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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山

在乡下，寻常人家的日子是由烟火串联起来的。
薄雾轻笼的清晨，一根根或细长或粗短的烟囱里，缓缓

冒出一缕缕淡淡的烟雾，弥漫在农家小院的房舍屋檐上。
院子里的鸡开始不厌其烦地喔喔啼鸣，远处也断断续续传
来一阵咳嗽、几声犬吠和哞哞的牛叫声。被露水滋润过的
田野，空气中飘着一股清新湿润的草木清香。村庄慢慢从
炊烟中苏醒过来。

待到日头当顶，蝉鸣柳梢，田地里侍弄庄稼的女人就一
路小跑回村，炊烟再次在村庄上空升腾起来。在地里劳作
的男人偶尔直起腰，抹一把汗，灌一口水，目光穿越绿油油
的庄稼和树林，远远望向村庄，若是自家烟囱的炊烟渐渐散
去，便扛起锄头，匆匆往家的方向走去。

落日余晖烧红了半边天。放学回来的孩子们，把书
包一扔，就跑到村边的野地里追逐打闹，笑声肆意张扬。
田坝沟渠里，有人挽起裤腿捞鱼摸虾，泥垢满面。稻场
上，有人赶着自制的铁环赛跑，看谁的铁环立得稳、滚得
远。有眼尖的孩子瞧见自家的烟囱升起了浓浓的烟，便
赶紧拍去身上的草屑尘土，驾着风，一溜烟儿飞进院子
里。正当他大口喘气的时候，就听到厨房里喊了一声：

“去抱一捆柴火来！”
村庄离不开火和烟，而乡下人对火也是虔诚的。人们

喜欢在秋收后的田野里燔火烧荒，在获得土地的馈赠后及
时回馈土地，似乎是乡下人遵循祖辈传承的一种仪式。忙
完“双抢”，人们会在田里留下一部分秸秆，等风干以后，将
它们点燃，让那些已经失去生命的干草枯枝回归大地，燃烧
后的灰烬就成了土地的养料。被火烧过的田地，再次接纳
犁耙的耕耘，新翻的泥土散发出浓郁的泥腥味。土地期待
着不久后的春天。

每到这时就是孩子们的节日。趁机从邻近的地里挖几
只红薯，扔进燃烧的火堆，眼巴巴地望着。待到有香味儿飘

出，就兴冲冲地用木棍在灰烬里翻找。一只只红薯被烤得
焦黑，撕开皮，冒着一股子热气，顾不得手脏，也不怕烫嘴，
就往嘴里塞。那香甜，回味不已。吃完，看着熄灭的火堆还
觉得不过瘾，扯一把枯草引燃田埂上的芦苇茅草，立即发出
哔哔剥剥的声响，火越烧越旺，如火龙游弋。

举办婚礼应该是乡村用火最隆重的时候。谁家办喜
事，就会提前三四天请来乡间专门负责做宴席的大厨。问
清待客规模后，大厨就拟定需要购置的各样菜品、原料清
单。随后，便在主家院子里选好一片空地，用土砖、黄泥、麦
草等材料砌起几个土灶台。把垒在院子角落里的树桩、截
成段的树身子扒出来，一个接一个用斧头劈开，码成一堆。
木柴一根根往灶膛里添，燃起熊熊烈焰，火苗噌噌地往上
蹿。院子里人头攒动，大锅里热气腾腾。

“新大姐接来了!”守在村口的人一路小跑来报信，主家
赶紧招呼人放鞭。一串二踢脚飞上天，几声清脆的爆竹声
响彻村庄，紧接着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经久不息。娶
亲队伍进村了，大家纷纷从家里涌出来看热闹。新娘子终
于姗姗地来了，被人群簇拥着。陪在旁边的妇人称为“牵
娘”，牵娘是在下车、进门时,要照顾和保护新娘子的人，婚
前帮助布置新房，新娘进门时还要会说四言八句，必须是家
风优良、品行端正之人才可以胜任。此时，主家大门门槛外
已经摆上一个涂抹着红油漆的火盆，几块木炭烧得通红，时
不时啪啪炸出火花。牵娘一边搀扶着新娘子往火盆上跨过
去，一边大声说道：“新娘跨进门，带来聚宝盆。合家保平
安，贵子早早生。”一时间，欢呼声、嬉闹声、谈笑声交织在一
起，好不热闹。

江山旧游在，烟火故乡邻。烟火是故乡的魂。故乡的
人生生死死，像火烧过的茅草，离开一拨，又生一拨。只是，
总有炊烟在清晨就早早飘起，总有人匆匆吃过早饭就起身
奔赴前程远乡，远离了故乡的烟火。故乡的小河依然清澈，
当年一起摸鱼的人儿各奔东西。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但
仍依稀能见到零星的烟火，在捍卫村庄的尊严。

哦。故乡的烟火，永远如诗如画。

故乡烟火
○ 何鹏 草木之语

○ 张俊芳

春夏之交，草木从蓬勃走向葱郁、茂盛。

1
两三棵树，架构一扇虚拟的门。
葱绿，悬在半空。
只见背影，轻盈。半白半绿的衣衫，点染。
前有池水，后面蜿蜒的路。见过的草木，在一种别

样语境里。
悄然交接，转换。

2
田间荷叶，星星点点。
刚从水里冒出，没有撑起的力量，浮在幽幽水面。
嫩叶上，偶尔，缀着几滴晶莹水珠，晃晃荡荡。
旁边一杆灰色枯荷。
半身折断，孤独地立着。

3
一朵白色莲花，阳光下，飘浮。
温婉，清丽。
另一片水域，三朵粉红的莲花，次第绽放。
艳丽，绰约。
不远处，一只枯萎的莲蓬，悬在黛色荷杆，耷拉着。

4
纵横树枝，挂着串串果实，它们相互依偎。
浅浅的黄，裹着绒绒的毛，稚嫩。
一枝杈上，却长着嫣红的果，两颗。
小的朝上，大的向下，似连襟的兄弟。
树根的草丛上，枯叶间，散落几枚黑色萎缩的果。

5
绿色叶间，长着白色的花朵，
长长的，瘦瘦的。白色的须，柔柔弱弱。
扯上一大把，手握着。
一路走，一路闻着，像吮吸不一样的夏天。
而湖边几丛芦苇，半枯，半青。

6
自然的草木，隐匿自己的语言。
它语调斑斓，语色笨拙。
它们站在季节交替的门槛。
曾经的，现时的。
新生的，衰弱的，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在天地间，在轮回的生命里。
窃语也好，默然也罢。
只要蓬蓬勃勃地生长。
就无怨无悔，就是幸福的。

土地的智慧（组诗）

○ 敏 捷

金

通过火焰 我看见纯金
以喧嚣的形式
答谢火焰
剑呀 剑呀
铜都时代的智慧无边
我们并不知道正是我们的双手
让铁飞起来
喧哗在人类的头顶
望着天空 我多么希望
它落下来
站在我们的双肩
构成我们信仰的全部
沉沉的金属是我们生活的重量
如果金属代表一种精神
没有什么能够与光芒对峙

火

在暗夜里厮守我们
让人群成为城市最初的形状
火 埋在大地
喂养了炊烟的精神
我们干燥的心房
珍藏每一粒细小的氧分
在通往东方的路上
用来温暖壮丽的家园
我们通红的脸膛 传递着
对火焰的敬畏
坐在田野里
我们目睹天空和大地
一并燃烧，直至红透天边
火一经点燃
就永远不会熄灭
我们将从它灼灼的光焰里
判别时间的经纬

土

是土 收留了第一批石器和播种者
用最柔软的善意
播送庄稼的呼吸
土意味着粮食
哪怕憔悴
它们内心的深处选择融化 或磨砺
它们在地心宽恕我们
归家的路上
土地的躯体上遍开鲜花
那是另一群我们

厨房里的外婆，将一只里面装着好似红
糖水的大碗递给福舅，高深莫测地笑着一努
嘴，轻声道：“给她端过去。”

“她”便是我后来的福舅妈，当时的
杏姨。

杏姨是外婆请来，给年底出嫁的小姨置
办新衣的小裁缝。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
的一个初夏，杏姨预计会在外婆家待上半个
月。她做事的地方在堂屋，与厨房之间还隔
着一间穿堂而过的卧房。

外婆的眼睛一直紧盯着福舅端着的那只
碗，原想看着杏姨一饮而尽，却被外面垒猪圈
的外公急促地喊走了。

急匆匆的外婆刚一回到厨房，就看见灶
台上那只空空的大碗，禁不住欣喜地低声问
福舅：“喝了？”福舅点点头。

这事发生在杏姨来外婆家的第二天。其
实，外婆第一眼看见杏姨，眼睛就猛地一亮，
这妹子真好看，不收她做儿媳太亏了。本
来，在大队做会计的福舅，不仅仪表堂堂，还
有人见人羡的初中文化，看上去就是郎才女
貌的天作之合。但外婆还是担心节外生枝夜
长梦多，脑子一热，就想到了剑走偏锋来一锤
定音。

这事虽然没有立竿见影，但是有了好兆头。
小姨年底出嫁后，福舅次年春就将杏姨

娶进了家门，成了我的福舅妈。
许是外婆自知在福舅妈这事上，做得理

亏,有舞弊嫌疑，所以在日后相处中，原本强
势的她也明显有所收敛。福舅妈也并没乘胜
追击地抢占家庭的话语权，而是更加孝敬自
己这位开明的婆婆。福舅妈相继生了两个表
弟和一个表妹，在她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
中，娃娃们都非常尊敬外婆。

后来，外婆在床上瘫痪的半年时间里，全
是福舅妈亲力亲为地陪护。自知时日不多的
外婆，那天当着福舅妈的面，严肃地叮嘱福
舅：“你以后要敢让杏妹子受一点点委屈，我
和你爹都不会原谅你。”

……
去年春节，我回长沙老家给福舅拜年时，

他老人家还一直想念福舅妈。显然，他没有
从三年前失去福舅妈的悲痛中走出来。

“其实，现在想来，我与你福舅妈还是很
有缘分的。”然而，一说起福舅妈，福舅的眼里
仿佛满是甜蜜，“你福舅妈来我家做衣服的第
三天，她同村的祥哥来我们这走亲戚，顺便带
来了一封信。你福舅妈只上过一段时间的扫
盲班，认不了几个字，就求我读。同时，请我
代笔写一封回信。记得你福舅妈刚一看到我
写的回信，就情不自禁地叫道，‘你的字，比我
们老师写得还漂亮！’”说到这，福舅的脸上竟
有些腼腆：“我俩就是从那以后，开始互有好
感的。”

“那碗蒙心汤？”我看着福舅，谨慎地问。
“我之前也听说过蒙心汤，本来就很反

感，更担心会伤害到她的身体。当时，看你
外婆那得意的神态，真怕你福舅妈会一口
喝下。”福舅说，“好在，你外公关键时刻帮
了我一把。趁你外婆离开的节骨眼儿，我
忙对你福舅妈请求道，‘我口渴了，能不能
将这碗红糖水给我喝？’不等你福舅妈回
话，我便颤抖地端起那碗蒙心汤……”

“你真喝了？”我急不可待地打断福舅
的陈述。

“我可不想被蒙心。”福舅笑道，“出了大
门，避开你福舅妈的视线后，我轻轻将它倒进
了阴沟里。”

一碗蒙心汤
○ 马建安

自从1986年第一篇小稿子被《黄石日报》采用后，我
就和《黄石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
在身边；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眼前……30多年过去
了，我依然是报社的通讯员。

1985 年 8月，我到位于阳新县富池镇大山中的大
冶有色丰山铜矿选矿车间，当上了一名维修钳工。远
离父母、工作轻松的我在闲暇之余，开始动笔写点小稿
子，向矿广播站投稿，慢慢地引起了党委宣传部老师的
注意。在车间宣传干事肖长安的指导下，1986年春节
期间，我写的一篇《避孕药当年货》被《黄石日报》采
用，从此与报社结缘。1988年 12月，我调入矿党委宣
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为了尽快提高自己写作水平，我先后两次参加报社举
办的通讯员培训班，并参加了副刊部创办的“八小时以外
读书会”，和方先忠、廖美泉、彭志雄、刘宇昂、阮惠珍等老
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我们向报社投稿还都是通过邮局平信方式传递，
由于当时阳新县属于咸宁地区管辖，虽然丰山铜矿职工家
属都是黄石市户口，毕竟还是跨地区，一封信有时候需要
三到五天才能到报社，新闻都成了旧闻。为了新闻时效，
我常常是头天晚上把稿件写好，第二天早上五点坐第一班
到武汉的客车，到新下陆后再转车到报社。就是这样，最
快也要第三天才能见报。

有一次，我到报社送稿子，正在大门口登记时，遇见

时任党委书记鲁昌来，鲁书记听说我从丰山铜矿来的，
当即带我到群工部主任彭志雄办公室，叮嘱彭主任说：

“以后通讯员送稿子过来，要倒杯茶，让他们有回到家的
感觉。像运红这些远道而来的通讯员，中午要留下来请
他吃饭，我有时间一定要陪。”几十年过去了，鲁书记的
话一直在耳边回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黄石日报》开始自办发行，作为
宣传干事，我除了培训通讯员、组稿、投稿外，又多了一项
工作，就是负责报纸发行。

当时我们矿山每天都有通勤车往返新下陆，报社发
行人员上午把报纸送到候车室，由工作人员交给当班司
机，下午班车到丰山后，再由司机给丰山邮局，第二天再
由邮局工作人员发放到各单位。就这样，通过多方传
递，一条跨区县的邮路就此建立，最高峰时，仅仅我们一
家矿，每年就征订《黄石日报》260份，我们矿党委宣传
部和我个人也连年被评为《黄石日报》发行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

通过两次参加报社通讯员培训和日常交流，我也
很快成长起来，创作体裁涵盖了消息、通讯、杂文、散
文等各个方面，多次被评为报社优秀通讯员，连续五年
被市委宣传部评为全市优秀通讯员，为我日后走上企
业宣传部长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和《黄石日报》编辑、记者交往中，最难忘的是廖美
泉老师。

那是1995年8月，丰山铜矿子弟学校学生张志勇救
落水儿童牺牲，为了抢时效，我在采访结束后，马上通过
邮局以电报的方式向《黄石日报》发了一篇新闻稿，第二
天报纸就刊登出来了。两天后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忙
着，突然接到招待所电话，说有一个记者来了，要我马上
去一下。

我刚走进招待所大门，传来洪亮又略带沙哑的声音：
“运红老弟，你好啊，我是老廖！”再一看，居然是尊敬的廖
美泉老师！

“廖老，您怎么来了？”上前握着廖老的手，我激动
地问。

“看到你的报道后，马上坐三四个小时的班车赶过
来，这个稿子还可以更深入地采访。”

在简单安排了住宿后，我马上陪同廖老到富池长
江边的张志家中和矿子弟学校，分别采访了被救孩童
的父母、张志的父母、同学，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后，
廖老连夜在招待所开始动笔写稿。两天后，《黄石日
报》就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长篇通讯。随后，通过
《中国有色金属报》《黄石晚报》等媒体的报道，张志舍
己救人的事迹被广为人知，为张志后来申报烈士起到
了积极作用。

哲人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是的，时间已经改变
了我身边许多的人和事，唯有黄石日报社一茬茬领导、
编辑、记者对我的关爱和扶持没有改变，唯有我对报社
倾注心血的向往和爱恋没有改变。至今我依然从事新
闻宣传工作，依然是《黄石日报》的通讯员。

时光荏苒，带走的是青春，带不走的是我对《黄石日
报》的情怀!一转眼，和《黄石日报》已经结识了36年，心中
有这块芳草地，就是我的快乐之源，就是我情感的寄托，就
是我永远不变的追求……

这些年，我和报社一起前行
○ 杨运红

罗
隐
西
塞
山

王
忆
贫

年年，，我们一起走过我们一起走过
————《《黄石日报黄石日报》》创刊创刊7070周年征文周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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