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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收获的秋季，转眼冷冽的冬季到来
了。我决定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把家里秋季
的更替衣物从箱底里规整一下。

这次整理出来的废弃物可真多啊，有孩子
穿旧了的小衣服、家人用过的废报纸作业本、
闹钟里的废电池、被磕破的塑料玩具、废旧皮
带等等。这些物件其实早已失去了使用价值，
在箱底也沉睡了若干年，然而放在家中就是舍
不得扔，因为这些物件链接着过往的记忆，跟
我们一同走过那段非同寻常的日子，携带着岁
月的温度。然而存留它们导致的结果就是，家
里东西越积越多，空间越来越小。于是，我决
定来一次断舍离式的大扫除，一股脑地把那些
没有使用价值的陈年碎物统统扔到了一个大
垃圾袋里，准备丢弃。

然而，这时10岁女儿的喊叫声提醒了我：
“为什么不进行垃圾分类？”女儿一边疑惑地看着
我，一边说老师告诉他们废旧电池属于有害垃

圾，把它们跟别的垃圾分离出来可以减少垃圾中
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的含量，把垃圾进
行合理化分类将有利于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减少
垃圾处理中水、土壤、大气的污染风险……

女儿在我面前津津道来，讲得生动有趣。
我听得瞠目结舌，啧啧称赞。由好奇心的驱
使，我和女儿又立刻查阅起相关的资料来。原
来，废旧报纸作业本、衣物、塑料玩具都属于可
回收利用的垃圾，可以循环再加工。1吨废塑
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1吨废
纸可造好纸 850公斤，能节省木材300公斤，
可以减少污染 74%；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0.9
吨，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 47%，减少空气污
染 75%，减少水污染97%。更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将易腐有机成分为主的厨房垃圾单独分
类，将可以为垃圾堆肥提供优质原料，生产出
优质的有机肥，这都将有利于改善土壤肥力，
减少化肥施用量。

我和女儿相视而笑，说做就做，把刚才混
装在一起的废旧衣物及废物垃圾全部进行了
重新归类，分别放在了不同的垃圾袋中，为这
些垃圾找到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家。扔到楼下
的垃圾桶里时，也按照分类标识分别投放。

废旧物品断舍离，进行垃圾分类之后，屋
子的空间一下子宽敞干净起来，感觉整个空气
都轻松了，我和女儿的心情也瞬间快乐起来！
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我们从身边就可以做
起，这将大大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难度。废物
利用，变废为宝，普及环保与垃圾分类的知识，
提升全社会对环卫行业的认知，提升我们的社
会生态文明。

家国很大，但却是由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普
通人建设起来的。如果说我们能为国家做些
什么，那就是，在我们每个人所在的地方，从每
一件小事儿做起。

柳静/文

时光如梭，一不留神，生命已信马由缰

至古来稀第三个年头。蓦然回首，记忆的

河床上有落英残红，却也有暖阳春光。回

放间，张懿和付永建两位老师不时出镜，其

对我工作包括创作给予实实在在关注、支

持与提携的场景，十数年来一直是我心中

柔软而宝贵的珍藏。何时想起何时有暖漾

上，当然，同步漫漾的还有感动、感激与祝

福。

在我辗转至多所学校的十数载生涯

中，张懿老师是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帮助最

大的一个。2009年应聘该校班主任岗后，

我极珍惜极投入，没有了双休日节假日，也

没有了家人和自己。为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和孩子们的成长进步所感染，自小喜爱

摆弄文字的我忘情徜徉于字里行间。眼见

满载我师生心灵温度的文章不时见报，我

及校方颇受鼓舞。理论功底和文学功底都

相当扎实的张老师有心也走心，当即拍板，

将我所写文章及照片集结成《奶奶·孩子·

北校区》一套书，共三本，百忙中还亲自作

了序。序中写道：“吕老师有一支如花妙

笔，长于把生活中的点滴记录下来，这也成

了她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独门秘籍’。

读吕老师的文字，感觉非常真实细腻，多读

几遍，更能品出她的信仰、品格、情感……”

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出几本书的

我，被张老师此举深深打动了。效果当然

花开并蒂，我不仅写作劲头大增，工作劲头

也大增。几年里，先后获得了班主任基本

功大赛一等奖、十大杰出人物、感动北服人

物等多个奖项。而我要说，这枚枚“军功

章”皆张老师领导艺术、用人理念、思想方

法乃至人格魅力的折射。此倏然想起离世

后为大家深深怀念和惋惜的叶永烈老先

生。他一直珍藏着小学五年级《浙南日报》

（《温州日报》前身）寄与他的一封信。信中

告知他写的那首仅70字的小诗《短歌》已

采用，还说了许多亲切鼓励的话。自此，开

启了他的文学、科普之旅，一发不可收而终

成“大家”。本人最近还读到一句“再卑微

的骨头里也有江河”的诗，那是当下很“火”

的矿工诗人陈年喜写的。很喜欢也很认

可，因为贴切、实在、深刻。此由衷想说，人

——无论男女老幼，亦无分名人素人，都是

有自尊的，无一例外渴望得到肯定与鼓励，

哪怕一句夸奖，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它或

许会催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美好与能量。

有言“泥鳅也是鱼”，小暖也是暖，此层面上

说，张老师当也是我的贵人，给予我的除了

暖，还有终生受用的自信、自强之精神之

钙。

与张懿老师比肩同样令我难忘的还有

付永建老师——一位报春不争春、只默默

为他人做“嫁衣”的耕者、长者。印象中，自

《百花山》面世，作为花匠的付老师，就一直

在此任上躬耕，陪同并见证了我区这株文

学青苗的成长与成材。几多辛劳，甘苦自

知。其中，让我入心至深的是对我等初学

写作者的关心、爱护与扶持。至今家中存

有一本2012年第一期该期刊。我写的那

篇《离情别意两依依》文前一段话，十多年

来一直鞭策我努力复努力。话是这样写

的：编了几则吕老师的教育感篇，有两点感

受：第一，这些文字像是被学生情感的浪潮

冲过闸门推掀出来的，是因沐浴了老师关

爱的玉露琼浆四溢开来的。第二，吕老师

的教育是成功的，她带的班多优秀，学生多

获奖，这全凭一颗爱心。吕老师爱每个学

生，包括毛病很多的学生，这样的师生关系

多么纯洁、厚重……目及这段话，我甚意

外，芸芸众生中，我不过一既无回头率又无

知名度的凡人，爱爬格子且有才干的人也

一抓一大把，如此关照怎会降临到我头上

呢？但好运还真就来了。想来，作为编审

的付老师不仅仔细看了此文，还细细揣味，

深入挖掘，整理出光点亮点予以归纳，所花

心血完全可以想见。不过，话说回来，付老

师所讲一点不虚。如前所述，我的确爱校

如家胜家，爱生如子胜子，疫情了，早已毕

业的李玮同学还不断打电话叮嘱。从教多

年的付老师想必感同身受，方写下这段感

人又励人的文字。从中，我不仅悟到了付

老师的认真、求实、在行之美德，还看到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客观、公正、刚直的做人信

条与处事原则。前几日，我与付老师通了

电话。得知其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仍一如

既往地为《百花山》忙碌着、耕耘着，敬重与

感慨愈加浓重，却也不免心酸，毕竟岁数不

饶人，诚望付老师多加注意，身体康健！同

时告知，近几年我虽已离开学校，但葆有精

气神儿的写作并未停下来，发现美并颂扬

美，当是自己今后致力要做的，付老师听了

很高兴，相约再谈。

暖有两种，一种是物质上浅层次的；一

种是精神上高端些的，两位师者给予我的

显然是后一种，即情感之暖、心灵之暖、骨

魂之暖，此深谢了，漫漫人生路，自会谨记

不忘！

吕金玲/文

暖暖

向着幸福出发向着幸福出发
李迎杰

这里是千万年沟壑
绘成的一幅立体长卷
红色记忆，绿色文化

和源远流长的传统基因
是门头沟的起点和落脚点

此时，太平鼓、燕歌戏
和果实们撒着欢儿
装扮着热热闹闹
沉甸甸的西山

前人走过的那条古道
早已绽放成一朵朵蹄窝
蹄窝旁，听晨钟暮鼓歌吟
夕阳下，阅小桥流水千年

古道把一条条沟壑连成了景致
连成了一串串文明的符号

和一帧家的封面

品咂每一种甘甜
以诗和远方的真挚情感

品咂每一个日子

以生命的价值和温暖
我们发现——

是生态涵养点亮了大山
当绿水青山圆梦旅游蓝图
当金山银山圆梦民宿发展

永定河畔，我们的家园
已成为圆梦的摇篮

正如乡愁会改变时间的风速
琴弦会弹拨出爱的万语千言

为了梦想而努力而拼搏的人们
为了快乐而歌唱而雀跃的人们
——我们，有如一朵朵山花

含苞吐蕊，娇艳芬芳
所有的果实都是绚丽之后

秋天最灿烂的笑脸
所有的憧憬和夙愿
正张开诗意的翅膀
向着收获的季节
向着美好的生活

向着幸福方向的更高更远……

我和女儿快乐践行垃圾分类我和女儿快乐践行垃圾分类

事事如意图 马爱新/作

昨夜北风吹，今朝瑞
雪飘。推窗极目，山舞银
蛇；凭栏俯瞰，河游玉龙。
凝思片刻，一桩陈年小事
悄然涌上心头。

大约是 1956 年的某
个冬日，刚下过一场小雪，
融化后结成薄冰，接着又
落上一层霰粒。马路上又
光又滑，就像玻璃板上撒
落了一串珍珠。

我骑自行车外出办
事，自崇文门内苏州胡同
西口左转，轻捏后闸，啪嚓
一声，连车带人摔了个大
马趴，前轮险些卡在有轨
电车轨道的凹槽里。爬将
起来，继续前行，又连续摔
了几跤。我害怕了，便把
自行车锁在附近商店门

前，乘坐8路公共汽车去
榄杆市。上车一掏兜，忘
带钱包，身无分文，只好向
售票员解释，请求先允许
我乘车，办完事回来后，一
定把4分钱车费送到8路
车上。售票员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回程又如此这般
地复述了一番，同样得到
另一位售票员慨允。事
毕，立即前往苏州胡同公
交站牌下等候，把8分纸
币送到经停的某辆8路车
上。售票员很有礼貌地撕
下两张4分钱的车票递给
我，并一再表示感谢。

诚信，从小事做起。
友善，要互相尊重。

左慎五/文

陈陈
年年
小小
事事

入冬后村南的农贸市场里，不时

有开车叫卖白薯的。年逾花甲的老伴

喜欢吃白薯，便唠叨着要买些回来蒸

着吃，所以下班之后我便绕道去农贸

市场买了一大袋白薯提了回来。晚饭

的时候，餐桌上自然会出现又香又甜

的红壤白薯了，可这时候我分明感觉

到口里咀嚼的不是白薯，而是少年时

代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得年少时，国家物资极度匮乏，

尤其是在我居住的农村，人人都过着

缺衣少食的日子，我的家乡人多地少，

生产队分的口粮只够半年吃的。为了

填饱肚皮，人们想尽各种办法。由于

村里有烧灰副业，社员手里都分有一

点现金，大家便三三两两结伙到海淀

区北安河一带的农家院里去高价收购

白薯。那里的农民虽然口粮相对好一

些，但家家缺少零用钱。所以就偷偷

的把自家白薯高价卖给我们一部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五年，一直到

“四清”运动以后才逐渐减少。

记得那一年我12岁，就和本家的

哥哥一起到南安河买过白薯。那是一

个初冬的早晨，天刚亮我就背着一个

小背篓和他们一起出发了，渡过了村

东永定河一直向北，走军庄、杨坨，穿

王家湾、老爷庙，过寨口就到了南安河

村，大人们谈好了价，就开始交钱装

货。我的小背篓里装了大约30几斤

白薯，往回走的时候感觉越走越沉，走

一段就想找路边有坎的地方歇会儿。

好容易才走到家，虽然带着点干粮（两

个菜窝头），可是回到家里还是感到心

慌气短，饥肠辘辘。后来妈妈不再让

我去背白薯了，她自己和邻居们一起

到京北买白薯。大约每年都得去一两

次。从我家到海淀区北安河差不多有

20多里路程，早晨去过中午才能回

来。那些年，乡亲们正是靠着从外面

买回来的白薯、萝卜等以及开小片荒

地，才度过了那段艰苦的时期。这其

中到京北买白薯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刻。至今，我对白薯仍心存感念。

白薯在家乡也有种植，立夏季节

栽种的叫春薯，夏至栽种的叫麦茬

薯。麦茬薯产量没有春薯高，吃起来

口感也没有春薯甜，一般都用来做薯

种用。白薯适应沙质土壤，沙质土壤

透气好，出产的白薯甘甜绵软。初栽

白薯是极辛苦的，将新育的秧苗栽在

田垄上，就得连续好几天给它浇水，直

到它扎根，长出嫩芽。记得每年夏秋

时节，村北河滩地里都长有一片茂密

的白薯，为了不影响白薯的收成，防止

叶子上的茎蔓扎根争养分，社员们在

给白薯中耕的时候，总要一边除草，一

边翻转薯秧。心形的叶子长得茵茵密

密，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油绿的地

毯，甘甜的白薯就长在地毯之下。收

获的时候先割掉藤蔓，然后顺着露出

地面的藤蔸一镐接一镐地挖掘。父辈

们刨白薯，生怕白薯有所破损。在小

心翼翼的动作中，一嘟噜，一块块的白

薯破土而出，还带有一层薄薄未抖落掉

的土壤，看上去颜色红润，特别新鲜。

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变迁，家

乡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

起50多年前的艰苦生活，除去淡淡的

惆怅，更多的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记

忆。往事依依，如今乡亲们在聊天时，

又说到了当年徒步去北安河买白薯的

情景。当年与命运抗争的一段段故

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它翻出了

我不少缠绵的心曲，抖落了我一身的

萧瑟，触及了我点点滴滴的心结。我

赞叹那个年代的人们，物质上在苦难

中挣扎，精神上却敢于战天斗地。那

时的日子虽然清贫却苦中有乐。白薯

甜甜的，面面的，少年时代的我是清纯

的，懵懂的。但愿生活在新时代的年

轻人，能去除内心的浮躁，安放好自己

的灵魂，珍惜拥有的现在。

张新民/文

白薯情结白薯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