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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诗

嚼 春 □王剑

有时候，感知春天的美好，不能单凭眼
睛，还得靠嘴巴。用嘴巴咯嘣咯嘣地“咬
春”或“嚼春”，这风俗，听听都过瘾。

在我老家山村，春天是从那一畦一畦
的菠菜开始的。菠菜一年四季都有，但以
春季为佳。大地回春时，在厚雪下沉睡了
一冬的菠菜，慢慢开始生发嫩芽，几天的光
景，就抻手展腰，出落成一园茎叶鲜绿的春
色。“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蓤如铁甲。”
苏东坡诗句中的“菠蓤”，其实就是菠菜。
不过，我老家缺水，地里生长的菠菜多为

“扑棱棵”。这种旱地菠菜，长相敦厚朴实，
有嚼头。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春
雨洒落，篱笆园中的那垄韭菜，叶含露珠，
盈盈可爱。这时，无法干活儿的人们拿上
一把镰刀就出门了，“夜雨剪春韭”，割韭菜
去。把溅了泥土的韭菜洗净，控水，切碎。
从瓮里取出几只土鸡蛋，炒了，连同泡好的

细粉条，一起剁碎，做馅儿。擀几张薄面皮
儿，摊上馅料，卷裹起来。想吃浓酽的，放
进油锅里，炸至微黄，此谓“春卷儿”；想吃
清淡的，放进笼屉里，隔水蒸几分钟，此谓

“菜莽”。鲜嫩的春韭，濡软的蛋香，咬一
口，暖胃又暖心。此等美味，不仅仅是乡野
的味道，更是春天的味道。

雨还没完全停歇，香椿芽儿就噌噌地
冒尖了。开始还是茸茸的绛紫色，没几天，
就又蹿高了一大截儿。人们好像早已等不
及了，在香椿嫩叶还是蜷蜷皱皱的时候，就
开始攀枝采摘了。新采的香椿嫩芽，绿叶
红边，状如玛瑙。香椿的吃法，也因人而
异，可以腌食，可以炒肉，也可与鸡蛋同
煎。“香椿拌豆腐”，是凉菜里的上品。豆腐
嫩而清简，香椿脆而浓香，简直是绝配。国
人食用香椿由来已久，常把香椿唤作“春
菜”，把食用香椿称为“吃春”。这种叫法，
非常有想象力。

阳光好的时候，可以挎只篮子，去挖野
菜。有一种野菜叫狗蹄芽，学名打碗花。
它的细秧带有触角，擎几盏淡紫色的小碗
样的花朵在野地里爬行。打碗花的幼苗、
叶子都可食用；马齿苋，淡红色的藤，叶片
厚实，味酸，是摊煎饼的好原料；面条棵和
毛妮菜是乡下姑娘，没见过世面，把身子藏
在麦垄里，羞答答地不抬头。你薅下它，它
也不拒绝，拿回去放进汤锅里，味道很鲜；
黄花苗，大名叫蒲公英，常用来做汤，味道
清苦，能解食毒、散滞气、消恶肿；荠菜又叫
护生草，是草中的狐狸，妖魅多姿，形色多
变。

山村的花儿，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无
拘无束，天真烂漫。这些花朵，可以观赏，
也可以撸下来吃。榆钱儿是榆树绽放的
笑颜，一串一串的，在枝头挨挨挤挤。榆
钱儿捋下来，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粥、蒸
食。“自下盐梅入碧鲜，榆风吹散晚厨烟。

拣杯戏向山妻说，一箸真成食万钱”。一
筷子下去，就吃掉了几万钱，这话说得真
是幽默。不过，吃榆钱儿得赶早，其鲜嫩
的日子只有三五天，南风一吹就老了。槐
花是一个村庄洁白的春衫。槐花一开，空
气里就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清香。这时候，
没有谁会客气，把槐花采下来，洗净，控
水，拌上“两掺面”，上笼蒸。趁热，浇上蒜
泥、香油、辣椒、葱花，确实很好吃。吃完，
舒舒服服地打一个嗝儿，余味中仍有一种
天然的清香。

四方食事，终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过去，家乡人“咬春”“嚼春”，是为了度荒，
现在呢，则是为了尝鲜。眼下，春色正好，
就让我们嚼春吧！把一团团春意嚼碎了，
把春风春雨嚼碎了，把阳光泥土的味道嚼
碎了，咽下去。然后，滋养出生命的元气。
这样，嚼着嚼着，春天就有滋有味地过去
了。10

黄河，
在我心底流淌

在党旗下

3月 31日下午，我的手机短信接到供
电局的通知，因进行设备检修，我小区4月
2日9点—20点停电。

看到这则消息，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
来，因为老公双肺衰竭，没有了电，家里的
制氧机就无法工作，老公就无法吸氧，没有
氧气就会要了他的命。

我把要停电的事儿给老公说了，老公
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可别再给供电局打
电话了，你以为供电局的发电机每次都给
咱准备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让我试试，
不吸氧看能不能挺过去？”

我一听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火，对他吼
起来：“你不是拿你的生命来试，你是拿我
的生命来试。你说，出了事儿怎么办？”

我们小区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
一到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临时停电是常有
的事儿，老公双肺衰竭已有3年了，家里买
了制氧机以后，只要不停电，他吸着氧也无
大碍。

去年夏天有一天，小区突然停电了。
那时老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他回家后
可不能缺氧。怎么办呢？我把电话打到供
电局，咨询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恢复供电？
对方说是施工挖坏了电缆，正在抢修，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恢复供电。

我让老公平躺在床上不要说话，到最
近的医疗器械商店买氧气袋，谁知氧气袋

正好缺货。
回家后，我把蜡烛点着，淡黄色的火苗

一闪一闪，映衬着老公的脸。我擦着他脸
上的汗珠，我脸上的汗珠也流了下来，流到
了我的手背上。

怎么办呢？我有点作难了，老公会不
会因为缺氧而死啊？看着蜡烛一闪一闪地
流着泪，一半的身子越来越短，我好像看到
了生命的末端，我说：“老赵，你可别睡啊，
我害怕你一睡就睡过去了。”

他说：“那不更好了吗？我睡过去也不
连累你们了，我想最好是这样。”

我说：“又想撇下我自己走？想得倒
美。”

我又换了一根蜡烛，看着蜡烛，心里在
想：蜡烛可以换，但我的老赵无人能够替代
啊。

抱着一丝希望，我又给供电局工作人
员打电话，告知了我家的特殊情况，供电局
工作人员说，请稍等，我们想想办法，看看
能不能给你们解决？

其实，我真的没有抱多大希望，准备再
走远些去买氧气袋。出乎意料的是，我正
要出门，供电局工作人员的电话来了，说马
上给你们送台发电机。

不一会儿，一辆电力抢修的汽车停到
了我们的楼下，几个工人抬着发电机放到
我们家门口，把线接到我家的电源上，制氧

机立马开始了工作。
老公吸着氧问我：“你的面子怎么这么

大？你认识他们？”我说：“不认识。”老公高
兴地说：“我老赵咋这么幸运呢？”

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着，就像歌里唱
的那样：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

4月 1日下午 5点多，我又试着拨通了
供电局的咨询电话，反映了我家的情况，工
作人员说向上反映。过了一会儿，供电局
一位姓季的老师打来了电话，说：“很遗憾，
原来你说的给你送发电机的那些人是施工
单位的，他们有发电机，而我们供电局没有
发电机。”

听到这话，我非常失望，我说：“停电不
都是你们供电局停吗？过去可以，现在为
什么不可以？”季老师一边安慰我，一边说：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我先请示上级，看
能否取消停电的区域。你也去附近医疗器
械的商店看有没有氧气袋。如果有，你问
问一袋能用多长时间？需要几袋，买好后
开上发票，这两天送给我，我给你报销。”

听到这个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
来，感觉跟我说话的这个陌生人就是亲人。

感动归感动，但我怎么好意思让人家
付钱？我连忙跑到医疗器械商店，可惜还
是没有买到氧气袋。这时候，季老师电话
又打过来，询问情况，得知我家有氧气瓶却

不会用时，他说：“那太好啦！我会派人到
你们汝河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让他们和我
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你们家，帮你们把氧
气瓶给病人用上。”

晚上，我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心
里又想起了那首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
却知道你为了谁。

第二天上午 8点半，我接到了供电局
工作人员的电话，但不是季老师打的，是一
位女同志打的，她说：“秦老师，我们一会儿
就到你们家了。”果然5分钟不到，只见3位
穿白大褂的社区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和 3
名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家，医护人
员马上给我老公做了心电图，还给老公建
立了社区服务档案。这边供电局的人员将
我们家的氧气瓶挪到老公的床边，他们和
社区医疗中心的人员一起给我示范了氧气
瓶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我从供电局工作人员那儿打听到，季
老师今年 36岁，共产党员，郑州一供电营
业所所长。我又问：“你们真能为老百姓报
销费用吗？”工作人员答道：“肯定不会。如
果季所长说给你报销，一定是他个人出资，
他是个好人。”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想说，季所
长，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员，停电之
后，我没有看到黑暗，只感受到光明和温
暖。10

停电后的光明 □秦珊

我非常喜欢黄河，时常到黄河边放飞自我。对于
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地理意义上的黄河可能很遥远，
然而为什么黄河在我们的心底又如此重要？在我们的
精神世界和文化体系中，黄河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
色？

还在读大学时，我陪一个著名学者到黄河边游
览。那时的黄河经常断流。望着干涸板结的河床，这
位学者异常伤感。我们爬到一座高丘之上，遥望延伸
到天际的河床，过去奔腾的河水被分割成一个个水洼，
彼此不再相连。这位学者说，黄河数千年来滋润着人
们的心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脐带。脐带断了，可悲，
可惜，可叹！

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也曾到黄河边观光。余先生
一行在黄河滩上细细凭吊，追寻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起承
转合。当大家要登车离去时，纷纷把鞋子上的泥巴甩
掉，唯独余先生一任泥巴沾在鞋上。他回去后，把泥沙
刮了下来，放在一个名片盒里，摆在床头柜上。他说：从
此以后，每天晚上都能听见黄河的流水声。

我经常带我的女儿到黄河边游玩。有一次，不小心
汽车陷在了沙滩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出来。女
儿那时还小，大概有 3岁多。她现在 8岁了，上二年级
了，提起黄河，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河的沙滩很好玩”，还
有就是“爸爸把陷在沙滩里的车开出来了”。

黄河在不同人的眼中，可能有不同的意象。在学者
那里，是甜蜜的乳汁、文化的脐带；在诗人那里，是故乡，
是乡愁；在小孩子那里，是童年的欢乐和成长。尽管有
所区别，但其实我们的生命底色都是“黄褐色”的；不管
我们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有多少差别，万象归一，在
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都流淌着一条黄河。

黄河是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进入我们精神世界
的。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些有关
黄河的诗歌，铿锵有力，意象宏大，朗朗上口。通过熟
读这些诗歌，即便是牙牙学语的孩子也能与黄河熟络
起来，从小就被熏陶出一种宏大的精神气质，而无论他
是否真正抵达过地理意义上的黄河，日复一日地阅读
和体验，黄河会逐渐成为一种价值符号，成为我们的精
神家园。

2008年，我刚参加工作便被单位派去出一趟远差。
从北京出发，先后到了陕西、甘肃、青海等几个沿黄省
份。半个月下来，对黄河与黄土有了更直观和深刻的体
验。

黄土高原上，高高低低的沟壑中，充满泥土芬芳的
水从遥远的山谷蜿蜒而来，潺潺淙淙，仿佛纵横流动的
血脉。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黄河之水，朝着大海的
方向浩荡而去。黄河以它的辽阔和厚重，赋予这片土地
以生机。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寒
来暑往，秋收冬藏，把黄河以及黄河冲刷出来的土地视
为“家”，并由此产生了厚重的中华文化。

那次回来后，“黄河”在我的头脑中不再是一个空洞
的概念。它浪涛奔腾，关联着起伏的山川与金黄的大
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明形态，启迪着我
们的今天和未来。

有一次，黎明时分驾车穿过黄河。朝阳正欲喷薄而
出，红霞满天。镜面般反光的河水与略显昏暗的滩涂，
相互交错，如书法大师挥毫泼墨，锋如刀削，像极了一幅

“中”字，不禁心头一颤。
黄河，其实一直在心里，在血液中流淌着。10

□张亮

每一次举起右手

眼前的红如波涛般汹涌激荡

每一次重温誓词

心中的血似骄阳般火热滚烫

沐浴着新时代的霞光

抚摸着藏蓝色的警服

这面迎风飘扬的旗啊

始终涤荡着我不渝的信仰

这颗激动颤抖的心啊

一直澎湃着我火红的梦想

无论今天的脚步多么豪迈奔放

我们都必须铭记曾经的劫难与悲壮

铭记那些走过的路和淬火的经历

铭记那些倒下的人的意义

一百年，风雨里磨砺铁骨铮铮的民族脊梁

一百年，巨变中接近伟大复兴的民族梦想

从星星之火到光芒万丈

从破旧山河到大道康庄

是你带领着劳苦大众

在抗争，在摸索，在前行

在自我完善中走向黎明的曙光

从南湖的红船启航一路乘风破浪

用初心和信仰开启了新中国的方向

此时此刻，穿越历史的天空仰望

仰望那些化作永恒的星光

正是他们无悔的付出与英勇的牺牲

我们才能在传承接力中迸发出

巨大的精神力量

此时此刻，迎着东风向神州眺望

眺望长江黄河，眺望山川巍峨

眺望飘扬的旗帜，眺望梦想的底色

只有沿着这条路，高举这面旗

我们才能凝心聚力、砥砺开创

才能书写出属于新时代的辉煌

此时此刻，我的战友们

正头顶警徽与风霜，肩抗使命与荣光

在胸前那抹红的指引下

守护着大地安宁，守护着山河无恙

有多少暴风骤雨，就有多少风雨无阻

有多少险滩激流，就有多少迎难而上

有多少牺牲奉献，就有多少无悔担当

我们扎根在这片土地，成长于红色土壤

满腔赤诚，一心向党

像一根线，像一团火

成为鲜艳旗帜的一部分

成为守护梦想的一束光

通往明天的路上

我们还要栉风沐雨，披荆斩棘

这面迎风飘扬的旗啊

是灯盏，指引着方向

是火光，点燃着希望

是誓死捍卫的崇高信仰

带领我们从峥嵘岁月走向大地芬芳

站在新起点上

所有的语言和诗句都苍白无力

唯以热血青春，赤胆忠诚

铸就我们的质地与本色

唯以砥砺奋斗，前赴后继

致敬我们的初心与梦想10

今 日 看 红 船 ，过 往 云 烟 眼 底

翻。先烈擎旗挥舞处，流丹。无尽

牺牲改换天。

绿 水 映 青 山 ，澎 湃 激 情 逐 梦

圆。踏上新程承遗志，冲关。快马

加鞭不下鞍。10

南乡子·南湖红船
□摄影/一苇 词/大吕

致敬我们的初心与梦想

麻，其利最广
□李成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这句话出自《荀子》，现在已
成为一句谚语。如果你到过种植麻的田地里就会知道这
话说得十分正确——半人高的麻秆，秆上没什么枝叶，密
密地直立着，差不多每株都一样，没有一根是弯曲的，就
像一片微型的杉树林。在这等距离的行距间，不会有其
他植物，就是有，也得直立着。

这样的麻地，我也只跟村里的李王氏奶奶去过一
次。她是一个孤寡老人，平时孩子们喜欢到她家里玩
耍。那天，她带我去菜园，我俩抬着一粪桶尿水，准备给
蔬菜上肥。其时，我比那粪桶高不了多少。我们一颠一
踬地到了菜园，奶奶首先去麻地里割下一小捆麻秆。我
才看见，那一株株密密地直立着的植物，也不过像写字
的铅笔那么粗细。浇完粪水，奶奶把这捆麻带回来，我
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

但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看见，奶奶和其他妇女坐
在村前的大树荫下，把那麻秆齐齐地摆开，然后用一种
特制的割刀，在麻秆的根部一割，拇指压着刀就把那麻
剥了皮。接着，又撕里面的纤维，一缕缕地撕下，再把这
些丝丝缕缕刮得平顺，放到一只大土碗上，碗里盛着清
水，刮的时候，要用清水擦那刀刃。那麻缕刮好了，理好
了，做什么用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用，大约是编织带
子，或搓成绳子。而这种带子、绳子是经久耐用的。还
可以刮成更细的线，用来纳鞋底。虽说不是大用场，但
于农家生活似不可少。所以，我见奶奶和其他妇女，在
剥麻、刮麻时，总是那么耐心、细致。

我最初以为宋人罗愿在其《尔雅翼》里把麻与芝麻
这两种植物混为一类，其实不然。他说：“麻实既可以养
人，而其缕又可以为布，其利最广。然麻之属总名麻，别
而言之，则有实者别名苴，而无实者别名枲。”我博物学
知识实在是有限，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苴麻所产的籽粒
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也许我还吃过哩（似乎有那么
一点印象），它如绿豆般大小，外壳薄脆，而内实幽香，还
可以用来榨油。

这最普通的“不扶自直”的麻，其实就在人们不经意
间“其利最广”。10

□王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