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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春天 关国凤 摄 （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

→春暖花开 李帅帅 摄 （澄合董东煤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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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是地道的东北人，来
到陕西近五十年了，但传统的
东北习俗却根深蒂固地保留
着。每逢节假日，婆婆的微信
就会如约而至：“明天周末都
回家吧，你们想吃什么？给我
报菜单，我好准备。”这是婆婆
会玩微信以来和儿女们沟通
交流最多的内容。

每次回到家，满满一桌子
的美味佳肴成了家人回味无
穷、津津乐道的永久话题。
酸菜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红
烧鱼、自制皮冻、芳香排骨、
拌三丝、蘸酱菜、粘豆包......
这些美味，哪一样都让人口
水外溢。

婆婆说，这是东北人招待
客人最基本的几样菜，如果样数不全，就会觉
得待客不隆重、不讲究。婆婆做菜有自己的
讲究，尤其酸菜炖粉条是婆婆的拿手菜，她说
外面卖的酸菜味不正，婆婆的酸菜都是自己
腌制的。每年到十一月时，新鲜的大白菜刚
下来，婆婆就到市场上挑选她认为合格的白
菜。挑选白菜可是有讲究的，白菜的品种会
选择那种个头匀称的圆白菜，回家后进行清
洗，然后放置到专门的腌菜缸里，压一层，撒
一层盐；腌制一星期后，倒入清水，开始发酵，
大概需要四五十天的样子，才能腌制好。

一道味道纯正的酸菜炖粉条的做法也是
挺考究的。首先要选择腌制好的酸菜、肥瘦
适中的五花肉、血肠、手工制作的土豆粉、葱、
姜等调料。烹饪时要先把油烧开，放入切好
的五花肉炒制去掉水分，将酸菜倒入微炒，让
油把酸菜翻炒透，倒入高汤，把包着八角等多
种调料的一个秘制香料包扔进去；放入血肠，
大火熬煮十多分钟后放入粉条。直至粉条全
部入味，汤汁收干，美味的酸菜粉条就做好
了。掀起锅盖，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香
气，让人不禁垂涎欲滴。我也曾按照婆婆的
做法试着做，但每每做出的菜肴，老公总说不
是妈妈做出的味道。

记得刚结婚时，我喜欢吃素菜，每次婆婆
做一桌子硬菜，我觉得无从下口，吃不习惯。
但每逢过节回家，饭桌上少不了的是一盆炖酸
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婆婆家的饭桌经过改
良，虽然也增加了不少绿色蔬菜，但那一成不
变的几个东北硬菜仍然是婆婆认为最能表现
诚意的待客之菜。老公每次从外地回来第一
件事就是回婆婆家吃饭，他说只有妈妈做的菜
才能吃出家的味道。

婆婆有五个儿子，在团聚的日子全家二十
多口人会聚在一起，家里每个人的口味她都了
如指掌，媳妇不吃羊肉、孙子爱吃排骨、孙女爱
吃素拌三丝等等，她会按照每人的口味准备。
吃饭时一个桌子坐不下，长辈坐凳子、晚辈就
站着吃。大家聊着天，叙说自己的工作，一派
其乐融融的氛围，渐渐地全家人已习惯并爱上
了婆婆的一桌子菜。

大家喜欢的不仅仅是婆婆做的菜，更喜
欢的是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婆婆的一
桌子菜似乎成了家里的传统，凡是家里有什
么高兴的事或者外出的亲人归来，大家都要
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饭局结束后，女
人们负责打扫厨房清洗碗筷，兄弟们陪着老
人聊天、看电视，孩子们互相聊他们年轻人感
兴趣的事，每个人都是处于愉悦和放松的状
态，那种和睦的氛围包
容了深深的亲情和浓浓
的乡愁。 (建设集团)

亲情一缕

榆钱是榆树的种子，如春芽般的绿莹，
长在三、四月间，因外形长得像铜钱而得
名。据说榆钱中含有烟酸、抗环血酸、大
量无机盐等物质，具有健脾和胃、清热安
神、杀虫消肿、化痰止咳等功效。将新鲜的
榆钱淘洗几遍，沥水至稍稍带点水气，拌上
一点干面粉，摊开放在笼屉里，上锅蒸 15分
钟即可出锅。盛于碗中，趁热拌点蒜泥油
泼辣子，便成为一碗非常具有时令性的香
喷喷的榆钱饭。

小的时候，我爱吃榆钱饭，每年榆钱下
来，我都会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拽着母亲的
衣角，或者成为哥哥的“跟屁虫”，吵着闹着
非要吃上两三次榆钱饭，心里才美滋滋的。
村前村后、沟壑崖边，随处可见榆树的影
子。每年的三月间，大大小小的榆树枝头挂
满了一串串翡翠般的榆钱，娇嫩欲滴，淡淡
的甜香和着春风钻进我的鼻孔，引得我肚
里的“馋虫”肆意地游走。

“哥，我想吃榆钱饭”，我哼哼唧唧跟着
哥哥屁股后不停地喊。母亲正在缝纫机前
缝补衣服，“妈，我想吃榆钱饭”，我拽了拽
母亲的衣角，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母亲看
我委屈的样子，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安慰我
说：“叫你哥去给你捋一筐回来，妈给你们

做”。我的小脸立马“阴转晴”，三步并作两
步跑进屋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竹筐站在
哥哥的面前。

站在碗口般粗的榆树下，仰望着一串
串翠色欲流的“钱串子”，我不由自主地伸
出手，蹦着高勉强捋下一把榆钱塞进嘴
里。榆钱特有的香甜夹杂着生菜般的味道
瞬间在口中弥散开来。哥哥年长我三岁，
长得比较壮实，是个爬树能手，他像猴子一
般，“噌”的一下蹿上了树干，手抱脚蹬三两
下便坐在了树杈上。他一只手抓住大一点
的树枝，另一只手熟练地折断结满榆钱的
小树枝，不停的往下丢。我捡起小树枝，置
于竹筐上方，大拇指与食指轻轻掐住“钱串
子”的根部，手掌呈半握拳状态，稍稍用力

往下一捋，大把大把的榆钱便落入了筐中。
“哥，筐子满了”，我朝树上喊。哥哥跳了下
来，捋了一把榆钱塞进嘴里，含混地说：

“走，赶快回家，妈该着急了”。
母爱是无私且伟大的！我能想象得到，

我和哥哥出家门后不久，出于对我们的担
心，母亲就一直站在家门口，满脸挂着焦急，
不时的踮起脚尖望望村口，惶惶不安。看见
我们回来了，她的额头渐渐舒展开来，露出
了甜美的微笑。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搬出家里用来
和面的大瓷盆，打满井水倒入半筐榆钱，慢
慢地搅动着。翠绿的榆钱与清澈的井水混为
一体，犹如冰壑玉壶，煞是好看。母亲点燃了
炉灶架上一口大锅，拨开捣乱的我，一手拿着

大搪瓷盘一手拿着个大笊篱，反复淘洗后捞出
榆钱，箜水、拌面粉、装笼屉。一时间，我似乎长
大了几岁，坐在灶台前又是拉风箱又是添柴火，
很是“懂事”。不大一会儿，笼屉的缝隙间，吐着
一绺绺的白气，榆钱特有的香味扑鼻而来，仿佛
是在挑逗我这个“馋猫”，发出“哧哧、哧哧”的声
音。也许是饿了，或许是闻到了榆钱诱人的香
味，哥哥早已准备好了蒜泥油泼辣子，支开饭
桌摆好了碗筷，坐等榆钱出锅了。

“叮叮当、叮叮当”，我坐在饭桌前，双手
各拿一根筷子，一边敲着空碗一边喊着：“开饭
了”。母亲为我盛了一碗榆钱，舀了两勺蒜泥
油泼辣子，搅拌均匀递给了我。就这这一刻，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
声、灶膛里的火苗声。

十几分钟过后，我拍了拍溜圆的肚皮，
满意地笑了。

如今母亲已年近 70，头发白了，腰也弯
了，身体远远不如以前了。前几日外出，路
过一个小村庄，不经意地望见车窗外闪过的
稍稍泛绿的老榆树，心里一酸，泪水在眼眶
里打转，瞬间，想起了童年，想起了家乡的
小院，想起了母亲亲手做的榆钱饭……

（桑树坪矿党委
工作部）

说起公家饭，可能大家首先想到“铁饭
碗”。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父辈的眼中，能吃
上“公家”的饭，有面子，也很让人羡慕。然而我
要说的“公家饭”，它其实只是一份简单的盒饭。

“瞧，公司又给咱们送饭来喽！”正是这份公
司的盒饭，被大家高兴地称之为“公家饭”。在
公司每次检修期间，公司后勤保障都会给大家
提供干净可口盒饭。寒冬酷暑，一份菜，一份
饭，递在现场员工手里，看起来也很干净卫生，
让人食欲大涨。即便快到饭点的时候，同事们
也毫无“后顾之忧”。吃着热乎乎的盒饭，大伙
心中暖暖的，工作也更有劲头了。

回想起以前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每天中
午会买一份盒饭。而身边的同事却不一样，或
许因为家境好，每天都去餐厅吃饭。来自农村
的我，生活上节俭惯了，和他们也就很难真正走
到一起，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疏离感。再看到有
的民工为了省钱，中午馒头就着榨菜，打点汤凑
合一顿。我不由得百感交集。他们既是母亲的
儿，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只是为了家人和孩子，
不得不节省。也正是因为我也来自农村、生活
节俭的缘故，便更愿意和他们聊天、交朋友，让
自己在这陌生的城市不那么孤独和寂寞。

流年里的许多故事，被时间冲刷得杳无
踪迹，然而当我每次吃到热乎乎的“公家饭”
时，我还会想起那些民工的憨厚和节俭，感
恩自己享有的这份“公家饭”。这一份简单
的盒饭，体现着公司对基层员工的关怀，温
暖了员工的心。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
动力能源中心）

“公家饭”
侯俊侯俊

亲爱的媳妇：
见字如面！
此刻已是深夜，月明星稀，虫儿在叫，你

已熟睡。听着你均匀的呼吸，脑海里是你一
个月来奔忙的身影，我，辗转不能眠。

今天，是我受伤的第31天，也是出院回
家的第一天。之前我一直打马虎眼不肯跟
你说实话，其实那天我在井下受伤，完全是
因为我自己的粗心大意，根本不关小刘和班
长的事，但是小刘和班长却因为我受了罚。

我记得那天，我不停呻吟着喊“疼”，是
小刘和班长汗流浃背地轮换背着我把我
送到医院，一再安慰“好好休息，什么都不
要想。”我记得你几乎是飞一样冲到病房，
冲到我身边，当听医生说“小腿骨折，其它
并无大碍”时，你眼角闪烁、却强忍着不肯
流下的泪花；我记得你每天变着花样给我
补充营养，还像哄小孩子一样对我说，“别
怕，有我在呢……”

你曾经告诉我，你一度怀疑自己嫁了
个“假”老公。是的，每个月回家仅是三到
四天，平时工作在井下，三班倒，下班了在

宿舍倒头就睡，陪你和孩子们的时间少之
又少。你委屈过，埋怨过，可你从未说过后
悔跟了我。那几天，你说两个人一起相处
的时间比结婚这么多年都多，但是你又说，
如果要以我受伤为代价，你宁愿我好好的，
哪怕没有时间陪陪你。

媳妇儿，我错了！
我受伤的这些日子，却让你忙前跑后，

担惊受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内疚。我只是一
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当初，你不顾家人的反
对，不顾我工作有危险的性质，义无反顾地选
择嫁给了我，你说不冲跟我过富有的日子，只
图我对你的好就够了。而我，差一点因为自
己的一时疏忽，毁掉你的幸福。如果，这次受
伤不只是骨折，而是别的，我不敢想。

媳妇儿，我错了！

结了婚，我总想着自己多吃点苦，多挣
点钱，给咱买个大房子，让你住得好一点，
你不是还想出去玩么，再给咱买辆车，咱们
一家四口来个说走就走的旅游，总想着，日
子会越过越好的。还记得结婚时我对你许
下的诺言“我会给你幸福，护你一生周全。”
然而，我没有做到。我连自己的人身安全
都没有保护好，又怎么能护你周全？怎么
能给你幸福？我扪心自问。

媳妇儿，我错了！
你常说，自从嫁给我，你变成和所有女

人一样爱唠叨、爱患得患失了。只要我下
井，你班前一个电话“注意安全”，班后一个
电话“老公我想你”。明明是你对我的牵肠
挂肚，而我却埋怨是管我太严，让我在弟兄
们面前失了男人的面子。你常在我耳边念

叨的碎碎念“注意安全”，这次我记住了。伤
口有多疼，记性就有多大。任何偷懒与大
意，都不可以凌驾于安全之上。这次的意
外，完全是我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苦果，
是多么痛的领悟！

媳妇儿，我错了！
你那天反问我，我都没有安全了，你怎

么办！咱们家怎么办！ 咱们父母怎么办 ！
咱们的孩子怎么办！莫名地一种责任感油
然而生，一种幸福感充溢在我的胸口，我知
道你这是把你的一生都交给我了，这是我们
的爱情。而我也终于明白，能够给你和孩子
最实在的爱，就是我的安好。

安全这个词，第一次在我的心里变得如
此有温度有分量，它与爱有关，与责任有关，
与信念有关，与幸福有关，与你和孩子们有
关。为了你娘仨，为了咱们四口之家，我必
须要保证自己是好好的。

放心吧，媳妇儿，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为
我操心了。

爱你的老公
（陕北矿业涌鑫矿业公司）

媳妇儿，我错了
吴帅吴帅

四月，是最美的时节。
花儿吐艳，柳枝婀娜、碧水青山，处

处一片芳菲。樱花、桃花、杏花、紫荆花
……开放的灿烂繁荣。红的、黄的、紫
的、绿的、粉的……给四月的风景涂上五
彩的颜色。

熬过了寒冬的霜雪，熬过了初春的
寒冷，春末的季节，万物复苏，春光明媚，
暖意融融。生命的力量，在春意盎然的
四月天里，释放的毫无保留。由光秃的
老树，到满是翠绿的大树；由冰冷刺骨的
寒风，到春风的温暖拂面；由厚重结实的
冬衣，到清爽舒适的春装；四月带给我们
太多惊喜，天地间豁然开朗，让人想要在
这美丽无限的春光里放开身心，心情也
跟着明朗了起来。在家捂了一冬天的孩
子，终于可以肆意出门游玩，看花开花
落，听枝头鸟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四月，是绚烂的时节。
山青水碧，天高云淡，沿着路边漫

步，那长长的柳枝，在风的抚摸下宛如绿

色的长龙蜿蜒舞动，细细的柳丝，仿佛秀
丽的长发在飞扬。农家小院中，桃花已
飘落满地，梨花却盛开如雪。田地里，那
些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空气中萦
绕着淡淡花香。最值得一提的是油菜花
的香味，浓郁的花香带着丝丝甜味，农田
里、沟渠旁，一株株油菜花自由自在的生
长着，迷人的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忍不住
伸手摸一摸、闻一闻。站在一大片盛开
的花中，被花香围绕着，令人心旷神怡。
微风吹过，泛起一片涟漪，犹如一幅巨大
而轻柔的绸缎在迎风飘佛。勤劳的蜜蜂
在花丛中采蜜，几只燕子也时不时从空
中飞来，好像也在欣赏着这番美景。

四月，是思念的时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几多思念，几多怀想。清明祭祖日，人们
不会忘记亲人的离去，天南地北的游子
赶回故乡，在阡陌纵横的小路上，或三五
成群，扶老携幼，或一二孤影，蹒跚独
行，来到先祖的坟前，奉上一捧鲜花，点

上两支香火，摆上几碟果酒，烧几叠纸
币，将祖先坟墓的杂草除掉，培上新土
修整一新，把无尽的思念寄托在这一年
一度的祭扫之中。

四月，是欢闹的时节。
不管是野草还是禾苗，不管是家禽

还是人们自己，都有着无比的激情，在
百鸟鸣唱之中，充满盎然生机。池塘边
上，青蛙阵阵的呱呱叫声，草丛里喧嚣
的鸟鸣，燕子也在屋顶坐实了新家，愉
悦的声音不停的叫着，它们仿佛在奏着
一首首欢乐的交响乐。公园里广场上
的音乐此起彼伏，不管是年轻的，还是
年老的人们都纷纷组队跳起了热闹的
广场舞，孩子们在广场奔跑着，所有人
都显得那么神清气爽。

四月，无论是桃李芬芳、柳暗花明的
灿烂，还是清明祭扫的阴郁，这些都启发
我们对生命的思考，对美好的珍惜。

（蒲白矿业有
限公司实业公司）

最美人间四月天最美人间四月天
马赵云马赵云

小桔灯

安全家书

十年前，我刚开始上班，用了一
个月 200元钱的微薄收入给父亲买
了一个按键手机，主要功能就是打
电话、发短信。手机屏幕很大，拿起
来也不方便，但父亲仍然很喜欢，天
天把手机揣在兜里，出门干活也形
影不离。只要手机铃声或者短信铃
声响起，父亲总会第一时间掏出手
机，唯恐落下一个电话或信息。事
实上，姐姐在外读书，母亲在家，也
没有什么人经常会给父亲打电话，
但这已经成为父亲的一种习惯。

五年前，父亲的手机按键已经
磨损，接打电话的声音也很小，我又
给父亲换了一部老人手机，接听电
话的声音很大，最主要是待机时间
很长，也不会担心产生上网费、流
量费等额外费用。那年父亲节，我
终于鼓起勇气，给父亲发了一条

“父亲节快乐！爸，你辛苦了！”的
短信，心里想着父亲会不会给我回信息，多少年
了，我们父子之间没有过多的言语，我总是来去匆
匆，逢年过节，嘘寒问暖总是和母亲在电话里问候
几句。一直没有等到父亲的回复短信，一周后，我
的手机短信里竟然有父亲的一封未读短信息“没
事，你在外照顾好自己!”不知是感动，还是惊喜，
我的心里竟然有一股暖流缓缓淌过。

三年前，父亲说手机好像有些问题，有些卡，
反应也不太灵敏了，让我帮他看看，我打开了手机，
发现手机里的收件箱里已经基本被清空，只有我给
他发的那条父亲节短信，他还保留至今，原来父亲不
是“木头”父亲，不是不善于表达，是我们父子之间都
缺少沟通，把对彼此的情感都埋藏于心底，谁都不愿
意主动承认，谁都不愿意轻易表达。

两年前，父亲自己更换了一部智能手机，质量
很好，比我之前给他买的手机都要高档，手机连上
WIFI 后，父亲不再玩纸牌，也不再出去喝酒了，手
机成了父亲的另一个“好朋友”。父亲刷视频、玩
游戏、视频聊天完全不在话下，上手很快。其实早
些年，智能手机刚刚风靡的时候，我就应该给父亲
买一部智能手机。

一个月前，父亲去白水县城办事，手机不小心
丢失，二姐尝试着帮父亲找回，用了很多办法都没
能把手机找回来，第二天上午，父亲就去县城的手
机店里购了一部新智能手机，手机是万万不能丢
的，在我们都不在家，不能陪伴父母的日子里，手
机成为了陪伴父亲的忠诚朋友，给他带来了一些
欢乐，也让他少了一份无聊和孤独。

这么多年，我和父亲都很少沟通，沟通的方
式其实有很多，尽管因上班不经常在家，但手机
一直都在，打电话、视频聊天、发微信、发短信
……但是我们都没有。父爱如山，含蓄而深沉，
我对父亲也是如此，内心永远尊敬和崇拜，嘴里
却永远不会说出口，藏匿于心的情感一直深深封
存心底。

（蒲白建庄矿业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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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像百态

岁月留痕

闻凉山虐火
吞噬了三十名英魂
泪水瞬间突涌
泣不成声

面对施虐横行的大火
你们没有退缩
你们将年青英俊又鲜活的面容
转化成一道道彩虹

你们是父母和妻儿的骄傲
你们是共和国的英雄
你们用年轻的生命
践行了国旗下的誓言和初衷

你们累了
太累了
天国没有火光
愿英雄的灵魂得享安息和宁静

（澄合电力分公司）

悼凉山救火英雄悼凉山救火英雄
朱学明朱学明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