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噼里啪啦的雨声敲打得人心发慌，昨日刚从石缝里开得娇艳的
黄花，是否会被这大雨摧残了呢？新修的施工便道会不会被冲垮？
杂乱的思绪向我围拢而来，出门观察雨情的爱人还未回来，我只能
调整自己的心绪，但不知何时，心中想起了故乡的雨、清明时节的
雨，缠缠绵绵地飘着。

登楼远眺，远处的山色被一片烟雨笼住，村落恍惚，若有若无，
似有在外游子“借问酒家何处有”的隐约声，可我仍紧闭双眼，没有
一点想要找寻“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欲望，大概是太想家，但又一时
半会儿回不去，眼是懒得睁开，心却是清醒的，于是乎，披衣下床，挑
灯提笔，宣纸嫩黄，诗句黛青，图章嫣红。“雨色秋来寒，风严清江
爽”，也不知何时眼角已挂了泪花，正从外面提灯进屋的爱人轻声吟
诵着，明了我思乡心切却不说破，全都嗔怪了这场雨，说道：“惹人落
泪的雨、你何时停啊！”逗得我会心笑：“你和天庭的龙王说话呢。”

听着屋外一阵紧似一阵的雨声，爱人说：“雨还真不小，久旱逢
甘霖，我们常散步的路边上的苦瓜，应该能再多结几个；你不认识
的葫芦应该又长大了一圈儿。”我解释道：“以前我只见过用作水瓢
的干葫芦。”“芝麻开花节节高”，快长到水库路边的芝麻，被压得
直不起腰了；“早有蜻蜓立上头”，快被晒枯萎的小荷，这下能饱饱
地“喝”一顿了吧！我笑着问他：“你好像在这儿找到了你小时候
背过的古诗‘足迹’了。”他悠悠地说：“更想念的还是家乡的景致，
在我上小学的路上有几座小山，山上有各种树木和花草。每到春
夏，栀子花、映山红、野桃花开得漫山遍野，还有金银花、黄枙子和
金樱子等药材。放学后或者周末，三五个小伙伴穿行其间，嬉戏
打闹，打猪草、挖野菜、采药材。风一吹来，树叶沙沙作响，和着我
们的歌声、欢笑声。小时候美好的记忆全都在那儿了，不只是翻给
你看的那几张老照片，它们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大脑里，装进记
忆的抽屉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与爱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带着彼此“回”了趟
老家，也算是在他乡莫大的宽慰了。“再睡会儿吧，才四点多。”能在
这样的一个雨夜，与爱人放下挂碍、相拥躺在床上，也可算是前往马
尔代夫度假了。

清晨，雨停了。拉开窗帘，盛开的喇叭花已经伸进屋里，粉白鲜
嫩、清新欲滴，屋前小河的水涨了有一人多高，山林清逸的气息四处
浮动，盈怀满袖。两只白鹭落在对面山的树梢上，雪白的身形，悠然
自得，百看不厌，我用手机放大捕捉它们，时而亭亭玉立，时而低头
不语，没待我把相机取来，它们便轻灵优雅地飞走了。飞走了，带走
了我的向往，只留下一种情思，在我心底缠绕。

一声震耳的巨响传来，是正在施工隧道里的放炮声，整个寂静
的小村庄也开启了一天的生活，远处已有袅袅的炊烟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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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俐

耳边的军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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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小爸小妈心急如焚的等待中，艳
子姐从老山前线寄回的信终于到达了。当读到艳子姐在前线荣立
三等功时，所有人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这立了军功的飒爽女兵，
是瘦弱的艳子吗？没过几天，敲锣打鼓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县民政
局来送喜报了。小爸家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当小爸伸出因激动而略
显颤抖的双手接过喜报时，瞬间流下了骄傲的泪水。

艳子姐和她的战友在前线救死扶伤，是现代版的花木兰。从那
一天起，“穿上绿军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成了我和哥哥、弟
弟的理想。我在心里盼着快点长大，就能参军到部队。

几年后，哥哥如愿以偿通过政审，收到了入伍通知书。记得哥
哥要去部队的那天，北风凛冽、寒风刺骨，我们家却温暖如春。早
上，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他就兴奋地换上了绿军装。父亲为他戴
上大红花，立刻就变成了威风凛凛的男子汉。父亲叮嘱他到部队好
好干，母亲则默默为他收拾行李，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可为了哥哥
的理想和抱负，选择放手，也是一种爱。“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邻居
们都来了，个个喜上眉梢，拥上来拉着哥哥的手，祝贺他、赞美他。
我和父母一起送哥哥到武装部院内，那里早已是欢天喜地、鞭炮齐
鸣。三辆大客车，上面挂着鲜红的彩球，车体两侧张贴着标语：“保
家卫国、志在四方”“欢送亲人解放军”。所有的新兵站立整齐，戎装
待发，他们怀揣着梦想，带着亲友的嘱托，准备开启军旅生涯。看到
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我热血沸腾，想要参军的愿望更强烈了。

五年后，弟弟也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事与愿违，
我终未如愿参军。汶川大地震那年，当我在电视里看到解放军战
士，舍生忘死奋战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
虽然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冲锋在前，但我在后方也一样可以尽一份微
薄之力，帮助灾民早日渡过难关。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三次向灾区
捐款，最后一次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郑重地向党组织上缴了一笔特殊
党费，以此来圆我的军人梦。

岁月如歌，往事悠悠。回望当年我没有参军，心中难免有些失
落，幸好爱人曾经也是军人。2019年，当社区把“光荣之家”的金色
牌匾挂在我家门头的时候，我的军人情结
更浓了，仿佛号角吹响在耳边，激励我要像
军人一样，勇往直前，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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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涛

老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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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糖饺子
洋糖饺子

并非过年吃的
“更岁饺子”，

而是我的家乡紫阳县一种民间传统小
吃。将稍微发酵的糯米粉手搓紧实，挥刀
切成半尺条形，入油锅前一瞬间，手腕翻
转，面料稍微呈螺旋扭曲，油炸定型。出
锅后，蘸满白糖和炒熟的黄豆粉，吃起来
酥细软，回味绵长。

小时候，老家瓦房店有个叫来庆发
的男子，就是专卖洋糖饺子的，因为在兄
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大家都叫他“来老
三”。这独门手艺是他家祖传的，偌大一
个镇子，只有他独家经营洋糖饺子生意，
而且是家庭手工作坊式制作，全镇的人
都要消费他的产品。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他还
是年轻汉子，走路一阵风，嗓门大如钟。
天一亮他就提着装满洋糖饺子的大竹
篮，用一块厚布捂住。先是进瓦房沟，在
小学门口叫卖，然后上一道梁到中学门
口停留一阵，等到学生上课了，再转身从
高家巷子到上街，从上街一直吆喝到下
街，整条街的空气中都能听见他“卖洋糖
饺子哎——”的叫卖声，声音连门板都挡
不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户
户都是基本能维系生活，大都没有吃早
点的习惯，能吃上一个热乎的洋糖饺子，
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那年月挣钱不容易，钱也很值钱，买
一个洋糖饺子要花五毛钱，市场上的本
地农家菜才几分钱一斤，五毛钱能保障

一大家子至少两天的蔬菜供给，寻常人
家过日子，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根本没
有余钱零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买
又买不起，想吃又吃不着，他的叫卖声喊
得全镇人心里慌得难受，只要听到他的
声音，就赶紧把门关上。有家庭条件好
的人买了他的洋糖饺子后，也都故意大
声显摆，更加惹得左邻右舍心里不舒畅，
有嘴巴厉害的妇人从屋里蹦出来说：“来
老三，你使劲吆喝啥，悄悄地卖，没人把

你当哑巴，喊得人口水直流，不就是个洋
糖饺子嘛，招摇个啥，吃了还是要拉出去
的。”说话阴阳怪气的，把买洋糖饺子的
人都损了。来老三哈哈一笑，也不搭腔，
提着竹篮开溜，吆喝声却更大了。

母亲是心疼孩子的，知道我们眼馋洋
糖饺子，隔三岔五就会买一个，让我们兄
弟分着吃，那种香甜细腻爽口的感觉回味
无穷，往往是吃完了还吸吮着手指，生怕
便宜了空气，全然没有顾及母亲黯然神伤
的情绪。那种情绪充满爱怜，是无法用文
字来表达的。母亲每次都让我去买洋糖
饺子，来老三便记得了我，他喊我的小名，
我喊他的小名，没有了辈分界限。我参加
工作后离开故乡，故乡的人和事渐渐淡忘
了，也没有了来老三的音讯，但洋糖饺子
的味道依然记得。

人生如同吃洋糖饺子，年少时能吃却
因为珍贵吃不上，年老了想吃却又徘徊四
顾吃不了，非要待到“白发催年老，青阳逼
岁除”的时候，才会感叹时光流逝的那些
珍贵美好回忆。

□刘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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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

孩子们是断然不会想到“余生”这个
词的。他们手中握着大把的时光，对未来
只有憧憬向往的份儿，恨不得一夜之间长
成大人。而成年人，活着活着，脑海中便
会经常冒出“余生”这个词。

余生，是一个比较伤感和苍凉的词，
有点无奈，甚至有点悲怆，总让我们想起
那张将生命量化作 30×30的人生A4纸，
纸上的900格赫然在目，所剩时光一目了
然。每个人的余生都是有限的，而且随
着每一天时光的流逝，余生只能越来越
短。每个成年人看到自己所剩的人生时
光，都会有触目惊心的感觉。

人生苦短，余生有限。想到余生，我
经常会有一种紧迫感，还有种不甘心。心
中不止一次问自己：时间都去哪儿了？此
生都做了什么？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青
春的热烈与芬芳，转眼间青春已逝；还没
来得及享受盛年的蓬勃和辉煌，转眼间老

之将至。
三毛说：“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待

明白过来后，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记
得年轻时，我经常用一句很励志的话当
自己的座右铭：“我们无法左右生命的长
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其实那时
候并不了解“生命的宽度”是什么，单纯
地以为就是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更多有
价值的事。如今恍然明白，生命的宽度
除了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厚重些，还包括
对生命状态的把控和彻悟。

我们该如何度过余生？我想短短
的余生应该慢慢过，把脚步放慢，把心

态放正，这样余生便不再匆忙和疲惫，
不再仓促和紧张。

短短的余生慢慢过，放慢脚步，把余
生过成舒缓的慢板，把余生过成悠然的
长诗，把余生过成婉转的歌谣。人生就
是一段旅程，这样的比喻极为贴切。我
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如果一段旅程只顾
急匆匆赶路，便会觉得旅程太快，还没来
得及走好脚下的路，还没来得及看看沿
途的风景，倏忽间已经到了终点。那样
的旅途，是充满遗憾的。余生，相当于余
下的旅程。余下的旅程，我们放慢脚步，
放慢人生的脚步，才会留意到沿途的鸟

语花香，才会欣赏到路边的绿瓦红墙，才
会关注到脚步的轻快放松。

短短的余生慢慢过，心态淡然，才能
把余生过得平静悠然，才能把余生过得
安稳通透。前半段人生，我们都活得太
功利了，每天为了看得见、看不见的利益
狂奔不止。似乎总有一面旗子，在吸引
着我们快马加鞭向前。为了完成某种使
命，我们活得过于功利化和目的化。我
们总以为，人生一定要完成些什么，达到
什么目的。而那些目的，往往都带着名
与利的色彩。这些俗世诱惑总让我们身
心负累，也让人生的旅途变得匆促而沉
重。余生短短，愿我们心态淡淡。少些
锱铢必较，少些争分夺秒，少些枕戈待
旦，少些志在必得，多些与世无争，多些
平心静气，多些
平和淡然，多些
得失随缘。

淡然过余生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秦永毅

温暖的记忆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我至今

难以忘怀。
初冬的晚上，大概七八点钟，妻子突

然肚子疼得厉害，来不及多想，我急忙用
自行车带着她去诊所。临出门，忽然想起
三岁的儿子还在家里，便返身进屋，想看
看怎么安顿他。到卧室，发现儿子正津津
有味地看动画片，不忍心打扰，于是叮咛
他：“爸爸带妈妈去看病，一会儿就回来。
你一个人好好在家，不敢乱跑。”儿子双眼
紧盯着电视，点了点头。

原以为诊疗一会儿就结束了，没想到
却花费了很长时间。从诊所回来，已是半
夜。回到家里，只见大门虚掩着，屋内灯
火通明，电视早已停台，屏幕上全是雪花
点……找遍屋子，也找不见儿子踪影，大
声呼叫也没有应声，我们一下子慌了，急
忙跑出门寻找。

寻遍家属区的每一个角落，没人；跑
到街上，大街上空荡荡、静悄悄的。我是
外地人，刚到这个单位时间不长，和家属
楼的人不熟，儿子不可能去谁家里。家属
区院子没有，街上又找不见，儿子到底去

了哪里？
“你是不是在找孩子？”就在我们急得

像个没头苍蝇跑来窜去的时候，忽然传来
一个声音。回头看，在家属区门口开小卖
部的那位大嫂正看着我。“是、是、是。”我
忙不迭地回答：“在这儿呢。”大嫂热情地
说。随大嫂走进小卖部，儿子在床上睡得
正香。那一刻，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
真想给这位大嫂深深鞠一躬。

大嫂说，天已经很晚了，她发现有个
孩子一个人坐在街道边的路牙子上，双手
托着下巴朝大街上张望着，似乎在等谁。
虽然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但能肯定就
住在这个院子里，于是便上前询问。孩子
说爸爸带妈妈看病去了，他在等爸爸妈
妈。大嫂让孩子去小卖部，孩子摇了摇
头。大嫂跟孩子说：“你在小卖部一样可
以等爸爸妈妈，这里人来车往不安全，万
一被坏人带走就见不上爸妈了。”孩子这
才随她走了。

到了小卖部，大嫂让孩子坐到里面，
说外面冷，娃娃固执地站在外面。没办
法，大嫂给孩子端来一个板凳，让孩子坐
在屋子灯光能照见的地方。后来孩子几
次想上街找爸妈，都被大嫂拦住了，大嫂
说：“天太晚了，你不能去，就在这里等。”
等着等着，孩子坐在凳子上睡着了，大嫂
赶紧把孩子抱到了床上。

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看完动画片
后，他先在家里等我们，等了半天不见我
们回来，心里感到害怕，想哭又不敢哭，于
是便把家里所有的灯打开给自己壮胆。

外面越来越黑，他越来越害怕，于是便轻
轻闭上门，蹑手蹑脚地上街找我们。

按照记忆中的方位，穿过几条街道，
走了二三里路，儿子来到我们平时经常就
诊的那个诊所，却发现里面黑乎乎的，便
又原路返回。其实，我们当时就在里面，
只是人在后院，前院的灯关着。

回来后，一个人不敢回家，儿子便坐
在街边等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去大嫂的
小卖部，他说怕在小卖部里看不见我
们。我知道，除了怕看不见我们外，儿子
脸皮薄，害羞。

想象一个三岁的娃娃独自一人在漆
黑的大街上跑来跑去的情景，我非常后
怕。而且，去诊所的路上要穿过一条车流
量很大的快速干道，车辆往来疾驰的状况
让人揪心。多亏了大嫂帮忙。

那段日子适逢单位效益下滑，我几乎
下岗失业，正是家庭生活最艰难、思想最
低潮的时期。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那
位大嫂发自内心的善良不仅帮了我一个
大忙，也给我阴冷的心灵一缕阳光，是我
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让我终生难忘。

昔日城郊路未通，民贫地远遍荒丛。

今朝集散建材品，勇立潮头唱大风。

西安大明宫实业集团赞西安大明宫实业集团赞
□商山藏秀

老虎，姓吴，名周虎，是我的高中同
学，也是我的好友，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
平时都叫他“老虎”。

老虎是凌晨5点走的，走时妻子在外
地，家中只有女儿。

抢救老虎的医生冯主任是老虎的部
下，也是我的乡党和朋友，他和同事抢救

老虎一个多小时，直到彻底无望……
冯主任知道我和老虎的关系要好，想

着老虎的妻子远在外地，家中只有涉世未
深、尚未成家的女儿，便在对他抢救无效
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商量如何料理后
事。而我平时手机在静音状态，凌晨5点
又是睡眠时间，便没能及时接到电话。
冯主任又打给我和老虎的另一个好友伯
衍，让他通知我，结果一样，手机还是没
打通，伯衍有我小妹的电话，但小妹依然
没联系到我，又给我儿子打电话，儿子打
到我家里座机。妻子听到刺耳的电话铃
声，慌忙去接电话，又慌忙地告诉我“吴
周虎没了。”我先是一惊，后是一愣，一看
手机，有那么多未接电话，急忙先拨通冯
主任电话，听着冯主任的情况介绍，我泪
水夺眶而出……

我和老虎认识 40多年了，我们同是
周至中学 80 级学生，是周至中学恢复
后，招录的第一届高中生。全校共 6个
班，每班 60个人，他在四班，我在六班，
因为学生少，同学们自然都熟络。后来，
老虎考上了南京铁道医学院，我在西安
上学。毕业后，老虎被分配到郑州铁路
局西安中心医院（现西安市第九医院）。
我经过千辛万苦，被分配到民航陕西省
管理局，我们同在西安城里工作，自然交
往就多了起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久病的父亲在西

安好几个大医院都住过，但因为和医院人
不熟，照顾父亲各方面都不太方便。老虎
理解我的难处，让父亲住进了他所在的医
院，住进了老乡冯主任所在的心血管科，
这样一来，有老虎和冯主任在此，对父亲
无论是治疗还是生活都方便了许多。老
虎时不时地到病房转转，叮嘱医护人员多
加关照，我也就放心了许多。此后几十
年，无论是亲戚、朋友、同事及其家人有
病，只要我打电话给老虎，他总会第一时
间将病人安排妥当。

老虎对业务十分精进，尤其在他擅长
的烧伤领域，在西安业界被同仁认可。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的追求
越来越高，尤其是女性整形美容越来越普
遍，老虎是西安最早涉足这一业务领域的
医生之一，并广受患者好评。由于他出色
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他一步步从科室
主任、院长助理到副院长。

老虎寡言，但却是一个幽默风趣之
人。踢足球时，他喜欢踢边锋和后卫，我
问：“为啥不踢前锋？”老虎一本正经地说：

“进不了球咋办？这关系到球队的荣誉。”
朋友在一起玩牌时，订了个规矩，谁赢了
就用赢的钱请客，老虎技高一筹，常常是
赢多输少，老虎请客时总要把赢的钱留一
些，理由是“让赢的人有赢的获得感”。朋
友闻之哈哈大笑。老虎运动时，总忘不了
他的职业，会给大家提示一些运动时的医

学常识，有老虎这个“保健医生”在，朋友
运动时便更放心了。

老虎抽烟喝酒。朋友在一起时，他
先不把自己的烟拿出来，等到朋友的烟
都抽完了，火急火燎时，他从口袋里掏出
烟，说：“啥叫雪中送炭！”老虎喝酒酒风
很正，说一不二，把人盯得很紧，十几个
人的饭局，谁喝了谁没喝，谁哪杯酒喝
了，谁哪杯酒没喝，谁喝了一杯，谁喝了
半杯，谁喝的假酒，都难逃老虎的法眼。
我从未见老虎醉过。

两年前，老虎突发心脏病住院手术治
疗，这是朋友们始料未及的。在朋友眼
里，老虎是我们几个人中身体最好的，加
之他是医生，朋友都认为，在防范化解疾
病方面，老虎比我们有优越条件，但事实
是：老虎病了，还动了手术。自老虎手术
后，朋友聚会时老虎烟不抽了，酒不喝了，
拳也不划了，老虎明显少了许多“虎”气。

明年，老虎该退休了。他女儿说：“我
爸一辈子忙忙碌碌，把医院当家，病人就
是他的上帝，没好好休息过，本想着他退
休后，好好陪他转转，让他多吃些美食，可
这一天永远等不来了，我永远没有尽孝的
机会了……”

老虎就这么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下，
悄无声息地走了，倒在了他即将享受美
好退休生活前，留给至亲好友无尽的思
念和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