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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弦大提琴（布面油画） 道尔斯基 作

写给女儿
李元胜

小小的风来了

我的亲爱的女儿来了

脚步轻轻，气息匀匀

就在我屋子的中央

花朵兀自开放，暗香浮动

这深夜的音乐穿过

整个季节

给我以深深的报答

岁月流转

成为全部的希望

谁把她带到这角落

与我相依为命？

我的可怜的小小女儿

你看着我变成苍老

我守着你慢慢长高

日子无几，我又把你交给谁呢

一夜红了
张捷

一夜红了

武汉街头

市民伫立瞭望

眼眶噙满泪水

往事历历回放

万杆红旗如画

一夜红了

武汉街头

当《我和我的祖国》响起

汹涌澎湃震撼寰宇

滚滚秋雷胆怯了

在云层中屏住了呼吸

一夜红了

武汉街头

络绎不绝的人流

戴上红袖章

走进背街小巷

入夜，社区里灯火闪烁

欢喜（外一首）

何强

我的欢喜

是丛林中的小径

曲曲弯弯，坡坡坎坎

把自己慢下来，才能同

一棵树

一棵草，一朵花

小声地

交流鸟与兽的命运

遇见之美

一只小松鼠

“唰”的一下，从一棵树

跳到另一棵树

从一朵花香溜到一朵花香里

它的动作

清亮得

好像雨过天晴

湖北省图书馆、长江日报主办

“草根梦想空间”第四季

我的家乡·我的湖北（征文选登）

老屋
张天堂

老屋傍山而建，土墙青瓦，花栎木门窗。砖石根基，土坯墙体，墙上
架梁，梁上横檩，檩上钉椽，椽上覆瓦，房顶叠脊。

老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瓦沟里渐渐长满了青苔，墙壁上的石
灰大部分已经脱落，两扇笨重的栎木大门也是油漆斑驳，绽开一条条深
深浅浅的裂缝。

老屋四面环山，海拔较低。这里土脚深厚，阳光充沛，柴方水便，单
家独户，与人无争。门前坡上是楼梯一样层层叠起的梯田，田边长着粗
壮的树木。屋东头是用茅草盖就的猪栏。屋西头一股泉水四季清澈常
年不干。几条小路曲曲相连，高高低低，弯弯折折，在光阴中不断生长，
不断延伸。雨后，在门前看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的远山，一切是那么诗
意，那么美……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为了能让一家人吃上饱饭，父母亲拉扯着
我们姊妹四人离开热闹的村庄，举家搬迁到边远的山洼里搭棚暂居。

小时候我很贪玩，一次玩火点燃了厨房的茅草，是母亲拼命拆掉了
半间茅屋，才幸免了那场火灾。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回家看着被烧得
惨不忍睹的茅屋，决心建造瓦屋。

在打墙师傅的号子声中，老屋一天天增高。瓦匠师傅们也忙着踩泥
制瓦，在熊熊烈火的熏烧中，一窑窑青砖小瓦应运而生。

屋一间，瓦三千。瓦是房子的斗笠和蓑衣。匠人师傅把成千上万块
瓦片密密匝匝、挤挤挨挨结实有序连成一体嵌在椽子上。不怕风、不怕雨。

老屋建有一层隔楼，粗木横檩，用麻绳将竹条排密编牢铺在上面，用
来堆放玉米、大豆、小麦、土豆等农作物。房坡约四十五度，瓦垄间有空
隙，便于通风，楼上的粮食即使被雨淋了也不容易腐烂。房顶末端越过
土墙伸到屋外的部分叫屋檐，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观，主要是保护墙体和
门窗不被雨淋水浸。

大多的时候，屋檐是无言的，只有雨点把瓦片敲打出动听的歌谣时，
屋檐才会垂下无数绺水帘。雨停了，但屋檐的滴水不停，雨水沿着瓦沟
一滴一滴滴下来，滴出大山的幽静，滴出农人的希望。

屋檐下，是凡夫俗子的烟火人家。屋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快乐
时光。火房里的椽子很黑，黑得油光发亮，因为天长日久，烟熏火燎，有
的地方可以滴下油来。檐下，燕子在这里衔泥筑巢，还有其他一些不知
名的鸟雀在椽子与墙壁之间的空隙处藏身孵卵。清晨，一声声清脆悦耳
的鸟声将我叫醒。墙壁上，红火火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白生生的大蒜
瓣，是老屋四季的色彩。

老屋是我儿时快活的源泉。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火炕边
取暖，细细的火苗伴着些许的黑烟，袅袅地飘向屋顶。父亲总是坐在小桌
旁，吞云吐雾地抽着他的旱烟。橘红色的火光照着父亲古铜色的脸颊，额
头上密密的皱纹一道道舒展开来，我感觉这时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刻。

如烟的春雨，如注的夏雨或潇潇的秋雨，将吸足了水分的青瓦织进一
片雨幕中。老屋在阳光、雨水、风霜的静默中，慢慢变成岁月老去的颜色。

父母已经搬离了老家，住进了钢筋混凝土的新房。刚搬进新房的时
候，父亲总是忘不了老屋。一有空，父亲总是回到老屋拾掇拾掇，修修捡
捡，把老屋打扫干净。回来的时候，总不忘把老屋的家什带一些回来。
自父亲患冠心病后，老屋再也无人打理。

再回鄂西北老家林川，眼见之处是精准扶贫让昔日贫穷落后的旧貌
变新颜。往日坑坑洼洼的泥巴小路变成了宽敞的水泥硬化路面。一栋
栋装修漂亮的小洋楼错落有致。青山、绿水、小洋楼构成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勤劳善良的乡亲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沿着荒芜的小路回到老屋，到承载我儿时梦想的老屋转了转。因
为年久失修，老屋后半部分墙体在雨水的浸泡下已经坍塌，只剩下大门
的前半部分屹立在那里。

我回家给父亲说，老屋的墙倒了。父亲听了眼角上扬，嘴巴动了动，
像是想说点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沉默许久后，父亲重重地叹息一
声，那是父亲对老屋难以割舍的情怀。

苗栗路上的珍珠
喻之之

这条路上，全是吃的，依次排过去，是热干面、糊米酒、小笼包、汤包、
汽水包、锅贴饺子、三鲜豆皮、烧麦、油条、面窝、牛肉面、千层饼……接着
是饭店、水果店、烤鸭店、麻辣烫店、炒货店……天长日久，油烟把各种五
颜六色的招牌都熏黑了，宽厚的木条桌和门框上也被各种味道滋养得油
光水滑，像上了一层包浆似的乌亮乌亮。

店家们习惯以职业相称，比如卖豆皮的，卖包子的，甚至为了俭省一
个字而直呼为糊米酒、热干面。再或者以籍贯相称，如天门佬、汉川佬、
黄陂佬。往上走一点，才会有姓氏，比如水果店的，是张老板、李老板，饭
店的是张经理、王经理，从对面儿童医院或六医院走出来的，那就是丁教
授、赵教授、董教授了。

再往里走，这路分出几条小巷，其中一个巷口就坐着一位女修鞋匠，
不论是谁站在巷口喊一声，修鞋的！不论在哪个方位，她手上正忙着什
么，你都会听到一声迅疾又干脆的回答，哎——声音里带着热络和喜悦，
假如她正伏在地上擦鞋，她会竭力翘起头来，问，您家有么事？

我无数次路过她的摊位，不论天晴下雨，她都坐在那个巷口。天晴
的时候露天坐着，下雨的时候撑一把大伞，有时候雨大了，雨水溅到她裤
腿上，她也浑然不觉。她似乎总在忙，敲敲打打，缝缝补补。

织羊绒衫的小嫂子拎着皮鞋来找她，噘着嘴，喏，去年在武广买的，
还没落地两回，今年风向就变了，能不能给换个方头的？她停下手里的
活计，搓搓手，从百宝箱里拿出一块干净的丝绸，包在鞋上，小心取了，才
放在膝盖上端详。看看鞋，捏捏材质，再看一看主顾的脚。三天后来取，
她说。那太好了，三天后我正好要去吃喜酒。小嫂子拍着手掌欢呼。还
在上大学的俏姑娘找到她，喏喏喏，这皮带怎么这么长，系在身上松松垮
垮。她擦把手，接过来，好办，里面打两个扣眼，外面剪一截，再缝好。几
分钟后，小姑娘系在身上，神清气爽，满意地跺跺脚，走了。

她好像什么都会，钉鞋跟，换鞋底，给新鞋上线，给牛仔裤钉纽扣，给
拉链换锁头……我见过她给旧鞋换底，拿起铲刀，手起刀落，一分钟不
到，她就把鞋底剥离下来。然后拿出新鞋底，比比划划，依样剪下来。
粘，缝，叮叮叮，沿着底缘敲敲打打，几分钟而已，像魔术师一般，她一双
粗糙的大手已赋予旧鞋新的生命力。它摆在那里，那样服帖，那样合适，
没有丝毫的破败，就好像一双送到这里晒太阳的新鞋。

邻居给新鞋掌了个底，没穿几天又觉得不舒服，想削去一半。她二
话不说，把鞋接过来，抱在怀里，唰唰唰就开始下刀。修好后，邻居问，多
少钱？她迅疾一笑，说，还要个么钱咧？再只要您家穿得舒服！

她似乎与所有的小贩都很要好，他们上她那儿修鞋，把吃不完的青菜
水果，自己烙的饼都送给她，也跟她开玩笑。哎，你成天守着个摊子，你男
人又高又帅，不怕他起外心？你一双手又黑又脏，他晚上要你摸不？她先
是笑而不答，被惹急了，就高声笑骂起来，半条小巷传出一阵哄笑。听说她
老公是跟她一块从乡下出来的老乡，就在不远处的码头做搬运，他们有一
个儿子，小家伙很灵光，成绩也不错，提起他，她的嘴就咧到了后颈窝。

也有过小插曲。一天早上，正吃早餐吃得油光满面的人们，听到一
声尖利的哭声，高高挂起正要往嘴里送的米粉停在了半空中，被咬了一
口的欢喜坨停在舌尖，人们伸长脖子望出去，看到那个熟悉的女修鞋
匠，正跪在地上，拽住一位城管队员的脚，哭着喊着，让他别收她的修
鞋机。人们纷纷侧目，卖蛋糕的老李，开的士的小王，卖鸭脖的老张，
都端着面碗走到城管面前，城管小哥低头问她，“你说，一早上说了几
次叫你捡的”——她连连抢着回答，“我捡我捡，我马上捡！”说着，眼泪
已干，把头发一理，径直进了一家早点店，原来她正在那儿擦皮鞋，也
正是为了一早能多擦两双鞋，她才把修鞋机忘在了街口。

日子波澜不惊，每次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总见她坐在那里，圆脸上
永远有两坨高原红，有使不完的力气，有道不尽的盼头。听说，她儿子考
上了重点高中。

听说，她儿子考上了985。
听说他儿子毕业了，开上了轻轨。他们在盘龙城买了房。
听说……她依然坐在巷口，永远低着头，缝缝补补，敲敲打打，永远

有使不完的力气。——仿佛就是这街道的一部分。

湖北人间情话
潘均衡

我是一个湖北伢，吃惯了湖北菜，看惯了湖北
花，更是万分喜爱湖北人。

人间有味

“湖北是没有菜系的。”大学军训时来自广东
的室友，因为喝不上广东靓汤，把这句话挂在嘴
边。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把拉她去了我家，上车
前跟我妈交代，什么菜都不用做，炖一锅筒子骨藕
汤就行。果然，瘦如麻杆的室友，一口气喝掉了半
砂锅，从此就“吃藕嘴短”，再也不敢编排湖北菜
了。

湖北鄂州方言“藕”和“肉”总是让外乡人分不
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精妙。湖北的藕，分很多
种，最简单辨别方式就是粉藕煨汤，脆藕清炒。粉
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口感，另一个则是筒子骨
藕汤的颜色——让人迷醉的藕粉色。长得上下粗
细均匀的，是做藕夹的首选；出圈的，发育不良的，
也有用武之地，被擦成泥后炸成咸中带甜的藕丸
子；表皮透明，感觉水快要溢出来的，可以直接用
水一冲，生吃，赛雪梨！

和藕汤相配的，湖北人有很多选择，我们全家
最爱的就是糍粑。小时候，我家做糍粑是全家总
动员，把石臼从屋檐墙脚边挪到屋前空地，是我和
哥哥的活；洗干净石臼和木棒是爷爷的活；蒸好糯
米是奶奶的任务；揣糍粑是老爸的独活——因为
他是糍粑的最大消耗户；最后，洗好大缸放满清水
泡糍粑的事由妈妈来做。现做的糍粑，奶奶会挖
出一团，在砧板上铺平，里面包上新炸的翻盏（一
种油炸面皮），涂上蒸出油的酱豆，卷成毛巾卷，两
头放在炒熟的芝麻碗里一蹭，是哥哥爱吃的。锅里
倒上自家打的菜籽油，揪出几十个乒乓球大小的团
子扔进去，煎得通体发黄，白砂糖往上一撒，这是大
人们爱吃的。重头戏来了，奶奶拿起火钳，用打湿
的丝瓜瓤包住火钳从头到尾一勒，然后把水缸里泡
好的圆形糍粑拎出一块擦干水分，提起炭炉子放到
堂屋，架上火钳，放上糍粑，搬过一个小凳放在旁边
对我说，“自家守到啊，鼓了就翻面”。一家人端着
藕汤呼呼，就着对自己口味的糍粑，陪着眼巴巴的
我一同等着火钳烤糍粑鼓起来。

人间草木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槐花盛开了，犹如一场
大雪，亮白耀眼。小时候，这个公园还不是景区，
是武钢大冶铁矿公司采矿区域，常有远来的养蜂
人。槐花盛开的季节，养蜂人带着蜂箱从咸宁、黄
冈等地赶来，置好蜂房后，就开始搭建自己的家。
靠着铁矿办公区的砖墙，支起帐篷，摆出各色调
料，小小的煤气坛子往矮墙边一摆，几块红砖横竖
摆弄，很快就搭建好了一个正方体的灶台，不一会
儿，简单的饭菜就做好了。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嗡声一片。他们的
蜜随采随卖，爷爷估摸着他们来了，就会去提两瓶
回家，奶奶晚上一定会做槐蜜桂花糯米粑。

桂花是去年秋天我们在奶奶的指挥下晾晒
的。老家后山，有一棵长得像榕树的桂花树，三
个大人才能环抱的树干，奶油味的香气对着不远
处的三间房不停释放，有风更是不得了，像是泡
在奶油罐子里一样甜腻。桂花特别不经事，一点
风一点雨就没了影踪，奶奶让我和哥哥拿着三条
大床单铺在树下，四个角都用石头压住摁进泥地
里，第二天早上来收，床单一包，鼓鼓囊囊的。三
床单桂花花瓣，晒干了，刚好装满一槐花蜜瓶。
奶奶做的桂花炒饭，是正儿八经的桂花炒饭，可
不是鸡蛋充数的。菜油黄，桂花香，葱儿绿，吃的
那是香气！

人间有情

我爸是我读高中后才从外地回来工作的，对
我和哥哥最大的关心，就是每次放假回家换洗干
净后，给我们烧一顿好饭。我常感觉奇怪，在外地
工作，一直吃食堂，手艺怎么从来不生疏呢？可
是一吃上爸爸做的糖醋排骨、清炒藕带、红烧鲫
鱼、手工鱼丸……就没有空去想这个问题了。可
能是在远方的夜里，在数着剩余回家天数的日子
里，在脑海里无数遍复习了每道菜的每个步骤
吧。后来和其他湖北伢聊天时才知道，很多人都
有同款老爸。

湖北伢是从小在外头过早的，妈妈一次给一
周的早点钱，换着花样来，热干面、糊汤粉、苕面
窝、豆皮、豌豆粑、小煎包、炒粉炒面、鸡冠饺……
不能数，一数，不管多晚多饱，都要流口水。每个
湖北伢都有一个不管离家多远都忘不掉的早点铺
子，铺子里总有一个没有什么表情，手脚麻利，嫌
弃你葱不要、蒜不要、酱不要……破坏她独家配方
的老板娘，“这个伢，真是不晓得起（吃），这不要那
不要，还有个么斯味”，一边抱怨还一边按照你的
要求来。

对门爷爷很喜欢根雕，老两口大早上吃了剩
饭就着包菜叶煮的烫饭后，就拿着小锄头去周边
山上挖树根，有时挖的树根形状很好，对门爷爷就
在门栋口拿着工具开始雕刻，对门奶奶拿着小扫
把把木屑扫成一堆，从家里提出一个烧柴火的炉
子，架起来做扯面。不一会儿，巴掌长的一条面就
被对门奶奶扯成像还没缠的毛线，放进滚水锅里，
三下五除二，放好了葱花、生抽、一点猪油、盐粒的
海碗一下子就填满了。对门奶奶每次做扯面都会
吸引很多邻居来看，久了，她就特意多扯一些，让
邻居回家去拿碗来吃面条。对门爷爷的手也极
快，定睛一看，“扯面奶奶”根雕竟也成了！那些年
当了无数次根雕模特和扯面食客。前几年，对门
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儿女们都在别地安了家，卖老
房子的时候，根雕一个没丢，都被邻居领回了家，
对门爷爷不是根雕艺术家，就是普通车工，一个爱
好从年轻玩到了眼睛看不清，还收了几个像我这
样爱凑热闹的小徒弟。

追梦之城
李御

早些年，吉庆街尚未“变脸”,一楼的门面加上
伸展而出的棚架，打上招牌，摆好桌椅，红红火火
的夜市就这样诞生了。虽说脸面不太风光，一遇
雨天，路中间还会有些许泥浆，但其名声却越来
越大。外地友人一说到武汉，都知道买小商品必
去汉正街，逛夜市、吃夜宵必去吉庆街。一次，一
帮外地朋友来汉，我问晚餐畅饮几杯去哪里？他
们几乎异口同声：“吉庆街。”无奈，我只好把酒店
的预订取消。

一到吉庆街，香味扑面而至，摩肩接踵，人气
特旺，好不容易找位置落座，“店小二”忙不迭地
端茶递烟。席间，武汉的小吃、名吃让一干朋友
赞不绝口：不虚此行啦！我虽久居武汉，但也是
第一次来吉庆街。酒酣耳热之时，弹琴唱曲的、
售卖鲜花的、擦鞋的、卖自制果汁的，应有尽有。
他们轮番叫卖，声不高而情浓，买或不买，点或不
点，他们都如沐春风，不过分强求。

为了尽地主之谊，也算是对夜市叫卖者的一
份善意，我点了曲，古代的现代的，也点了歌，有
老歌也有新曲，给座中的女士买了鲜花，还给客
人们把鞋都擦了。

归途中，朋友们意犹未尽，还在争相谈论着
吉庆街的味道、吉庆街的民俗、吉庆街的特色、吉
庆街的与众不同。而在我的眼前，总也抹不去那
弹曲者娴熟的指法、歌唱者的深情、卖花女的谦
恭、擦鞋人的一丝不苟。我在想，一座武汉城，该
接纳了多少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用自己的
手艺与耐心，换得一份微薄的酬劳；这座城又该
承载了多少人不求荣华富贵，只求用自己的双手
与技艺，去谋生计，去追寻一个用勤劳的创造温
饱家人温饱自己的未来之梦。

再去吉庆街，我总想找机会与那些心中抹不
去的人群聊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过往、他们的
憧憬，但都未能如愿。不过，从我时常见到的地
铁、高楼工地的农民工，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快递
小哥，从家政大嫂到小区清洁工，他们的身影总
会在我心中与吉庆街那些卖艺人重叠，他们就是
一群从乡村来到大都市的追梦人。

也许他们与我当初从小山村来到大都市一
样，局促、谦卑、茫然。他们渴求的并不多，只要
收入比种田耙地高一点，能接济在家的老小，奋
斗多年之后，能在老家盖几间像样的房子，就算
心满意足了。

我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几年前拍下的
照片，那是除夕的前两天晚上，一群来自江夏的
大嫂在雨雪霏霏的路灯下吃着盒饭，饭后她们还
要忙两个小时，把小区地铁站出口的越冬苗木种
好，她们肯定把年根诸多家务事往后推了，从她
们吃着盒饭时的欢声笑语，我从中体味到了，她
们小小的梦想与圆武汉大都市的发展与美化之
梦已经融为一体。

所有这些融入武汉的追梦者，他们都很平
凡，正是他们的平凡，筑就了一座城市的不凡。
由此，我立马想到了两个人。

先说良军，我与良军相识纯属偶然。他老家
离武汉百来里，典型的贫困山村。当年他以班里
最优成绩考上了镇里的中学，但家里拿不出学
费，老师们爱才心切，上门表示可资助学费。学
费有了，但寄宿的生活费咋办，良军最后还是辍
学了。他说他当时的梦想很简单，即使上不了
学，起码要能够吃饱饭。

十三岁那年，他来到了武汉，汉阳一位炸油
条的师傅收留了他。良军勤学苦做，手艺长进很
快。没有钱租房子，他就睡在当时江滩防洪墙边
拉起的塑料布下面。他还颇富诗意给我描述：听
江水滔滔，再数满天星星，下决心用自己的双手，
在武汉圆自己、圆家人的温饱之梦。

他师傅属善心之人，一年之后，资助他开了
一家小店。这期间的酸甜苦辣，百般滋味，不必
细说。有了一些积蓄之后，他转行家具行业，一
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鞋架，他都能给你做得妥
帖、耐看、耐用。他说，只要有顾客来，不怕生意
小。如今，良军已经建起了一个小型家具厂，麾
下有十几名员工。我调侃道：“当年炸油条的小
小少年，如今成了小老板啦！”末了，我真诚地说，
你给政府帮了忙呀，解决了十几人就业。他若有
所思，意味深长说道：“善待他人，就是最好的善
待自己。你说我们是出来讨生活也好，是来寻梦
也罢，但愿每个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付出，都
有一个好的结果。”

如今，他每周都会挤出时间回老家看望父
母，还帮他们洗脚、洗澡。邻里乡亲有啥为难之
事，他都会尽己所能，予以帮衬。村里修路，他也
捐助了五万元钱，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再说相祖，他与我是鄂东南一个小山村的同
乡，这些年，他虽然知道我在武汉，但从未找过
我，他是那种怕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从零零散散
的信息中，我知道他去南方生产连接线的工厂做
过工，去东北销售过老家的茶叶，去山西帮人押
运过运回湖北的煤炭。前几年，他租车从南方往
武汉运货，第一单就遇到了一件烦心事，车到武
汉时，卸货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货物发错了。按
照双方约定，运费由收货方支付，这可咋办？按
常理，一是把货拉回去，二是拒付运费。最后，武
汉收货方负责人说，发错货不是你司机的责任，
运费我们全付，拉错的货以后找便车带回去。武
汉人的一次宽容，让相祖感到了这座城不一样的
温暖，他打消了以往四处漂泊做游商的想法，毅
然决然地来武汉发展。

他来武汉之后，我们也很少联系，前不久，我
主动打电话问他近况，从语音中，我感到他很忙，
很充实，很踏实，也很兴奋。他说最近承接了一
所学校的装修工程，他以前干过装修，属老本
行。他接电话时，正在建材市场选材料。他说等
有空闲了，一定邀我一起好好喝两杯，聊聊来武
汉后的感受，他说武汉城市大，机会多，只要真心
付出，一定有让人欣喜的回报。

其实，我还可以说出许多类似于良军、相祖
这类朋友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人生道路，乃
至人生结局也许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武汉这座
大都市的追梦人。他们发轫于偏远山村的那份简
单朴素的梦想，都企盼把这座城市当作圆梦之地。

我在想，武汉该承载了多少人的追梦之旅，
吉庆街夜市的卖艺人，还有良军、相祖们，还有雪
天栽植的江夏大嫂们，还有很多很多，当他们一
一从我脑海掠过时，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