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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水面的味道过水面的味道
张栓柱

敬礼，军人军魂！
吕金玲

骄阳炙烤，蝉鸣树梢。每年
如约而至的三伏天，总是沿着季
节的指路牌，按时走进我们的生
活里。

中国人对节气始终一往情
深，很多节气与天地、阴阳、信仰
息息相关，与百姓的日子相依相
恋。就说北方人夏天习惯吃的面
食，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和“头
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进入夏
至进入“三伏”，就意味着进入一
年最热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
调理身体和饮食的时节。比如中
医推行的三伏贴，就是根据天人
合一、冬病夏治原理，借助自然之
势达到提升阳气，祛除体内寒邪
之目的。此外，儿时吃过的过水
面，也为“三伏”平添了很多文化

色彩。
“三伏”吃面食，在我国民间

颇有讲究，民谚说：“头伏饺子二
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饺子、面
条、烙饼，每伏要吃一种，样不重，
味不同，作用也各异。就说“二伏
面”，原来是指热汤面。中医认
为，“二伏”吃热汤面起出汗祛湿
作用，通过排汗将体内淤积的毒
素湿气逼出来。不知是因为吃热
汤面太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明
清时就开始流行吃过水凉面，如
今更是广受民众喜爱。

我最早吃过水面是儿时家里
种的麦子面做的。那时我家种了
几年麦子，麦子收割后也就到了
炎热的夏季。新麦子磨的面粉雪
白清香，蒸出来的馒头散发着浓

浓的香甜味儿，擀出来的面条也
劲道。然而，庄稼人不能让地闲
着，割完麦子的地里，先前套种的
高粱、玉米正好长到膝盖高矮，是
杂草最多的时候，必须耪两遍。
人蹲在地里上烤下蒸的忙活，躲
在树枝背阴地方的知了却扯着嗓
子“吱啦—吱啦—”欢呼雀跃，地
里的蚊虫也专找脖颈、脚腕子叮
咬。在地里忙活一俩小时后再
看，不光胳膊被晒掉一层皮，脖颈
和脚腕子全是蚊虫叮咬的大包小
包。欣慰的是回到家里，母亲早
把一盆儿凉爽的过水面做好了。
脱掉满是汗水的衣服，从头到脚
用凉水洗巴洗巴，再来两碗过水
面，那叫一个舒坦。

早年母亲做的过水面，就是

煮熟的面条用凉水过两遍，然后
捞到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水盆儿
里，加点盐和醋，家里有花生油顶
多再炸小半勺花椒油往面条盆里
一浇，有可以搭配的菜蔬，切成丝
或段儿放盆里。一盆儿清凉爽
口、油香扑鼻的过水面就做好
了。既爽口又增加食欲。

这些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过水面的味道增加了很
多，可选的佐料、菜蔬多了，像过
去稀缺的小磨香油，如今一定要
用，黄瓜、豇豆、胡萝卜、苦瓜、青
椒、油菜、洋葱、竹笋、西兰花等菜
蔬，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如今
吃过水面，既想吃出品味，又不失
传统味道。吃对了，吃爽了，还真
得用点心思。

父亲节，朋友发的几幅亲子图 ，
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好像穿越回到
了儿时，似乎那些图都动了起来。

那是遥远的过去，昏黄的窑洞
前，沧桑的老街上，父亲和母亲牵着
我的手，我是他们的影子，虽被阳光
牵动，不停变换着位置，却一步不离
父母左右。那时，父母就是我的天，
一刻看不到他们，属于我的天就会塌
下来，一颗心便会收紧，藏到身体里
最深最远的地方，只有父母用呵护搭
建的穹庐才是我最安全的港湾。

那时候，最高兴的事，是我和弟
弟与父亲在炕头玩骑马的游戏，随着
我们“驾驾”的喊声，一家人幸福的笑
着，那笑声撑破老窑薄脆的窗户纸，
响彻整个坑院。这是属于我们的快
乐，也是诸多父亲和儿女重复过无数
次的娱乐方式，却滋养了童年的欢乐
与父子之间毫无距离的情感，带着原
始的愉悦与天真，至今每每想起，心
头总会泛起一丝甜甜的涟漪……

父亲能算账会写字，在老家算是

个文化人，谁家有事需要写写算算，
总会找到父亲，父亲也乐此不彼。他
的文化和为人，给我的家庭带来体面
与尊严。

过年时节，除夕前几天父亲就忙
活起来了。街坊四邻大多都要请父
亲给写对子，于是父亲总会提前准备
好笔、墨和大红纸张。有的人家会拿
着红纸来，有的干脆就是直接来要对
联，无论怎样，父亲都会满足。只要
告诉父亲写几幅，往哪儿贴就行了，
父亲的脑子里装满吉祥的词汇，除了
门框上的长对联，还有诸如“出门见
喜”“抬头见喜”“招财进宝”之类，这
些词儿像是吉祥的小鸟儿，飞到纸
上，然后在红红的年里对号入座，如
大门外，院内的树上，甚至灶台、炕头
等等。

我和弟弟非常崇拜父亲，每当父
亲帮人写对子的时候，我和弟弟似乎
就更忙乎了，要么帮着研墨，要么抢
着把写好的对子整整齐齐地摆在炕
上，等着晾干，俨然我们才是最大功

臣，那是发自内心的骄傲。尽管每
年家里都要搭进去不少的笔墨纸
张，但父亲总是非常开心，他乐呵
呵地说，这是人家瞧得起咱，每每
此时，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满满的
自豪和幸福。

高中时候的经历，父亲奔波于
山路的影子，成为我一生抹不去的

记忆。学校离家有20多里地，所以
要住校，每天三顿伙食，都是周末从
家里背去的馍和咸菜。可是到了夏
天，用不了几天，馍就会变质长毛，为
了不挨饿，也只能凑合着吃。

父亲心疼我，让我只带三天的干
粮，每到周三他都会给我送一次，
这样我就不用再吃长毛的馍了。一
次赶上下大雨，父亲照常出了门，20
多里全是山路，一路上不知跌了多
少跤，尽管他自己浑身是泥，但抱在
怀里的馍却被保护得完好无损。当
看到浑身湿透的父亲站在我面前，
递过来的笼还带着他的体温，我哽
咽了，父亲却憨笑着说，每次滑倒
时，他总要小心地保护好笼，因为那
里装的是儿子的口粮啊，只要一看
馍没有摔出，没有弄脏，他就会心满
意足。我既心疼父亲，又为有这样
的父亲感到幸运，觉得自己就是天
下最幸福的人。

幼儿和老人是人生的两级，每

个人人生的角色都不单一，就像女
儿会成为母亲，儿子也会成为父
亲。待到我为人父，第一次抱自己
的宝贝女儿，竞然不知所措，看着她
嫩盈盈、粉嘟嘟的小脸儿，如同捧着
一轮晨曦中的太阳或是崭新的圆
月，不，应该是太阳与月亮从我的心
底同时升起，因为，心的感觉除了幸
福与温暖，还有皎洁与明媚。我用
双手紧张地捧着，心里满满的紧张、
兴奋和激动。转眼间，女儿就不再
满足于襁褓和怀抱，我的后背、肩
上、脖子，全都成了她的活动场所，还
不时的扮作她要骑的大马，就像儿时
我骑着老爸。

渐渐的，一如我的儿时，大手牵
小手，她便成了我的跟屁虫。到后
来，入托、上学，我就晋升为宝贝女儿
的专车司机。起初，自行车前的大
梁，是她的专属座位，这个地位，无人
敢撼，亦无人能撼。好像是没过多
久，大梁已容不下公主，后座便成了
她的宝座外加表演的舞台。而今，后
座的舞台已然太小，她要振翅高飞，
已成老爸的我，满心欣慰，默默祝福。

老爸老妈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
了，但依然如同我的童年，我们手牵
手，只是角色已换，换成了我牵他们
的手，并且用爱搭建呵护他们的穹庐
与港湾。

战“疫”的每一天，我心灵的
潮水都波举浪卷，为勇赴荆楚向
疫行的白衣天使，为坚守岗位不
言苦累的公安干警，为跑腿跑路
提供各种服务的志愿者，为舍小
家护佑“大家”平安的社区工作人
员，当然也为或说更为我国人一
向引以为傲的广大部队官兵。此
由衷想说，他们永是我心中最可
敬可爱的人！

印象中，每每紧急关头、关键
时刻、突发事件、重大险情、吃劲
要劲时，军人总仿天兵天将般火
速赶到，救百姓于水火于危难。
如1998年夏洪水肆虐，我万千子
弟兵星夜驰援，扛沙袋、堵管涌、
筑人墙，几天几夜连轴转。又如
2003年“非典”，千余官兵开赴小
汤山战场。姜素椿用身体做实验
嘹亮了军歌，李晓红以青春为代
价，解说了有种倒下叫站立。再
如2008年 5月汶川大地震，我空
降兵从4500米高空往下跳，下面
可能水流湍急，也可能怪石嶙峋，
但救护百姓是军人的天职之理
念，化作了其飞降的双翼。如常
年守候在祖国边陲的战士，吃水
要翻山越岭去挑，手机还时常没

信号，无广播、无娱乐，一座营房、
一棵树、一条狗，何其孤寂、难熬，
但抱定了“这块守得住，国土才完
整”的他们，最爱听爱唱的依然是
《小白杨》等军营背景的歌，那是
他们不负韶华，圆梦军旅的珍贵
纪念。不能忘的还有青松般挺
立、守候着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护
卫队哨兵。国旗班哨兵“冬不穿
棉，夏不穿单”，一年四季扎腰带、
穿皮鞋、大檐帽、白手套，但他们
甘愿并习惯，只因透悟了此岗是
国家形象与尊严的名片。辛苦与
荣耀相随，严苛与幸福交缠，何尝
不是其人生价值观的完美体现？

去岁今春，新冠病毒又逞凶
顽，我军医务者急赴武汉。“是军人
就随时准备上战场”“穿上军装就
敢于冲锋陷阵”的铿锵誓言，道出
了兵者初心、家国情怀、为民理
念。在火神山医院、在 ICU监护
室、在所有亟需军人出手现身的地
方，他们满弦在岗，不眠不休，一次
次以读秒速度将病患从死神手里
夺回。自1月24日始，这支人民之
盾3批次4000余人，奋战84天，累
计收治确诊患者7198名，圆满实
现了“打胜仗，零感染”任务。军龄

40年党龄36年的“压舱石”——毛
青医生，往来奔走日行两万多步，
累得腿伤复发。战“疫”吃紧，不分
前后方。北京卫戍区某“老虎团”
200 余名官兵，无偿献血 5 万毫
升。第一时间选择献400毫升的
李文钊说：“为抗疫出份力，是我义
不容辞的责任！”殷红的鲜血、炙热
的话语，道出了他们与前辈一样的
家国情怀与果敢担当。

再看退伍老兵。“脱下军装仍
是兵，若有战事再出征”“召必回，
战必赢”——封封请战书实录着其
万难改变的军人本色。据统计，我
市数万名退役军人参与到了这场
特战中来。无论是重新穿上白大
褂，还是转运医疗物资，又或是每
日在社区重复着问、测、记、劝，还
或是为一线送水送饭，他们均再现
了人退心志不退精气神不退的老
兵风貌。54岁的特级飞行员田军
在气象条件不很理想的情况下，将
前方急需物品安全送达。参加过
上甘岭战役的87岁老兵唐遂成，
动员全家，一次捐献了2万个医用
口罩。河南王国辉冒雨自驾483
公里，将5000多斤蔬菜捐给火神
山医院。我区968位老兵值守一

线，入户排查、执勤巡逻、采买消
毒，碎活儿累活儿全包了。同样作
为革命老区的延庆，1300余名老
兵组建了52支服务队，成为防控
疫情的中坚力量，其中有杜少峰、
杜彪父子二人忙碌的身影。昌平
蓝天嘉园70余名老兵组成的抗疫
队伍中，有的身体并不强，但铁了
心的不下火线……事例多多，感慨
多多：只要当过兵，就脱得下军
装，脱不下永远的担当；走得出军
营，走不出永远的军魂！

军人——江山社稷的保卫
者，幸福生活的守护神。无论是
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亦
无论何种难度、场合与当量，一声
令下，他们一准儿冲得上、拿得
下、打得赢。何以？因保家卫国、
爱民为民、坚毅果敢、忠勇血性之
军人特质，已有形却也无形融入
了其血脉，刻入了其骨魂。而多
年一直崇敬、赞美、高看子弟兵的
军人情结，也早已日深一日地融
入了我的血脉骨魂，此文便是真
实的心灵独白。一句话：历来深
深牵挂百姓的人，也必为百姓所
深深牵挂，敬礼了，可亲可爱的军
人军魂！

2020年的日子从一开年就不那么平静，疫情、火灾、
蝗灾……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能够将
病毒隔离在外，大家纷纷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隔离状态，不
出门、不聚集。各行各业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居家办公
模式、学生们在家通过网络学习文化课、艺术课，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大多是电话、微信、视频。视频打牌、视频喝
酒、视频云蹦迪……人们利用现代化科技在这个不能互
相拥抱的日子里开发出了很多的“新乐趣”“新模式”。

某天的一个中午，下班回家乘电梯，在电梯间的显示
屏上看到这样一条视频，循环播放着几张图文在一起的
画面：我第一次如此认真的和母亲聊天，甚至听到了她和
父亲恋爱的故事，文字左边是一位中年人从背后挽住母
亲肩膀的画面；原来红烧肉是这样做出来的，宝宝围在我
身边感叹，文字下面一个小男孩儿拿着玩具在年轻的妈
妈身边；楼下的花开了，其实小区的景色也很美，一张从
窗户俯拍楼下绿化的照片和文字相得益彰……思绪还沉
浸在公益宣传片中，打开门，儿子的声音从里屋传来：“妈
妈，是你回来了吗？”稚嫩的声音伴随着小孩子奔跑的脚
步声，儿子张开手向我跑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总说：“妈妈，拥抱一下，妈妈的拥抱是最温暖的拥抱!”

疫情让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却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和
家人相处。往日忙碌的工作，此时也渐渐的放慢了节
奏。或许曾经的很多人只能趁着春节才能回老家，但也只是在走亲访友
的另一种忙碌中度过，满满的日程安排一点儿也不像放假。从来没有坐
下来，认真的陪父母晒晒太阳、说说话，不知道妈妈最近很喜欢的一首广
场舞伴奏是什么；不了解爸爸为什么总是时不时的揉左膝盖。从前，总是
早晨匆忙的张罗完早餐，送孩子上学，晚上又满身疲惫的把孩子从课外学
习班中接回来。每一天的“早出晚归”，或许已经忘了许诺给孩子：春天要
去放风筝、夏天一起捉螃蟹、秋天采树叶做树叶画、冬天痛痛快快的打雪
仗……当然，也许不是忘记了，是真的工作压力太大，时间总是赶着人们
马不停蹄，然而就在这种“马不停蹄”中，孩子长大了，父母衰老了。

居家的这几个月，很多人似乎开始认识到陪伴的意义，忽然发现，很
多东西并不是努力工作、积极赚钱就可以达成的。就在我们拼搏的日子
里，遗失了很多“自然而然”的美好，错过了很多人生成长阶段里的宝藏。
这大概就是电梯里的公益宣传片想要传达的理念。

家，从来都是一个人的安心所；家人，永远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守
护。陪伴这件事，虽然简单，却最温暖；陪伴这件事，虽然平常，却人人需
要。莫扎特曾说：世界上最珍贵的是时间，世界上最奢侈的是浪费时间。
就让我们用最珍贵的时间，陪伴最在乎的人，用最好的爱投入最奢侈的

“浪费”中！

我知道，时间的颜料
一定能浸透季节的肌肤
更能晕染夏日的宣纸
生命的江水，燃起热浪

一波一波激荡着青蓝深绿
无数蜻蜓开始振翅

大片大片的荷塘，盛开出一朵又一朵梦想
我听见夏日，激情彭拜的声音

从暖融融的炊烟里溢出
蜜蜂含着花朵

更多的蝴蝶在一丛美人蕉里安眠
石榴羞红了脸颊

丁香也开成一片紫云
这个时节

有着溢满花香的道路
陷进五颜六色的村庄

还有晴朗的天空
悠闲的白云

栅栏里无法禁锢的徐徐清风
以及一颗颗滚动在荷叶上的露珠

陪
伴
是
最
好
的
爱

李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