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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冬，夜长昼短的日子，下班走到
宿舍，天已麻麻黑。

晚饭不知吃什么，踅摸半天，没找
到想吃的，说没有吧，桌底下一箱方便
面和几袋榨菜，有些灰尘了。按我最近
将就生活的态度，一周不去买吃的也过
得去。或许是白天受到了启发，我再次
看了看那点吃食，转身出了门。

白天的喧嚣已被暮色稀释得不再
热闹，空气越来越冷，行人朝着各自的
家匆匆归去，只有头顶美丽的上弦月翘
着嘴角，安静地挂着。

我本想去超市买点新鲜食材，至于
具体买什么，我没想好，毕竟超市很久没
去了。先去小区门口的蔬菜超市选购了调
味品，到蔬菜区一看，白天供应的新鲜蔬菜
已经卖完，所以只扫了一眼就出了超市。

对面桥头还有卖菜的，都是当地
人，有蔬菜种植户，有的只是自家种多
了吃不完才临时卖的，从早上六七点就
会摆满桥头。桥头拐角处有个小摊位，
地上铺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正后方，
一个小马扎上坐着一位花白头发的老
人，看样子比我母亲还要大几岁，双手

放在短棉衣袖筒里，但神情里有几分熟
悉和亲切。

让我还感到亲切的还有蛇皮袋上
一字排开的几根大小不一的青萝卜，
三颗冻干皮的白菜，两把香菜，还有一
个皱巴巴的南瓜。

两把香菜，一看就是自种的，仲冬
的温度足以冻出这种褐红色，拿起一
闻，味道浓郁，每一把用马莲草捆得整
整齐齐，我是喜欢吃香菜的，遇到了就
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

冷风吹来，我一个哆嗦。想来这位
母亲和她的菜，也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见我打量，这位母亲微笑着问：“女

子，买菜呀？自家种的吃不完，家里老
头病了，今天来晚了还没卖完。这两把
香菜给两块钱！”说话很温和却很干脆。

想起超市里一小撮标价几块钱的
香菜，眼前这两块钱能买一大把，让我
感觉占了很大便宜，便打算买来泡菜。
还有准备买那几个青萝卜和白菜，刚好
我的泡菜坛子也空了，这些萝卜买回
去，泡菜时外加一把香菜，再合适不过。

我估计这几个萝卜白菜也不贵，
一是天也黑了，还很冷，这位母亲也想
早点回家照顾老伴的。

大概我的心思很容易被人看透，那
位母亲说：“都拿上吧，给你便宜点，这

些一共给十块钱。”“行！”我应道。她
麻利地装好，我付钱走人。

还没走几步，听见她在我身后喊：“女
子，把这个南瓜拿去吃。”

其实，我一开始就想过买那个南瓜
的，想把她的菜全买完，让她早点回家，
可那南瓜我拿回宿舍没办法做来吃，放着
又占地方，所以就没买，经她这么一喊，我
还是转身折返了回来。

当然，我没打算白要这个南瓜，让
她称，她不称，说送的就是送的，我给她
付钱，她不要，和我一样犟。

“你收下，我回家，下次碰到我还会
给你。”她一边收拾袋子一边说。

瞬间，刚才那种像占了便宜的心理
一下让我红了脸，一股暖流在心底悄然
流过，我感觉怎么也伸不出手去接。

最终，我接住了那个南瓜，像接住每
次离家时母亲硬塞给我的东西一样。走
出几步，我再次回头，那位母亲，还躬着
身子清理地上的菜叶子，单薄的身影，花
白的头发，在灯光下像极了我的母亲。

回到宿舍，按照母亲教的方法腌
制萝卜白菜，忽然想起，等菜泡好后，
我还能不能再次在桥头遇见这位母
亲，她能不能吃口我做的泡菜。

（黄陵矿业瑞能煤业）
人生百味

矿山仙境 彬长矿业 刘昊 摄

19岁之前是我人生的第一阶段，这
个阶段我很崇拜父亲。我记事的时候，
父亲就是生产队队长，管理着生产队200
多口人，从思想工作到农活安排、口粮分
配，全队人的生产、生活父亲都管。村头
柳树上系了个铁铃，只要父亲摇铃，就摇
响了全队的“集结号”，全队的劳力都出
工了，犁地、耧地、耙地、耱地、下种、插
秧、收割及粮食挑运等工作，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铃声再次响起时，全队社员都放
工了，大家收拾农具成群结队往家走。
全队社员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婚丧嫁
娶都要找父亲。经常是闹得不可开交的
双方，在父亲的协调下，又重归于好。
他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脏活、累活带头
干，社员们很服气，不遗余力地拥戴他。
那时候父亲很忙，也很充实。家乡流行
一种地方戏叫琴书，父亲听一遍就能记
住，他经常讲给我们听，如《杨家将》《岳
飞传》《隋唐演义》等，讲一遍，我就能复
述，就讲给其他小朋友听，良好的记忆能
力就是那时候练就的。我 12岁的时候，
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父亲便任组长，村
里开始包产到户，家里承包了 36亩责任
田，又开了20多亩荒地，就凭这60亩地，

养活全家 9口人。父亲种地的特长再次
得到发挥，地里的庄稼打理得井井有条，
家里的猪牛鸡鸭也都养得很好。我们家
也成为全村有名的冒尖户、万元户，家里
的土房变成了楼房，哥哥姐姐先后成家
立业。那时候，我以父亲为荣，提起父亲
我脸上有光，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19岁到 40岁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
身上多了几分傲气，觉得父亲也很一
般。19岁的我考上了大学，在当时的 80
年代，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绝对算得
上百里挑一。我考上大学，吃上了商品
粮，而父亲只是一个农民，优越感由此

而生。参加工作后和父亲聚少离
多，父亲对我特别客气，一见面就给
我发烟，还经常夸我，说我有本事，
比他强。每次回家，他都亲自上街

买菜，让妈妈给我做好吃的。父亲有时
还叫上哥哥们陪我喝酒，高兴了还和我
划拳，他的拳划得很好，经常赢，赢了
拳，他很开心。父亲依然当他的村民组
长，依然经营着他的几十亩土地，依然
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劳作。那时候，我觉
得父亲很普通。

40岁以后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在
经历人生几次挫折以后，我又开始佩服
父亲。我母亲 77 岁得了脑血栓，直到
87岁离世，一直在卧床，那 10年时间，
父亲不离左右，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
母亲病重的那几年，已经完全不认识人

了，整天躺在床上大声呻吟，父亲不离
不弃，天天守在母亲身边。10 年的相
守，儿女们越发敬重父亲的坚毅、执著
和伟大。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父亲，父亲
文化不高，是因为他小时候生活在旧社
会，家里穷，没有条件读书。父亲当了
4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村民组长），一直
到 70岁才退出，连续 40多年能得到村
民的信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父
亲和母亲一生养育了 7个子女，一直到
他们都成家立业。我 1992年结婚时，父
亲给我寄了 5000元，那是他卖了 3万斤
稻子换来的。即使是在现在，让我养育
7个子女，我做不到。父亲在母亲病床
前坚守了 10年，让我见证了什么才是真
正的爱情，这一点尤其可贵。

如今我 55 岁了，父亲今年 90 岁
了。我的血糖比父亲高，血压也比父
亲高。打起麻将来也是他赢得多，我
输得多。我总结父亲高寿的原因为：
心胸宽广、心地善良、真诚无私。比起
父亲，我自愧不如。 （陕煤机关）

父 亲
梅方义

德瑞三秦

转身遇到爱转身遇到爱
邵庆芳邵庆芳

生在陕北，长在陕北，我看过陕北
的云卷云舒，见过陕北的花开花落，走
过陕北的人山人海，感受过陕北的默
默温情，漫漫长夜。在我心中，陕北是
多彩的，是斑斓的。

这里有时间深处的红色记忆，一
九三五年与中央红军陕北会师，从星
星之火中燃起了希望，并逐成燎原之
势，照亮了东方。党中央转战陕北，
在驻留陕北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与
群众同吃同住，没有撤离陕北。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陕北群众的拥护
使得党中央转战陕北战略取得胜利，
中国红最终从陕北出发，铺满华夏。

这里有壶口瀑布的黄色奔腾。“黄

河之水天上来”，站在陕北壶口瀑布旁，
望着飞泻而下的河水，好像猛龙出江，
卷起惊涛骇浪，气势恢宏。震耳欲聋的
涛声震得人耳朵发鸣，却又让人忍不住
看过去。眼前白茫茫一片，冲泻而下的
河水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带来阵阵清
凉，抬眼望去，一道彩虹挂在了瀑布旁
边。金黄瀑布、八大奇观，这里有世
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这里有陕北民歌的绿色生机。在
陕北，几乎人人都是天才的诗人。即
使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人，也能出口
成章。乡情是什么，乡愁是什么，从
并不看好到喜欢到热爱，这奇异的心
路历程，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根，什么

叫魂。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就在
你不经意间，已深深根植于你的血
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陕北民
歌，源远流长；陕北民歌，在传承，在
创新，在发扬光大；陕北民歌，曾经回
荡在陕北沟沟峁峁的旋律，黄河儿女
以他们高亢洪亮、清脆甜美的嗓音把
它唱到了全国舞台、世界舞台。陕北
民歌时而高亢嘹亮、时而哀婉缠绵，
这是黄河水撞击黄土坡汇集的交响
乐，彰显着无限的生命力。

这里有丹霞地貌的褐色美丽。红
色砂岩上，布满了一排排、一层层、一
叠叠、一道道的波浪形纹理，排山倒海
奔涌着，峰峦起伏，沟壑纵横，螺旋纹

理，不可言状，人们置身此境，无不赞
叹自然界的鬼斧神工，无不惊叹自然
界的瑰丽奇妙。这些山之痕、涧之迹，
经历着亿万年来狂风暴雨的冲击、流
水的切割，渐渐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看
到的红峭岩、红梁峁、红砣状型等，再
登高远眺，这些拟人拟物，拟兽拟禽，
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景色，令人遐想
无穷，流连忘返。我见过许多次，仍觉
得叹为观止，不可思议。

这里是陕北，是我的家乡，有我老
父亲终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叹息，有
我祖祖辈辈和着血泪的憨厚与耿
直。我爱我的家乡，未来，我想一直
在这里。 （孙家岔龙华公司）

在陕北的斑斓岁月
郭军

岁月有痕

夜深了，远处霓虹闪烁映出
七彩的夜色，寒意正浓。这个时
间无事搅扰，捧一本书，静静品
读，再好不过。

月光如水，一灯如豆，清冷寂
静。我喜欢在这寂静的月晚，添
一杯浅浅的香茶，放一首舒缓的
音乐，此时此刻头脑最为清醒，捧
一本许久想看又未看的书，自在
安然地坐在窗边，观杯中水汽袅
袅，任茶香萦绕心田，时间长短就
取决于这本书的好坏。帘子挡着
的月光剩下半边，像朦胧的银纱
织出的薄雾一样，洒在窗户上，阳
台上，书本的封面上。打开书本，
品尝着这如痴如醉般的美文，到
细处，如淙淙溪水，缓缓流淌；到
宽处，如茫茫大海，浩瀚无边；到
急处，又像山崩地裂，惊心动魄；
到慢处，又似一支芦苇蒲英，飘忽
悠然。思绪随着文字的笔调飞入
迷人的梦境，这时才感觉到一个
真正的、彻底的自我释放了出来，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书一月的世
界之中。叶灵凤先生说，在这冬
季的深夜，放下窗帘，封了炉火，
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
着白天买来的新书，就像是在寂
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
的伴。顿时觉得原来前辈们也是
在这时，繁忙的一天结束后，享受
着这最后的一丝闲暇。

寒夜的天幕，半个月亮就这
样斜挂着。也许是性格的原因，
我尤其钟爱文学类的书籍，有时
细腻的文字能让我停留许久，有
时精彩的故事也能让我置身其
中，月下看书过程中的种种感悟
仿佛夜里凝结在窗上渐厚的浓
霜。我不禁感叹，一个人一生又
能读多少书？看过的多少书又能
被完整地用上……这些问题或许
因人而异。再说古今中外的经

典，多如繁星，浩如烟霞，我们可
能穷其一生，也不过略窥其冰山
一角。但我始终相信，任何文字
和书籍，不管是以铁与血、还是用
爱与泪写就的，都为我们倾诉着
不同的人生。或许读过之后会忘
记全貌，但是其中的一个情节或
者一句话打动了自己，以至于持
续了数年，那么它就是融进我们
灵魂，沉淀在灵魂深处的智慧。

静夜读书，常常掩卷回味，心
中无限感慨。对于不同的人可能
读书有千百种方式，但是我想也
无非这三种，其一是类似陶渊明
的“不求甚解”，其二是诸葛亮的

“观其大略”，其三或许就是这朱
熹的“熟读精思”了。但是偏偏这
第三种我认为比较适合搭配这皎
洁的月色，细细咀嚼。每一段文
字构筑的世界，仿佛都是真实存
在的，我们徜徉在这样的世界之
中，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拍案叫
绝，可以手舞足蹈，可以掩面长
涕，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参与其
中，自然发生。但是此时此刻，
这个世界却只属于一个人，其他
人难以理解，也难以进入。

三更有梦书当枕，说起来我
顶多也就算个业余时间爱好点
文字的粗陋之人，也谈不上有什
么深奥的感悟，就是在时光的空
白段，庸读几页闲书，寥慰一下
干涸的灵魂，更多的可能是想用
这宁静的月光来为每日的繁忙，
添上一个优美的休止符罢了。

此时此刻，夜色更浓，剩下
这半窗的月亮也似乎更明了，合
上书本，塞于枕下，纵使这书中
有万种精华，也该到坦然入眠的
时候了。 （运销集团）

惬意人生

半窗明月对书眠
曹延鹏

青海风光 建设集团大秦置业公司 周春晖 摄

上周末，天朗气清，
阳光正好，我在公园懒
洋洋地晒着太阳，忽然
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叮
嘱完要注意保暖、注意
休息、加强锻炼等事宜
后，又不忘问了下吃饭
没，我说吃的饺子，单位
每周末都提供手工饺子
吃。她高兴地说那就
好，电话里我都能感受
到母亲满是欣慰。

上高中时在寄宿学校，每
次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包饺子
吃，韭菜肉馅、萝卜肉馅、芹菜
肉馅变着花样做。仿佛我只有
吃了饺子，才算是吃了饭，才算
是补充了成长所需要的营养。
我知道，母亲期盼的是团圆，而
饺子，正代表了她的心愿。

因为爱吃饺子，在家里人的
指导下，我和姐姐也加入了包饺
子的队伍。“包饺子放馅有讲究。
馅放太多，包不住。馅放太少，饺
子立不住、吃不香。就像做人也
得有分寸。”父亲说着，便给我做起
了示范。刚开始，我把握不住饺
子馅应该放的量，浪费了好几个
饺子皮，母亲一边擀皮一边鼓
励。慢慢地我从刚开始的“门外
汉”，逐渐掌握了包饺子的要点。
饺子上桌后，我便寻找刚开始浪
费的那几个饺子皮，在盘子里怎
么找都没找到，眼睛的余光却发
现它们都出现在了父母亲的碗
里。我暗下决心，以后家里包饺
子都必须参加，力争短期内提高
自己的技能，争当“岗位能手”。

上大学去了东北，校园周边
没有卖饺子的，我在学校里找到
了饺子的替代品——馄饨。东
北那边的大馅馄饨不仅个头大，

而且味道也很不错，区别就在于
是冷冻食品，没有了和家里人
一起包饺子那种氛围。不过对
于身处异地的我来说，已经非
常满足了。我时不时约上几个
好友，一起去品尝美味的馄
饨。过后细想，原来我是在努
力找回家的味道。

前年学雷锋纪念日。在团市
委的号召下，我和一群青年志愿
者前往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有
表演节目的，有送慰问品的。我
们带队的负责人宣布，大家一起
为老人们奉献爱心，包顿饺子吃
吧。这样，我和志愿者便有了用
武之地，大家分工明确，各展其
能，有和面的、剁馅的、有擀皮的，
而我便自告奋勇加入了包饺子的
队伍。那天虽然辛苦，却很充
实。大约包了 10多个大笼后才
停止，过程中有个阿姨看我包得
不错，还要给我介绍对象，这真
是意外。看着在场的老人们吃
着饺子，露出满意的表情后，我
们的内心也很满足，没想到包饺
子也是传递爱心、沟通融合的好
方式。

如今，公司每周末都提供饺
子吃，身在异地的我吃着饺子，
便觉得这儿就是我的家了。

（运销集团榆中公司）

温馨的饺子
孙冬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