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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光

二十一座火山口
是大地献给天空深情的吻
从这一刻静静地
凝望
云朵性情的变换
清凉的空气被雨丝泼洒
是察右后旗的呼麦
伴奏着轮转错的季节
把一群寻梦的人
融进草原上的骏马牛羊
与记忆萦绕
生命中的又一次跋涉攀登
只为看你的眼
时空的穿越
寻觅遥远年代
曾经喷薄壮丽的奇景
那是蒙古高原涅槃时的阵痛
高亢 狂舞
齐整的阵列与星空呼应
和着生命的繁衍
从远古走到今朝
也像一个哲人在火山顶上思考
是撬动地球的支点吗
已化作人间的永恒

眷 恋 乡 愁
我家的南墙根儿传来阵阵的嘈杂

声：“嗨！咱村二蛋家买了头大黑骡
子，那家伙，种40亩地没问题。”“他二
婶子，你家那大母猪下了吧？可给我
留个欢实的。”“听说军子说了个外地
媳妇儿，也不知待不待的住……”

不知是思乡情，还是归乡愿，虽三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场景恍若昨天。

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爷爷那句
话：“走，孙女儿，跟爷阳坡弯儿待会儿
去。”阳坡弯儿，就是我家院外的南墙
根儿。一排大大小小的石头整齐有
序，充当着小板凳，大人们坐着的、蹲
着的，每天一片欢声笑语。那时的我
虽不懂大人们之间的家长里短，却也

愿意依偎在爷爷的羊皮袄下面，看着
那一张张充满喜悦的脸庞，我也跟着
穷开心。半晌已过，饮牲口的叔叔伯
伯走了，做饭的婶婶大妈走了，剩下的
都是上年岁的爷爷奶奶，他们也挪动
着缓慢的脚步陆续离开，转身即可到
家的我和爷爷目送着每个身影，爷爷
还不停地挥手“明儿还来啊……”

离开了阳坡弯儿，躺到爷爷那包
浆炕席的小热炕，无忧无虑的我翘起
二郎腿，晃动着小脚丫，美滋滋地等着
爷爷那拿手的砂锅豆腐、小米饭，也期
待明日阳光更好，阳坡弯儿坐晌。

岁月催人老，生死不由人。年迈
的爷爷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病魔夺走

了他的生命，现实给了我重重一击。
疼，疼得哭天喊地都挽回不了的以往，
再也看不到爷爷，再也抓不住爷爷的
羊皮袄，以泪洗面的日子持续了好久
好久。从此，阳坡弯儿坐晌成了我的
奢望，不敢走出大门，更不敢直视阳坡
弯儿。现在想想，那是对爷爷的依赖，
没有他的陪伴，我便失去了遮风挡雨
的翅膀。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留
守让我抹不去对爷爷的想念，回家探
望已成常态，每次回去都会静静地站
在家门口的阳坡弯儿停留许久，仿佛
看到当年的情景再现。转身，父亲就
站在我身后，深知他不愿打断我对过

去那种美好的回忆。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落实，过去的

阳坡弯儿现在变成了公示栏专区，人
们的聚集场所没变，而以往的家长里
短变成了新政策、新消息的发布和讨
论。

父亲说：“我不仅想守住这片热
土，更想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没事儿常回来看看，这也是你们对
生活、工作美好向往的一种动力。”
我好像明白了父亲的语重心长，一
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向往，一
如阳坡弯儿的暖阳，照耀我铺满乡
愁的回家路……

刘晓青／文

白
云
流
水
人
家

白
云
流
水
人
家----

朱
德
友\

作

近些年逛超市，仿被无形的魔
棒诱引，总不由自主溜达到甜点
处，拎两包回来慢慢享用。这于一
向不喜甜食的我可是挺反常的
事。年龄大了口味变了，还是甜点
世界太诱惑了，许兼而有之吧！其
实，百姓口味与市场需求在互动中
本相辅相成，连我这样的都蹭着热
度被卷了进来，就很说明问题。此
只想说，甜点作为“一滴水”，又何
尝不折射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
的可喜变化？

印象中，解放初期，国家一穷
二白，人们的购买力非常低。一是
普遍穷，穷普遍，穷在了同一水平
线。有限的收入只能用于买主食，
哪里有闲情与闲钱买点心吃？二
是买什么都凭本凭证，控制很严，
别说没钱，有钱也买不着。再就是
彼时的点心天地单一而老态，似乎

只有硬饼干、酸面包、江米条和品
相一般的槽子糕等老几样。结果
呢？直接导致了百姓们想说爱你
不容易。其中，只绿豆糕一直在我
心中特别着。缘于小时候隔三岔
五上姥姥家，听惯了姥姥“玲儿、玲
儿”的亲切呼唤，习惯了夜晚猫似
的依偎着姥姥入梦的香甜，更见惯
了姥姥明明自己爱吃绿豆糕，偶得
却一定留给我吃的情景。被姥姥
的爱围着暖着，感觉超幸福的我，
当时小心眼里就想：长大挣了钱，
一定先买绿豆糕给姥姥吃。十几
年后兑现承诺，当我捧着用第一个
月工资买来的绿豆糕，到她老人家
跟前报恩时，世上最爱我也为我最
爱的姥姥，生命之火却摇曳着将
熄，一口没吃上，那是怎样一种无
助无力而愧悔交集的痛啊！自此，
我再没亲近过绿豆糕及它所在的

点心领地。
一晃几十年，国家建设日新月

异，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市
场变化及人们生活水平让人瞠
目。可由于“绿豆糕心结”，我还
是不大乐于走近甜点。听了缘
由，朋友劝道：“心情可以理解，但
人死不能复生，祭奠亲人最好的
方式是吃好喝好活得健康，那才
是你姥姥最愿看到的，而不是一
定要远离甜点。”一寻思，确有道
理，我们这代人一辈子都在“拼”，
从没善待过自己，也该……心结
打开，犒劳自己的渠道和方式也
便多了起来，包括信步到自己冷
落了多年的甜点处转转。不看不
知道，一看不得了，原来的老旧沉
闷印象被彻底颠覆了。就说品牌
吧，原只记得稻香村、义利两家老
字号，现曼可顿、桃李、溢香府、中

粮、大顺斋、宫颐府、宾堡等数家，
雨后春笋般各领风骚。而诸厂家
诸品种的新成员，更让我眼花缭
乱。先说面包，除老味道果子面包
外，新添了全麦吐司面包、菠萝巨
无霸、香蒜面包、大富豪面包、热狗
芝士等；再说蛋糕，有金年轮蛋糕、
蜂蜜蛋糕、松仁蛋糕、桂花蛋糕、核
桃蛋糕、奶香蛋糕、夹心蒸蛋糕等；
酥、酪、卷类，有黄金乳酪、豌豆酥、
绿茶酥、蛋酥卷等；饼类，有南瓜
饼、木瓜饼、百果饼、栗蓉饼等；切
片类，有紫米糯、毛毛虫、蔓越莓、
甘纳豆等多种；呼作三明治的，有
鸡肉、杂粮培根、蔬菜沙拉等多种；
沾了洋味儿的，有欧式贵族卷、拿
破仑蛋糕、葡式蛋挞、德式黑杂粮
等；更不乏浸满亲情或透着纯真气
息的，如妈妈福饼、爸爸福饼、萌萌
熊、铃儿响叮当、迷你杏仁饼等；

“生日蛋糕”——堪称大家族，有
水果、卡通、巧克力、庆典、夹层等
多个系列，每一系列又各有20多
个品种。光听名字，如情有独钟、
心愿盒子、寿与天齐，就已让人迷
醉不已，如梦如幻，若亲口品尝品
尝，岂非给个神仙都不换?

必须提及的还有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渐次走入寻常百姓家的
鲜花糕点。千百年来，鲜花在民间
多用于看和闻，很少食用。倒是不
断在文人雅士的吟咏唱和中现身
露脸，为我传统文化做出了不朽贡
献。如“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京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宁可枝头抱香死，何
曾吹落北风中”“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而后又听
到有贵人名流用鲜花来养颜和沐
浴，也就仅此而已，从未奢望鲜花

有朝一日也会与我等层级之人扯
上关系。还真应了那句只有想不
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话，自某日亲
尝了朋友赠食的鲜花玫瑰点心后，
眼界心界竟同时打开，且还吃出了
感情和瘾头，时不时就请几块回
来，也真是醉了！且我信，和我一
样同被这鲜花待遇宠醉的绝非几
人几家，算得上是把鲜花的妙用与
价值发挥到极致了吧！

虽说糕点并非民众生活之必
须，却也是幸福范畴必不可少的
点缀与调剂。有了它的加入，心
里更熨贴，生活更甜美，日子更
有奔头。如今，我们已信心满怀
地走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
庄路上，迎接你我他的定是先站
起来再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的大
美明天！

吕金玲／文

幸 福 的 甜 点

行驶在秋天里的绿皮火车
初秋的夜深了，皎洁的月光洒入

窗台。世界静下来了，唯有远处飘来
的阵阵火车鸣笛声，悠悠的声音把我
渐渐地拉进了十几年前的那趟绿皮火
车……

记得那年秋天，我即将走进大学
校园。在母亲的陪同下，我拉着行李、
装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奔向火车站。
第一次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我竟迟
迟不肯离去。

记得那时的生活很拮据，纤弱瘦
小的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为了生
活，母亲每天都在清晨时分早早地外
出务工。母亲挣了钱，除了全家糊口，

还供养我们姐弟俩上学。为了我们，
她自己却要节衣缩食，随着年岁递增，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已透支。

不在她身边，她是否又要忘我地
去挣钱？不在她身边，谁来为她分担
一些力所能及的琐碎家务？

母亲看出了我的紧张与担忧，告
诉我她会照顾好自己。她紧紧地握着
我的手，边走边再三地叮嘱我一些在
学校里的生活细节，直至把我送到火
车上。临走时，母亲还塞给我一张张
带有余温的、新旧不一的钱，让我到校
买一些用品。那些钱是母亲上午刚刚
外出务工换来的血汗钱啊，这一张张

大大小小的钱，就是母亲点点滴滴的
爱！它们聚在一起，汇成爱的海洋，带
给我无尽的温暖与动力。

火车拉响了启动的汽笛声，我的
心更是一片凌乱，千言万语还来不及
说，我的思想就在那一刻瞬间崩溃，眼
泪早已泛滥成河。面对我的潸然泪
下，车窗外的母亲却一直面带微笑：

“孩子，你不用担心家里。你长大了，
需要去更广阔的天地历练，妈妈相信
你在学校能够独立生活，自觉学习，想
家了就回来，妈永远在家等你。”母亲
这样说着，但眼睛里明显带着亮闪闪
的光。

车轮慢慢地转动起来了，我回头
望了望母亲，她还一直微笑着目送
我，我也就这么默默地、不停地挥手
望着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远处，
因为我知道唯有不辜负才是最好的
回答。

我回过头深吸一口气，就这样满
载着母亲的微笑和祝福，乘坐着那列
绿皮火车离开了我深爱的家乡。火车
渐行渐远，欢快地奔向装满理想的那
座城市。我微笑着抬头望了望远方蔚
蓝的天空，只记得，那个秋天有阳光，
有和风，有希望……

柳静／文

闲暇时翻看相册，儿时的照片中，
大多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而仅有的几张
彩色照片让我久久凝视，引起了我童年
的回忆。

记得，小时候，给我留下印象最深
的就是，我总爱穿着妈妈常说的一种叫
做“靠蓝”的蓝色小褂子、小裙子……那
是一种浅浅的蓝色。我并不十分明白，
那时，小小年纪的我，为什么不喜欢花
花绿绿的颜色，却只喜欢蓝色，我只知
道那蓝色衣服衬着我乌黑的头发，象牙
色的脸蛋，很可爱。不知不觉，自己在
同龄的孩子们关注的目光中长大。

步入学堂后，依然对蓝色情有独
钟。那年，几个无话不说的好伙伴凑在
一起，谈理想，谈未来，谈自己喜欢的颜
色。恍然，他们和我一样，不约而同说：
我爱蓝色。这时，我才注意到，朝夕相
处的朋友，就是在颜色的喜好方面也出
奇得一致。或许它代表了一种性格，或
许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又或许说明了别
的什么。

渐渐地，随着岁月的流逝，对蓝色
的爱已经从一种懵懂的感觉变得越发
真切了，我越发偏爱蓝色了。留心观
察自己周围的许多东西，无意中竟然
都选择了蓝色。蓝色的窗帘、蓝色的
电脑椅、蓝色的手机，以及蓝色的钢
笔。更重要的是，命中注定般，每天伴
随我在写字楼度过八小时的制服的颜
色依然是蓝色。是天意，还是巧合？永

恒的蓝色。
时不时，带着百感交集的心境，我

会面对身上的蓝色陷入沉思。穿上它，
就好像促膝诤友在为我加油喝彩；整齐
挂起来后，又仿佛凝望着依依不舍的恋
人。相同的蓝色，但又是不同的蓝色。
不停地，我在追问，从童年就开始了的
这种对蓝色的不变的爱，绝不应该是按
图索骥般的简单重合，这制服的深蓝与
儿时的“靠蓝”，到底有了哪些不同？

参加工作了，我对蓝色有了更为深
刻的认识。和我如影随形的蓝色，伴
着成功的喜悦，和着执着的泪水，陪
我品尝着酸甜苦辣，始终如一地追随
着我成长的足迹。经历了几次制服
的换装，面料和样式变了，但是颜色
始终没有改变，都是我最爱的蓝色，
我精心地保留着换装过程中每一套蓝
色的制服。虽然经过多次搬家后，许
多物品都已经换掉，但是，这蓝色的服
装依然挂在我的衣柜里。蓝色见证了
岗位上每一次默契的配合，每一回倾
心的交流，每一个欢庆的晚餐。那一
次，完成了全系统关于职业道德的巡
回演讲，带着自己撰写的事迹材料，带
着对专业的执着与激情，随着演讲一
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蓝色的制服
一次次被汗水浸染，我通体释然，信
心满满。那一回，在一个大型培训活
动周密组织过程中，所有人鼓励和期
待的眼神，同仁们的信任和肯定，让

我再也忍不住感动的眼泪，泪水滴落
在蓝色的制服上，那服装变成了更深
的蓝色。那一段，时间紧，任务重，连
续作战的朝朝暮暮，靠着咖啡和浓茶
来提神，一天最多休息几个小时，有
时只能在办公桌旁小睡一会儿，而当
我用蓝色的制服外衣搭盖在身上的
一瞬间，心底却顿时涌起了一种莫名
的温暖与力量……

时间如流水，一路走过，我逐渐成
熟了，我懂了，相同的蓝色是爱的蓝色，
不同的蓝色，其实正是责任的蓝色。如
果说，过去母亲通过蓝色传递着关爱，
朋友通过蓝色表达着情谊，那么，今天，
我必须通过这像大海一般的蓝色，不悔
地实践着我的诺言。坦诚地讲，是缘
分，是我与蓝色结下的不解之缘。自己
一如既往对蓝色的钟爱已经融化成对
蓝色制服的珍爱，并最终升华为对崇高
职业的热爱。

从一撮泥土里可以闻到花的芬芳，
从一片花瓣中可以嗅到泥土的气息，蓝
色虽然没有金色和黄色的雍容与骄奢，
却独自有着一种宁静与辽阔，纯净与旷
远！

蓝色澄澈的天空，蓝色闪光的湖
水，蓝色的一切似乎都凝结着我的情
怀。所谓天地，就是两片无边无尽的蓝
色。蓝色，童年的颜色，友谊的颜色，事
业的颜色。我爱蓝色。

史迎凤／文

蓝蓝 色色 情情 结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