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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颗小麦的种子
在冬天大雪的绒被里
做了很多美梦
春天一到
他们就伸着懒腰
舒展飞扬
长成了太阳一样的光芒

一颗颗米粒

晶莹剔透
为了我的成长
他们来到我的饭桌
每天都是情绪饱满
热气十足
香飘四溢

妈妈说，它们都来之不易
我们要珍惜

珍珍 惜惜
东辛房小学五(2)班 胡昊远 指导教师：李迎杰

痴迷读书是从初中开始，那个时候风
行武侠小说，谁手里有金庸、古龙的小说，
他就是当时小伙伴的拥戴者。为了讨好
他，大家帮他干活，脱土坯（当时盖房子的
人家很多，几乎家家都脱过土坯）、攥煤球、
排队买大白菜等，这么巴结着他，目的只是
想借他的书看看。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直在哥哥的
小伙伴之间传来传去，我也想看，可他们瞧
不起我，说：“女孩子家家的抱本小人书看
看还行，这舞刀弄棒的不是女孩子看的。”
遭到了几次拒绝，我没泄气。当《射雕英
雄传》终于排到我手里时，书的封面已磨
损不堪了。怕此书在我手里继续磨损，我
就一直用报纸做封皮，抱着书看。我看的
是上下两本一套的，似乎是海峡杂志增刊
的《射雕英雄传》，书的页面比正规书要大
要宽，我拿到书后便如饥似渴地读着，深

深被书中的人物所吸引，书中有许多插
画，当看到梅超风两个空洞洞的眼睛尖尖
的利爪和披散的头发，我见着就害怕，越
害怕越想看，突然一翻页，书中又是梅超
风的插图，吓得我魂飞魄散，赶忙合书，可
是精彩的人物命运又吸引着我想探知个究
竟，我赶紧拿张纸先盖住梅超风的插图，继
续往下看。我欣赏金庸笔下那些侠士，包
括他们每人的武打动作细致的刻画，让我
犹如身临其境。常常被人物吸引着，手中
的书爱不释手，时常挑灯看，常常被妈妈
强行关灯，即使入睡的梦中都是武打的镜
头，我喜欢黄蓉的古灵精怪，也心疼梅超风
痴情精修武艺。

待到上高中，曹永诚老师是我们班主
任，老师爱读书，带动我们全班同学读书热
情高涨，当时学校阅览室不大，但每周二向
我们文科班开放，一些畅销书及经典著作

我是从那里读到的。记得《红楼梦》只有一
套，分上下集两本，同学们排好队依次传
阅。那时我们十六七岁，读过书后有同学
说，《红楼梦》也没什么，女的个个痴情，男
的个个流氓，老师听我们议论笑而不答，但
从他的表情中看出我们的回答是错误的。

待到上专业学校时，离家远看书的机
会不多了，激起读书热情是在参加一次知
识竞赛后，因为当时我把《中学生知识竞
赛》那本书背得滚瓜烂熟，提问题的徐贺成
老师见问不倒我，他看看我又看看手里提
问题的卡片，他索性合上卡片直接问了我
一道题外题：“你知道小说《爱，是不能忘记
的》作者吗？”嗯?我一时语塞，这个小说我
都没听说过哪儿会知道。老师说，“小说的
作者叫张洁，这是个短篇小说，很好，希望
有机会你看看。”

我第一次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

的》，那时我20岁，是托爸爸在门矿图书室
给我借的。小说篇幅不长，很快我就读完
了，觉得那里人物的爱别别扭扭，没什么意
义，不明白为何有情的两个人要通过一个
孩子的手传达彼此的心意？等我40岁有了
生活的阅历时再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
的》时，明白了小说人物设计真好！懂得了
有些爱虽不能，但却是不能忘记的，更加懂
得了作者运用含蓄的表达，阐述最深层的
爱意。

现在年龄大了，读书时有了掩书思考
的习惯，总在想作者设计小说情节，为何
在此出了转弯？多了悬念？常常重新翻看
前头的脉络。文友王志国老师曾向我推荐
迟子建的短片小说《一坛猪油》，小说围绕
一坛猪油，第一次出现，是用房子换了一
坛猪油；在出行的路上，被别人看上了盛
猪油的坛子；后来在有人接他们回场的路

上，盛着一坛猪油的坛子被打碎了，似乎
到此一坛猪油的宿命就该结束，谁承想大
篇幅的一枚戒指的描写，跌宕起伏，谁又
承想最后揭开这枚戒指的秘密又回到了
一坛猪油。

迟子建这篇《一坛猪油》，我先后看了
三遍，真真体会了一篇好的小说倾注了作
者的思想，小说自始至终围绕着一坛猪油
来写，一个事物的出现有他现实的道理，最
后在物欲的挑战下揭示了人性的脆弱与那
点小小的心思。

小时候读书，喜欢看打打杀杀的武侠
小说，到青年读书读到爱情一知半解，再到
成人读书深究小说的来龙去脉深入了解并
学习，这些年，不同阶段的读书，一直觉得
参与读书，乐在其中，享受读书带给我的阅
读快乐。

伊占英/文

快快 乐乐 阅阅 读读

初看，标题几词并无必然联系，但其却
于春节前意外地在我笔下乃至心中邂逅
了。那是浸润在岁月中几十年也惜别了几
十年，今岁得以重温的一帧画、一种情、一
怀暖，让我在回想与思念中百感着。

记得元旦后某日，雪花飘飞，洋洋洒
洒，树杈上、屋顶上、窗棂上，到处留有白雪
公主翩跹的素影和晶莹的吻痕。莫非是时
光老人厚爱广袤北国的又一礼物？答案是
肯定的。万不能错失了美丽，于是，大人小
孩纷纷出来赏景拍照，瑞雪兆丰年的气息流
淌在挂满红灯笼和张贴着年画的街巷，也流
淌在家家户户对过大年炽热的翘盼中。

我自然不能负了老天爷的美意，也信
步街头。触景生情，只觉有灵感的诗行在
胸中写就。蓦然，“榆香人家面馆”几个大
字映入眼帘。自小就听说且吃过榆皮面、
玉米面、荞麦面等掺在一起做成的面条，筋
道、爽滑、禁饿、还不乏营养。若和面时加

点盐，更有咬头儿。但正如“包子有肉不在
褶上，面条好吃全在卤上”，得说至少有卤
多一半功劳。其实，当时这么吃纯属无奈
之举，那时国家穷百姓也穷，精米白面吃不
上，糠菜杂粮能把肚皮填饱就不错了。可
习惯成自然，久吃竟也吃出了感情，还连带
着亲情。这馆子怎样呢？

怀着回味、好奇、想往，不排除欲找回
儿时感觉等多种复杂的情愫，我走了进
去。“老姐姐，坐！我们这儿各种面条各种
卤齐备，想吃哪样您发话，我立马给做！”女
主人热情的招呼，若冰雪世界里投进一粒
炭，心里暖融融的。倏然，我的目光被食谱
上“鹿角面”三字牢牢牵吸，确切说是被俘
虏了。“鹿角面，你们这儿有鹿角面？”我瞪
大眼睛迟疑发问的神情与口气，道出了我
既难以置信，又心存侥幸。因我视之为老
朋友好朋友的它，难觅芳踪已好多年了。

“听您这话茬儿，是偏好这一口儿啦？”“那

当然，那可是打卤面里我的最爱，玩笑着
说，给个神仙都不换!”“嘚，就是它了！”我俩
不约而同。好饭不怕晚，听着厨房哗哗的
洗菜声、炝锅声，耐心候着的我思绪翩飞至
童年。

小时候，姥姥很疼爱我，加上本就离得
不太远，我常去小住。印象中，每次去几乎
都有花生、枣、绿豆糕等好吃的，极可能是
姥姥特意给我留的。跟着姥姥，我学会了
不少劳动本领和生活技能，如擀饺子皮儿、
辨识野菜、捉虫喂鸡等。而最难忘或说记
了一辈子的就是这鹿角打卤面了。黄花、
木耳、鸡蛋、香菜等寻常料皆配角儿，黑色
而珍稀的鹿角才是主角儿，断然不可少，要
不为何叫鹿角面呢？顾名思义，其状枝枝
杈杈、若闭若合、似静似动，有种朦胧的意
境美。吃到嘴里咯吱咯吱响，别是一种享
受。有言人间至味是清欢，我说打卤面至
味数鹿角。

乡村逢过年，除了吃象征团圆的水饺，
偶也吃鹿角面。要是有喜事，如娶媳妇聘
姑娘，也做鹿角面吃，村里人叫吃席或坐
席。每每，姥姥总不忘我这“小馋虫”，得着
信儿一准叮嘱“把玲儿叫来，整天念叨好
吃、吃不够……”“吃不够，吃不够。”沉浸在
姥姥对我的爱及鹿角面之幸福回忆中的
我，竟兀自叨咕出了声。“啥吃不够？老姐
姐，您的面来了，管够！”

定睛，一大碗面冒着热气上了桌。没
错，就是它，一样的蓝花瓷碗，一样张臂呈
欢迎状的鹿角，一样养眼的黑、黄、绿之诱
人色泽，一样让人垂涎的卤香面香，与之对
视着，感觉陌生、熟悉又亲切。不怕您笑
话，资深吃货我数不上，但对鹿角面痴情专
情却一点儿没错，就是因儿时的体验太美
太深了。可后来不知何故，它像从人间蒸
发了一样，我再没能与之亲近过，以至70岁
往下不少人都没听说过。原以为再无缘相

见，没承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功夫”，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窃喜、庆
幸与得意，登时在心头漫漾开来。

“怎样啊,老姐姐？不少您这岁数的初
次来都像您这么问，回头客也数这拨人多
……改革开放后日子好多了，想吃什么没
有啊，真是没有吃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您说是不是？好几家劝我过节别打烊，他
们要带亲朋尝尝咱老北京吃食，还专门提
到鹿角面。也是，大鱼大肉都不新鲜了，粗
粮野菜倒成了香饽饽，好啊！”女主人的喜
气、鹿角面的香气及我的运气交相融汇，和
谐成一首冬日里的春歌。

一碗寻常又不寻常的鹿角面，我爱极、
极爱！因其味道、内容、与情怀氤氲着浓浓
的年味儿，复现了姥姥对我的疼爱，亦浓稠
了好日子里的百姓一心奔小康的心气儿。
难道不是吗？！

吕金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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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柿果成大柿果成 马爱新马爱新//作作

在远离尘世喧嚣、几乎被人遗
忘的偏乡一隅，不急不躁，不温不
火，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清雅明
丽，缓缓讲述西山的故事，娓娓道
来乡土风情，这便是清水镇的瓦窑
民宿。

老瓦房、四合院、古井、石碾、
老树……融合千百年来西山村居
图的主要元素；老街旧巷歇脚的坐
石、村道边的葫芦棚、探出院墙的
西番莲、篱笆围成的小菜园……点
缀村居图不可或缺的闲章碎笔。

这些被岁月铭记又被时光不
经意遗失的西山风物，几乎都被瓦
窑收藏、复制。循着她们的芳踪，
唤醒的不光是久远的乡村记忆，还
有回望路上渐已休眠的故园情结。
重拾这些温馨的花束，重温恍如昨
日的亲切，曾经的陪伴、无言的呵
护，让人生出莫名的感动和感慨。

在寂寞的山野，岁月早已蒙
尘，时光静静流淌，阳光依旧灿
烂。还是那片阳坡弯儿，你自由洒
脱地舒展新的生命，怀揣稚子初
心，写意一坡昔年风景，绽放一片
古韵风情，把千百年来西山人的梦
想、眷恋、寄托、渴望……连同全部
对家、对祖先、对生命、对后人、对
世界的无限深情，凝聚物化，妥帖
安放。

潜心精雕细琢，时间是最好的
见证。

生命开始的地方，最适宜安置
灵魂。当皱纹悄悄爬上额头，还有
什么能拨动你沉寂的心弦？当风
霜无声侵染华发，还有什么能柔软
你结茧的沧桑？瓦窑民宿让人瞬
间惊喜、感叹、驻足、沉思、流连

……这一刻，禁不住泪流满面。
一物一景寄相思，一砖一瓦诉

乡愁。驮着远古的厚重，衔着百年
的积淀，瓦窑民宿，你古朴典雅的
姿容，令谋过面的人欲语还休；你
风情万种的雅韵，让遇见你的人欲
罢不能；如一簇蓬勃清丽的野菊
花，在那片寂寥的原野悄然绽放，
静若处子，灿若明霞，日里流连忘
返，夜里魂牵梦绕……

究竟用怎样的诉说来描绘瓦
窑民宿，方能准确完美地表达她的
韵味和品位，究竟用怎样的比拟，
方能生动形象地传达她的内涵和
外延？瓦窑民宿，传承古典与现
代，集乡土文化、山水人文于一体，
用建筑语言表现西山情怀，用凝固
的音乐演奏乡愁篇章。赤子之心
在一屋一院间彰显，故土情结在一
花一草间绽放，凝神精雕细琢，倾
情苦心打造，唤醒西山儿女回归
梦，抒发万千游子故乡情。

走进瓦窑，每一个西山之子都
会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时时处处
能感受到家的气息。似乎总有个
声音在耳边提醒你：这就是你的
家，曾经的家，一直想找回的家，千
百回呼唤、魂牵梦绕想回归的家
……

静默不语，岁月留痕。瓦窑民
宿，相信每一个西山人都能够懂你。

在自然山水博物馆，大西山的
魂魄塑封在瓦窑民宿，连同千百年
来西山人的梦想、情感，一同被她
珍藏、凝固。

寂静的故土承载着世界的全
部。

吕秀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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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临近，家中写春联的任

务又来了。我忙着从书画装裱店买回
一些书法、绘画空白挂历及对联纸。
书画是满足亲朋好友的托付，春联则
是兑现家人们的承诺。

春联，也称“对联”。据说起源于
宋代，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作为
春节里张贴的红色元素，从驱邪避害
的初衷到迎祥纳福的祈盼，经历了漫
长历程。它以对仗工整的形式，简洁
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
愿望，始终被文人墨客所推崇，被人民
大众所钟情，传承至今。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春联都是邻
居刘大伯写。农村里文化人少，刘大
伯是商业调拨站的会计，瘦高的个头，
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温文尔
雅。他不仅识文断字，春联写得娴熟
沉稳、端庄大气，而且人品好，有求必
应。村东头几十户人家的春联几乎都
出自他的笔墨。每年小年一过，街坊
邻里就手拿纸张纷纷前来，每一次都
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将写好的春联
搂在怀里，如同抱着金娃娃一样欣喜。

刘大伯家地方窄，他时常把书写
地点挪到我家。方桌一放，笔墨伺
候。只见大伯坐在板凳上，手握毛笔，
认真地书写每一联。我像个小书童蹲
在桌边为其研墨，歪着小脑袋一边看
一边读，虽然一些文字内容我看不懂，
却极其好奇与兴奋。一次听到父亲责
备的话“你们一个个都学了不老少，连
个对联都不会写，这学都白上了。”那
时我不过是小学二、三年级，我知道这
话主要是针对已初中毕业和在读的姐
姐们，但也身感不自在。其实父亲是
心疼情同兄弟的刘大伯，眼看着他的
身体每况愈下，还在坚持为大家服务，
后来给村民们写春联晚上看不清，只
能利用午休回家吃饭时间，人多时，饭
都顾不上吃，连裁纸带书写忙活一阵，

又匆忙赶去工作。“何时自己能写，替
大伯分担一下多好。”这是最初的想
法。却始终不敢提笔，总是心生畏难，
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

刘大伯去世后，姐姐找矿工会的
朋友写，有时也买，家里依然没有能够
书写春联的人。直到退休，我上了老
年大学，学习了书法，才开始壮着胆子
试写春联，从布局到字的间架结构虽
然有很多不足，却得到了老师及亲朋
好友的认可与鼓励。姐妹们说：“以
后，咱们家的对联你包了。”“行，没问
题！”就这样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时光飞逝，岁月不居。每年新春
来临，鞭炮声中喜庆的春联蝴蝶般飞
上家家户户的房门，演绎出“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景象。春
联不仅装点了房屋庭院，也温暖了寒
冷的冬日。

伴随时代的发展，春联如一面镜
子折射出它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中华文
化传承中的延伸与拓展。从过去年份
属性、富贵如意、平安吉祥、纳福发财、
家兴宅旺到改革、奋斗、中国梦、新时
代、奔小康等越来越多的新元素，彰显
出鲜明的时代色彩，浓浓的家国情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春联情结难
以忘怀。从隶书、楷书到行书，从为亲
朋好友书写到应邀为社区居民书写，
每一个过程、点滴进步离不开老师的
教诲和启蒙之人刘大伯。“人逢盛世豪
情壮，节到新春喜气盈”“吉星高照人
富有，大地回春人安康”“凝心聚力创
伟业，抒春酬梦续华章”……当一副副
春联带着祝福从笔端生成，幸福感油
然而生。品味着“一手好字，传承的是
文化，感受的是自信，学习的是专注，
体验的是快乐”心生感慨。我想父亲
在天有灵也会欣慰，家里终于有了一
个“敢写”春联的女儿。

王木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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