆，再加上白鼓鼓的生
芝麻。 擂茶的人靠墙坐在小板凳上，双
腿夹住陶制的擂钵，一手握擂锥 ，一手
扶擂钵，抓起一把绿绿的茶叶 ，沿着圆
端内壁频频舂捣、旋转。 擂锥和擂钵锯
齿状的内嵌碰撞、摩擦，发出阵阵富有
节奏的擂声。

接着，倒入淘洗晒干的芝麻。 在家
乡，就算锅里没米，也不会茶罐里没芝
麻。 走亲访友，带几斤自家种的芝麻是
最好的礼物。 熟练的擂茶手，端坐得直

直的，擂锥转得飞快，还能谈笑风生。
“走东家 ，串西家 ，喝擂茶 ，打哈

哈。 ”一会子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功夫，
奶白的芝麻汁和花生绿豆泥融为一体，
绿色的茶碎点缀着茶汤，满屋子的清香
扑鼻，令人口齿生津，这时候，茶便擂好
了。

乡人说 ， 擂钵是不常见的上大下
小的棕色倒锥体 ， 擂锥也不是普通的
棍子，很有讲究。 多年生的野生山茶树
是上等的擂锥，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打
起擂茶来才能力到好处 、得心应手 ，山
茶树的木香味融入醇香的擂茶中 ，又
平添一份自然芬芳 。 品相好的山茶树
难得一见，所以，小时候若是谁家有一
根又长又直的擂茶棍，定要遭人羡慕。

乡人又说“听擂声相媳妇”，擂茶不

仅是一道茶 ， 更是接人待客的重要一
课。 精明的擂者，能从打擂茶的声音里，
听出擂茶技术高低，辨别擂茶材料的粗
细好坏，还能感受出擂者的性格。 沉稳
内敛的人，擂出的声音轻而不飘 、重而
不钝，心境也是内敛，平和。 而那沿边轻
摩，翻底闷响的“沙沙”声，定是勤劳敏
捷的姑娘擂出的山歌……

乡人还说 ，桃江人爱吃擂茶 ，不仅
因为味美， 更重要的是它的养生功效。
常年喝擂茶的女子， 皮肤白嫩细滑，耳
清目明，泛着灵气。

经历了疫情的洗礼，也更加懂得生
命的真谛。 不少乡人在自家庭院，摆上
八碗碟，闻着清幽的栀子花香 ，伴着虫
鸣蛙唱，安坐吃擂茶。

吃擂茶
长沙市望城区长郡月亮岛学校第三小学 符启霞

枇
杷
流
金

□

陈
迎
春

诗吧 收 工

抒怀

悬崖上的树
（外一首）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贺显华

你为何不在肥沃的平原上生长
或者依附枝繁叶茂的伙伴
偏要选择恐怖寂寞的悬崖

风霜雨雪恶毒地折磨你
想要扼杀你

老天爷经常断送你的养料
想要渴死你

山上路边的伙伴们替你悬着心
生怕你跌落悬崖

你的根须紧紧地咬住脚底的岩土
瞧！ 你的枝头上

站立着一个蓬勃翠绿的春天

瀑布
一道白银

从云崖呼啸扑下
因有一往无前的信念
才有威武雄壮的形象

为了远方的一个梦想
融入浩浩的江河
不怕铜墙铁壁
不怕粉身碎骨

用一把倚天长剑
从山崖间开辟一条前进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