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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营

童年岁月里的桃花红、梨花白，黄鹂歌唱燕归来
的季节，因为物资匮乏，经常填不饱肚子，所以每到
此时，娘总是终天穿梭在和煦的阳光里，采来各种花
花叶叶的野菜，调节我们的生活，也让我对春天有了
美好记忆。

娘的身影在翠柳的枝条间穿梭，她把采来的柳絮
在沸腾的滚水里一焯，淋上米醋、香油，撒上盐和辣椒
面，美味的凉拌柳絮就可以佐饭了。吃了一冬的红薯
玉米糁稀饭，娘拌的柳絮让我们胃口大开，那清香略
带苦味的柳絮让我不由得多吃了半碗饭。

春天里百花争艳，我舌尖上的盛宴纷至沓来。鲜
花、树叶、长在田埂上的野菜，都是娘做美味佳肴的食
材。柳絮落时榆钱满树，高高泡桐花色艳，棵棵洋槐
花成串。这时候的娘忙碌着采撷可食用的花。单是
榆钱，娘就能做成榆钱蒸菜、榆钱汤面、榆钱菜馍；桐
花里加点红薯粉条、嫩花椒芽、香菜、葱花，可以做成
爽口的桐花汤。

荠荠菜是从冬天就开始生长的菜，风霜雨雪将它
的身子打得发褐发黄，可一到春天它就如同脱胎换骨
似的变得碧绿强壮。《本草纲目》上称它为“护生草”，
饥馑年代能护民众之生存。放学后我会提个竹篮、拿
个小铲在田野里寻觅，每当看到一棵或成片泛着绿光
的荠荠菜时，我带着欢喜的心情把它们剜到篮子里。
娘择洗干净做成菜盒、包成饺子、拌成凉菜。那淡淡
的清香，是春天的味道，吃着吃着就感觉吹拂到脸上
的风渐渐变暖了。

荠荠菜长出了长长的茎，茎上是满天星一样的小
白花，这时候荠荠菜就不能吃了。而此时，茵陈和蒲

公英正在熏风中破土而出，茵陈的叶子疏散纤细，形
如雪花，绵软如绒。和茵陈不解的情缘，来自娘的偏
爱。从娘口中，我最初知道的是它叫“白蒿”。娘说：

“白蒿出，百病无。”一到这个季节，娘总是手执竹篮小
铲，早早地走向村外还没完全苏醒的地埂上，在寻觅中
铲起大朵小朵的茵陈，也铲起春天的芬芳。娘说：“正
月茵陈二月蒿，三月只能当柴烧，过了这时节就没有
了。”那些大大小小的茵陈，在娘的指尖上被抖掉了尘
土，变成了我们碗里散发着清香的蒸菜。还有一些被
母亲晾晒在了矮矮的院墙上，说是不舒服了泡茶喝。

淡绿如锯齿一样的几片叶子托着茎上黄黄的
花，在初春的田野里格外显眼，这就是蒲公英了。家
里谁上火咳嗽了，娘就把蒲公英切碎煎鸡蛋让他吃，
还把连根挖出来的蒲公英晒干以备平时熬水喝……

香椿芽是大众喜爱的树头菜，是许多人终生的
舌尖记忆。自古以来香椿芽就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
佳肴。早在三千多年前诞生的《诗经》中就有香椿的
影子：“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樗，就是香椿。在我国
传统观念中，香椿还是古人心中的“长寿树”。庄子
《逍遥游》中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
岁为秋。”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说：“椿樗易长而多寿
考。”因此，古人常用“椿年”“椿令”来祝福老人长寿。

春天一到，当香椿芽在枝头长到拳头大时，人们
就争相够香椿了。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一棵香椿树，
香椿芽下来时这家人绝不会吃独食。娘也会分一些
给没有香椿树的左邻右舍，还会带上一小捆去外婆
家。传递的是香椿，吃出的是感情。

槐花盛开时，正是春夏交替的季节。在过去比较
清贫的年代，每到这个季节，麦子还没成熟，家家户户
的粮食几乎都快吃完了，真正到了“青黄不接”的艰难

时光时，漫山遍野的槐花，成了人们果腹的重要食品。
于是，大家就成群结队去采摘槐花。记得儿时，每到槐
花盛开的季节，我也拿着长竿或是够或是爬到树上捋
槐花。娘能用采来的槐花做出好多花样的食品，如蒸
菜、菜馍、菜饼等，还把新鲜的槐花煮熟晒干后，以备细
水长流，在没有槐花的季节里慢慢食用……如今，娘早
不在了，看到槐花我总想起娘，想起童年时娘用槐花做
出的令我垂涎欲滴的食品。

其实，那时候人们吃柳絮、吃槐花、吃榆钱、吃白
蒿、吃杨树的嫩叶，是出于一种无奈。如今，人们吃这
些却是为了图新鲜、改口味——明媚的春光下，许多
人来到野外，欢声笑语中，采春与其说采到的是野菜，
不如说是把幸福快乐装满心了吧？8

□魏青锋

小时候，我几乎没穿过新衣服，哥哥穿不上的衣
服，就留给我捡着穿。袖子太长，母亲就把长的部分
折好缝起来，过一段时间，胳膊露出来了，母亲就拆了
缝好的袖子放一截儿，等到放完了，其他地方洗得泛
白或补丁沓补丁了，袖口却是崭新的。等我穿不上身
抑或破得穿不了了，母亲就把整块的大片剪下来，留
着做补丁，其他的衣服碎片，就找个袋子装起来——

这些零碎布是要等到农闲时做袼褙的。
农闲时，母亲会在昏黄的油灯下，整理那些衣服

碎片，块状的条状的归好类，随后在簸箕背面，筛子底
一层一层铺平展。经常的，邻家姨来串门，也拿来一
大包旧衣服。

有一次，母亲剪的时候翻出一件袖子破了的花格
子衫，她怜惜地补了补丁，姐姐穿不上，就又给我穿。
那年夏季，我就穿着那件花格子衫上学，有同学取笑
我“穿女生衣服”，我还和同学打了一架。

等到积攒的旧碎片整理完了，母亲就选一个大晴
天，清早起来熬半锅苞谷面糊糊，父亲早已把两面旧
门板放倒在院子里，母亲把簸箕和筛子小心地端出
来。我舀了一大碗面糊糊，拿着刷子——七八岁的我
已能帮着母亲做些简单家务了。我先在门板上刷一
层面糊糊，母亲贴一层布片，布片须压好茬，不然成型
的袼褙，薄厚不均匀，缝制起来费劲。

我刷一截，母亲就铺一截，有时候母亲要剪掉线
头疙瘩，耽搁一下，面糊糊就干了，我就重新刷涂一
遍。母亲铺好一层，我又在一层上面分段刷面糊糊，
刷一层，母亲铺一层，等铺到五六层了，这个袼褙就算
完工了。因为这部分袼褙是要来做千层底的，必须厚
一点，这样做出的千层底才暖和厚实不垫脚掌，最主
要是耐磨穿得时间长。

一面门板完工了，母亲就去做午饭，不一会儿，姐
姐一蹦一跳地放学回家了，我就开始刷另外一个门
板，姐姐放了书包开始铺布片，这个门板上的袼褙只
需要三层，要薄一些，主要用来做鞋面和鞋垫。正在
我们忙碌时，放在旁边的那块打好袼褙的门板却遭了
殃，家里最淘气的那只芦花鸡带着另外一只鸡偷偷上
了板门，啄食夹层里面的苞谷面糊糊，姐姐发现了惊
叫一声，把鸡赶了下来，我气得捡了几个土疙瘩，掷得
芦花鸡咯咯咯地惊叫，最终扑啦啦飞到了院墙上。

袼褙打好了，最后就只剩下晾晒了。日头太烤
时，忌讳放在太阳下直晒，要靠在房檐下阴干，这样袼
褙就不会离层，也不会起泡。只需两三天，袼褙就算
成型了，从门板上刺啦一声揭下来，母亲利用空暇时
间，找出旧课本中夹的鞋样，按在袼褙上剪出鞋底或
者鞋面的样子。

这之后，每天半夜醒来，都能看到在油灯下刺啦
刺啦纳鞋底的母亲。昏黄的灯光，把她瘦弱的影子长
长地印在地上、墙上和空旷的屋顶上。后来，穿布鞋
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有，网上购买也很方便，就再没见
过打袼褙的情形了，打袼褙也连同儿时的岁月一起慢
慢随时间流走了，但是偶然还会梦到，晾晒在房檐下
溢着苞谷面清香的袼褙和昏黄的油灯下母亲纳鞋底
的瘦长身影……8

爱心爱心““有瘾有瘾””

打袼褙

采春记

□王剑

河阳（今孟州）人韩愈曾三次落榜，直到 25岁才
考中进士。后来，他又三次参加吏部铨选考试失败。
漂泊几年后，才在国子监谋得四门馆博士一职。

有年春天韩愈回乡探亲路过华阴县时，当地官员
陪他登上了华山。韩愈一回头，四周都是悬崖峭壁万
丈深渊，顿时吓得心惊胆战，号啕大哭，还哆哆嗦嗦地
写下了遗书。华阴县令赶紧召集猎户，硬是将吓到虚
脱的他抬下了山。

韩愈华山投书，一时被传为笑柄。但历史上的韩
愈，却是以“胆气奇伟”著称的。

贞元十九年 （803年），关中大旱，灾民流
离失所，饿殍遍地。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
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身为监察

御史的韩愈，胆气冲天，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列举京
城“弃子逐妻以求口食”的惨状，建议免除百姓当年租
税。结果他反遭谗害，被贬千里之外。

登山被吓哭的韩愈，战场上却猛如狮虎。淮西平
叛时，韩愈以行军司马身份随宰相裴度出征。当双方
激战正酣时，韩愈发现，叛军把精兵强将调到郾城方
向，老巢蔡州兵力空虚，便向裴度建议奇袭蔡州。

裴度犹豫之际，大将李愬却雪夜入蔡州，一战成
名。李愬的成功，印证了韩愈的计策可行。此后，韩
愈再次献计，顺利收服镇州王承宗。韩愈心中得意，
便作诗一首：龙疲虎困川原割，亿万苍生性命存。谁
劝君王回马首，真诚一掷赌乾坤。

唐军班师回朝后，韩愈因军功荣升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为祈求长寿，恭请

法门寺供奉的佛骨进京，接受臣民瞻仰。一时间，上
行下效，长安城里掀起了一场近乎疯狂的礼佛热潮：
官员叩头献财，民众杀子献女。

韩愈上《论佛骨表》劝谏，言辞甚为激烈。唐宪宗
看到奏疏，气得手抖肝颤，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幸得
众人求情，韩愈逃过一劫，被发配潮州。行至蓝田时，
漫天大雪阻塞道路，韩愈写下“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
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
诗句。

几年后，韩愈奉召回京，担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
郎。一天，韩愈在朝堂上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部将
王廷凑杀了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自任代理，向朝廷索
要节钺。朝廷因无力镇压，只得答应王庭凑的要求，
并任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去安抚。

此时的韩愈已年过半百，文武百官都替他捏着一
把汗，穆宗皇帝也后悔让他前去。没想到，韩愈却大义
凛然，认为“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之理，反而走得更
快了。唯恐耽误了时间，又闹出一场“安史之乱”。

抵达镇州后，面对刀剑出鞘的士兵，韩愈面不改
色，一番道理，说得王廷凑痛哭流涕，真心归顺。返程
时，韩愈心情极佳，又作读诗一首：别来杨柳街头树，摆
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因为平乱有功，韩愈升任吏部侍郎，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

功成名就后，韩愈不忘提携后
辈，扶持英才。韩门弟子中的张籍，
年龄比韩愈还大两岁，却甘拜他为

师。向有鬼才之称的李贺，凭借一首《雁门太
守行》，深得韩愈好评。他本可早登科第，不
料应考之时，主考却认为李贺当避父讳，终生
不得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听说后，大为愤怒，
写下《讳辩》一文，为李贺据理力争……

有一回，贾岛一边骑驴，一边纠结“僧敲月
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不知不觉中撞了韩
愈的仪仗。韩愈不但不生气，还予以指点，作
诗称赞贾岛：“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
闲。天恐文章中道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韩愈的诗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
河破堤，有一种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
概。当时有人看不起李白和杜甫，出言张
狂。韩愈气不过，愤然写诗以正视听：李杜
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
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韩愈的胆气到了文坛，就是一场轰轰烈
烈的“古文运动”。当时盛行的骈体文，文风
奢靡，华而不实。韩愈认为，文章要反映现
实，“不平则鸣”。于是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

《师说》，勇敢地发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
子”的呐喊；又写下《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马说》
等“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
的雄文，宣扬他的文学主张。

韩愈所倡导的“文艺复兴”，对后世散文创作，产
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也因而被后人尊为“唐宋八
大家”之首。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200多年后，苏轼被贬岭南途经潮州，特意拜访

了韩公祠。他凝视韩愈雕像良久，喟然赞道：文起八
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
之帅。8

韩愈的胆气
历史深处

民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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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潘伯栋 刘奕昕

50岁刚过，华发已满头。
问他是不是因为生意操劳？他笑说：做公益闹的。
做公益让人满头白发？他又笑：是啊，有瘾。
做公益能“上瘾”？“上瘾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呢！”话匣子打开了，

“从2007年跟人‘凑份子’做公益到2018年有了40多人的爱心团队，
到现在500多人，仅注册志愿者就有200多人呢。平时我们开展活动
时，不叫谁，谁都不愿意呢！”

周永明，一个曾经的老兵，下岗后养过猪、管理过物业，后来自己
做起了餐饮业，如今则是潢川县一个志愿者组织的组织者。

一

阳光明媚的周六，双柳镇敬老院里欢声笑语。院里停放的流动厨
房餐车里，老周择着菜，他带来的两个厨师则展示着烧鱼、炖锅技艺。

“请老人们吃饭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让他们开心。”老周说，
2016年，他特意买来两台餐车，每到周末时，就是微信群里吆喝一声：

“明天去敬老院，谁去？”
我！我！我！500人满员的微信群里，应声一片。
一如老周所说，他们不仅是开着餐车做敬老餐那么简单，他们的

活动叫“悦动夕阳，与老同乐”。这项活动，是老周和他的爱心团队平
时做得最多的公益活动，也是河南省优秀志愿者服务项目之一。

在潢川县21个乡镇、街道办的敬老院，每到周末，就是老人们最
快乐的时光，不仅有人换着花样给他们做饭炒菜，更多的则是有人陪
着他们娱乐——

老周的爱心公益团队里，有唱戏杂耍的，有唱歌跳舞的，也有理发
的、义诊的……总之，“凡是愿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哪怕仅只是陪老
人们聊聊天，我们都会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来干这件事儿。”

二

潢川火车站不大，但老周说，春运期间这个站的客流量经常会比
信阳站乘客还多。

乘客多，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咨询引导、维持秩序、特殊群
体的帮扶等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尤其是疫情期间，站务人员
明显拉不开栓。“耽误旅客出行怎么办？”

老周看到了“契机”，也有了想法：车站上多一些“红马甲”，问题能
不能迎刃而解？

红马甲，是潢川当地人对志愿者的称呼，“更多时候，则是特指我
们的团队。”老周颇显自豪。

义务帮助过往旅客，是老周由来已久的想法。这想法，源自一个
情结：很多年以前，他的父母从东北探亲回来时，大姐特意给他打电话
说父母带的行李多，让他进站去接。可老周硬是买不来站台票，进不
了站，只能眼瞅着父亲往返两趟把行李往外拎。“事儿不大，但我记忆
深刻啊，很多旅客真的需要有人帮助。”

凌晨四点左右，是潢川火车站旅客相对较多的一个时间段，一个现
成的“例子”出现了：一个坐着轮椅车的残疾旅客因要外出打工，只身一
人携带了三四个包裹。这一天，正值志愿者张丽带人在这里值班——
老周的爱心团队里，有50多个个体户、农民专门在车站提供志愿服
务。她看到这种情况，当即走上前去，肩背手提着这位旅客的行囊，通
过车站的绿色通道把他送上了车，并恳请列车员对他进行照顾。

“我被这位残疾旅客身残志坚的精神感动了，列车员也被我们这
些志愿者的行为感动了，再三表示让我们放心，会安排铁路工作人员
继续照顾他……”张丽说，“其实我们这些‘红马甲’做的事情大多都是
小事儿，但正是这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汇聚成了社会的正能量。”

三

短短几年时间，老周的爱心团队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加入？他
们真的做公益“有瘾”？

老周说，当年他刚开始做公益时，家里人并不支持。那时候，他的
餐饮店正处在创业期，黑夜白天的忙碌。“朋友来捧场了，怎么也得陪
人家喝几杯酒吧？”但由于老周忙碌于组织公益活动，很少在店里露
面，还真得罪了一些朋友……

妻子看不下去了，吵他：人家做公益都是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
你这样没明没夜的算什么啊？“有瘾呗！”老周记得，当初他就是这么
回答的。

“有瘾”的绝不只老周一人，目前已是“自由职业者”的张丽就是如
此。几年前，张丽是一所公办幼儿园的教师，为了照护两个上学的孩
子，她辞去公职当起了接送孩子的“专职妈妈”，但没有想到，参加了老
周他们组织的几次公益活动后，一发不可收拾。偶尔，因为做公益无
法按时接送孩子，就打电话让丈夫代劳。为这，丈夫没少吵她：“赔钱
搭工夫，你到底图个啥？”

不过现在，他们都是支持的。而且，周六周日老周他们开展公益
活动时，晃动的红马甲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丈夫、妻子和孩子这些

“志愿者家属”的身影……
“其实做公益并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颗心，一颗愿意为他

人提供帮助的心。”老周说，在他的团队里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退休职工晏建国，虽然没什么“武艺”，但几乎每次活动都会出现

在人群里，哪怕是讲个笑话、拉个家常；
20岁刚出头的个体艺校校长易容家，经常带着学校的老师、孩子

甚至孩子家长到敬老院为老人们表演节目；
年近六旬的黄艳萍是京剧、豫剧、黄梅戏的“老戏骨”，她不仅自己

唱，还经常在周边县区拉一些票友到敬老院里演出，而费用，则全是他
们自己自理的……“做公益嘛，就是有钱了多花几个，没钱就‘出出力’
好了！”

这些人，一如老周所说，一提起做公益，他们都说：有瘾。“开始时
真没想到，做这事儿也能上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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