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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点滴人生

原来如此

心灵站台

万峰林景区西南入口，一行行黄金
菊流淌着高贵的色彩，在初春的晨风
中，数不清的金色小花精神抖擞，热情
而不失庄重地迎候游客。

沿着观光车道，走过拱桥，顺着一
侧植有黄金菊的石板路，进入滨河步
道，随缓缓流淌的纳灰河，迎着初升的
冬阳，前行约一小时，便到达将军桥。
尽管景区还裹着浓浓的寒意，迎春花容
颜未衰，景区却没有一丝山寒水瘦的冷
清，群峰披着斑驳的翠绿。近旁的树冠
迫不及待吐出一圈圈淡淡嫩绿，柳枝挂
着串串细碎嫩叶，不知名的小灌木不甘
落后，冒出一些嫩嫩的叶芽儿，争相沐
浴着普惠苍生的春阳。桃花岛临河岸
上，一丛千里光开得更是闹热，繁星般
的小黄花，为竹、树披上细碎的花衣。
早起的野蜂在花叶间嘤嘤嗡嗡忙碌。透
过金竹圈成的围墙，音乐小广场的舞台
方向，七八个男女工人在叮叮当当修补
舞台、屋顶。广场前的石阶可以下到河
边，鸭群“嘎嘎”戏着水，其中几只撅
着屁股把头扎进水里觅食，几只扇动着
翅膀，沾在身上的水珠雨点般洒向河
面，领头的一叫唤，其它的随声附和，
闹开了整段河道。

万峰林景区的春天总是热热闹闹
的！

独山到浪马水坝路段，总会遇到一
个年龄相仿的保洁员，她带着孙子“上
岗”，负责这一段步道的保洁。去年夏
天遇见她时，她常常把厚厚的被褥铺在
地上，让孙子平躺着，劳作之余便逗着
孙子玩，孙子只会咿咿呀呀的，高兴时
就手舞脚蹬的。见我路过，他会冲着我
笑，一看见我，就会主动“爷爷！爷
爷！”地叫，灿烂无邪的笑容让人心
醉。如今他已经勉强独立行走了，小尾
巴似的跟在保洁员后面，还会蹒跚地追
逐大胆的画眉鸟。画眉鸟见他走近，就
扇动一下翅膀，往前蹦跶一段，总是与
他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就是不离开。
每次看见他在和鸟儿嬉戏，都不忍打扰
他的兴致，悄悄停下脚步，观看他与鸟
儿“互动”。当然，他总是会发现我，
冲着我叫爷爷！再指着奶奶和盛有鸭
蛋、鹅蛋的篮子，似乎想说什么。

浪马水坝一带的李花已盛开多日，
两只画眉鸟在枝头嬉戏，引得数只冠冠
雀也混在其中，将雪白花瓣弄得纷纷扬
扬，勤劳的野蜂依依不舍离去。不多的
紫叶李绽放着粉红色花瓣，跻身其间，
为这雪白的世界添上恰到好处的色彩，
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与金黄色油菜花
交相辉映，构成动静相宜的画卷。

早春的时光是宝贵的。居住在景区
的农家早早就在田地里忙碌了，赶早场
的人们连背带提地往回赶，忙着回家为
忙活的家人张罗中午饭。过了横卧在纳
灰河上的古桥便是乐立乡场。场坝不
大，靠近河岸一侧矗立着三棵银杏树，
粗壮的树干舒展着巨大的树冠，树冠上
挂满祈福的红布条。靠场坝口这棵最高
大，树下有五六家理发摊。要过年了，
又赶上阳光明媚的好日子，理发摊座无
虚位，有白首老人，也有青发少年。一
把折叠椅、一把推剪就是理发师的全部
家当。等候的人凑在一起神聊，或蹲在
卖烟丝的摊子前叽里咕噜地品着水烟，
排到轮子的就端坐在折叠椅上，眯着眼
睛，怡然自得，任由断发随风飘坠。理
好的站起身来理理衣领，抖抖衣服，拍
拍身上，抹抹脖子，挠挠头，洋溢着一
脸春风，朝场坝走去。

场坝小而不乏闹热。年货摊子占据
最抢眼的位置。售卖烟花爆竹的小贩，
绘声绘色地描摹着各种烟花的效果。年
画沐浴着冬日阳光，映红了人们的笑
脸。爱拍抖音的年轻人拿着手机，冲着
摊位，时而转着圈捕捉赶集的人群。

“糯米粑粑！香米饵块粑！又香又糯！”
卖饵块粑和糯糍粑的小贩的叫卖声，被
鼎沸的人声裹着，飘过小码头，撒向四
野。

如果还意犹未尽，那么就去观光车
道吧！那是一条蜿蜒在金黄色海洋里的
宽阔道路，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不乏举家出游的，一
四世同堂之家，儿子推着曾祖，孙子推
着童车追逐着曾孙，调皮的曾孙时而会
抓住曾祖的推车，爬到老人的膝上撒
欢。观光车的汽笛声偶尔会打破宁静，
为春意盎然的意境增添情趣，陶醉流连
的游人。

我只见过老的给小的发压岁钱，从
没见过小的给老的发压岁钱，但是，今
年我见到了。

父亲是在腊月二十六的中午来我
家的。二十七的晚上，就地过年的大
哥就从浙江打来电话，说他陪伴不了
父亲，就只好邮寄一些吃的、穿的，
再是充一百元的话费，权当是给父亲
的压岁钱。

三哥与我住在同一个镇上，听说父
亲来我家，就把父亲接了过去。原来，

三嫂在前几天就为父亲买了一双皮鞋，
还把医院发给她的一千二百元福利，拿
出四百元给父亲，还买了一条磨砂烟。

当哥当嫂的都这么做了，我也拿出
五百元给父亲。父亲说什么都不要，说
他只给我们的孩子各发了五十元，而我
们给他的压岁钱太多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流淌，
在一片模糊中，恍若看到父亲俨然一个
孩子，我们给他的压岁钱时，非常高
兴。

过年是炒几锅爆米花儿，让日子像包
谷米般膨胀。收纳的竹篓里，颗粒饱满得
有些许夸张，辉煌模样招来贪婪目光。在
细嚼慢咽里，品读出历久弥新的希望。

过年是宰杀养肥了的猪，大人们忙碌
小孩子观赏。惊声的尖叫里，沸腾的血液
喷涌成兴旺。爆炒炖煮熬油又熏腊肠，在
欢声笑语里，洋溢丰收的喜悦和安康。

过年是做几桌团圆饭菜，一家子男女
老少聚同堂。酒杯的交响里，道不尽人间
亲情天伦乐。只把那海角天涯凑一方。在
各自舍得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过年是包一盘鲜肉水饺，围坐在红彤
彤的炭炉旁。“春晚”的喧嚣里，馅儿卷
进面皮嘴吃着糖，葱姜椒蒜和着瓜子的

香。在合家守岁里，迎接和沐浴新春的阳
光。

过年是被母亲早早喊醒，嘱咐你穿上
新置的衣裳。儿时的记忆里，起床就能看
到柴火欢笑，汤圆在滚水里浮沉跳跃。在
香甜软糯里，幸福的滋味儿绵远悠长。

过年是在院坝上堆雪人，折下屋檐上
晶莹的冰挂。凛冽的寒风里，伙伴们满寨
子的奔跑着，把一串串脚印寄给流年。在
满口热气里，绘一幅无忧无虑的成长。

过年是张灯结彩除旧岁的吉祥，过年
是亲友登门互拜访的礼尚，过年是学着父
亲祭先祖的传承，过年是不离不弃的祝福
和守望。过年，子孙知道追寻来时的路，
人生的归途才不会迷惘。

许是对春的憧憬过于急切，感觉春
来得太慢，像一个矜持的小姑娘，躲于
门后，扭扭捏捏；又像一个去相亲的小
伙儿，羞涩，且磨磨蹭蹭。实在招人
恨，又恨不起来。

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策划、酝酿，
春的帷幕缓缓拉开，隐约听到幕后雀跃
的、压抑的、蠢蠢欲动的声响，一场视
觉、嗅觉、听觉的音乐会，即将上演。
无形的指挥棒轻轻一挥，春风率先上
场，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陶笛的
独奏，深沉，蕴含着丝丝缕缕的温润煦
暖。像是讲一个故事，娓娓道来，时而
缠绵悱恻，时而如泣如诉，时而空灵飘
逸，有着钝钝的冲击力。又如鸡鸣敲响
闹钟，阳光翻过黑暗，母亲在耳边轻柔
的呢喃，草醒了，虫醒了，树木醒了，
冰凌醒了，泥土醒了……

春风的演奏转换为笛子，明亮而轻
快，像调皮的孩子，赤着圆润的足，摆
着浑圆的胳膊，发出一串串、一叠叠稚
嫩的银铃般的脆音。他奔跑着，跳跃
着，打一个滚儿，翻一个跟斗，踩皱了
一池春水，撞开了颗颗芽孢，叩响了草
的门，虫的门，花的门……

春风又是出色的染色师，把鹅黄染
成嫩绿，进而浅绿，翠绿，碧绿，深

绿。各种色彩的花点缀其中，像一条漂
亮的无可比拟的花裙子，穿在春的身
上。

独奏慢慢的演变为合奏，而合奏者
越来越多。春水悠悠，奏出众多天籁，
如春水潺潺，春水涓涓，春水淙淙，春
水汩汩；有沉静的，有舒缓的，有激越
的，真是一位多面手呀！众鸟绚丽登
场，你唱你的，我说我的，嘈杂而和谐
统一，有时像在吵架，有时像在歌咏比
赛，各尽能事，百转千回。独奏，彻底
成了交响乐，辉煌的乐章向高潮挺进。

如此盛大的音乐会怎么能没有观众
呢？植物盛装次第出席。迎春花浑身挂
满黄色的铃铛率先登场，虎头虎脑的小
草不甘居后，伸展着嫩绿的小胳膊鼓着
掌。柳枝青青，小芽黄黄，在风中翩翩
起舞。向阳的桃树，双腮搽了胭脂的花
骨朵儿颤悠悠慵懒的依在枝头，含蓄，
且落落大方。当然，还有很多花儿、虫
儿、鸟儿缺席，都还在赶来的路上；赶
来的还有隽永的诗句，以及拾捡、品味
诗句的骚客。

我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我
醉着，舞着，蹈着，痴着，癫着，疯着
……在春之乐章中忘情的做一个小小
的、跳跃的、麻酥酥的音符！

成长是人生的永恒话题。有人说，成
长是一个很痛的词。对我来说，成长一词
很沉很重。

1996年仲夏，我还是一个如假包换不
太懂事的农村学生，那年中考留给我一个
经典的成长不等式：51分=4500块钱。

在老家，高中有四所：一中、二中、
三中和城关高中，但说到升学率，其他三
所就像是陪着一中打酱油。

哥早我两年考上一中时全家人的喜悦
和光荣（全乡只有哥和他的好同学姜波哥
2人）尚未尽褪，就轮到我这个老二了。

虽然考场设在离家十几里地外的圪垱
店，但并不需要大人们送考陪考。吃过早
饭，我和同伴一起骑着自行车“赶考”。
中午时间短，回不来，就到杨庄大桥一家
记不得名字的饭馆，毫不费力地吃掉厨师
大舅做好的、现在想想都撑得慌的两大碗
烩面，灌下一瓶冰汽水，再去考试。

说实话，两天的考试自己也是尽了全
力。只是初中时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距离
一中确实还差几度。没多久，分数出来了，
429，比预期略低；录取线也出来了，480，
比预计略高。这一高一低可愁坏了爸妈。

小时候怕早起，从一年级搬着小板凳
回到早饭后才上课的“育红班”，没能在
起跑线上占到便宜；初二时差点误入歧途
又蹲了一级，16岁参加中考，妥妥的大龄
考生；分数不争气，按照当时 10 分一
档、每档 1000 块的入校集资费，又去哪
儿弄这5000块钱呢？

混不知事的我，还能在爸去工作、妈
和哥下地干活的晌午后没心没肺地一觉睡
到三四点，丝毫没有感到爸妈的为难，也
无法想像那艰难复杂的决策过程。

最后爸妈决定掏钱让我上一中，找到

一个当副校长的远亲伯伯，抹掉 500 块
钱。

一天吃过早饭，爸说:“走，跟我去
趟县城。”略知一二的我，厚着脸皮坐上
自行车的后座。一路沉默，爸没说什么，
我也不敢说话。

来到一中，简单见过远亲伯伯，径直
去了财务室。在生平第一次走进的装着铁
门的房间里，爸从包里掏出一沓钱递给
我，“数数，4500。”之前家里卖麦子、卖
花生、卖玉米、卖猪、卖鸡，我都曾开心
地数钱，但这 4500 块我数得最认真、最
心疼、最不舍，闷闷地说了句：“对。”爸
说“给人家吧！”，我小心翼翼地把见过最
厚的一叠钱交给了桌子后面的人。

一个人的成长也许只在一瞬间，那心
中如朝阳般的顿悟。

第一桶金血淋淋！我想这 4500 块就
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爸妈的血汗钱！回
望青涩的成长，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是我自
觉成长的开始，懂得了爸妈的难处便懂得
了一切！

记得那年从部队回家探亲时聊天，爸
轻松地说出了那 4500 块钱的份量：10 亩
地一年的麦子、养了大半年的两头猪、从
表姑夫老板那里预支的几个月工钱。

我接着问：“爸，你就没想过我要是
还读不出书来，钱不是白扔了吗？”“自己
还不了解自己的娃？我和你妈相信你会争
气的，高考你让爸妈脸上有光。再说实在
不行，留在村里，不管你们包地还是干
啥，也肯定有用！”

光阴素简，岁月斑斓。那场中考成为
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无关乎成
功，更在于成长，而那沉甸甸的成长代价
我将铭记终生。

春意万峰林
柴方平

过 年
殷选择

成长的代价
张治华

春的序曲
刘天文

人间真情

压岁钱
李登祥

●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
●人生需沉淀，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才能让自己更完美。
●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感动晕，而是细水长流地把你宠

坏。
●若想往前，只有拼命地奔跑，有时候正确的方向比努力更重

要。
●尝试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人生。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

点。所以只有不断进取，才能不丢人。
●让你们渐行渐远的不是感情疏淡，是彼此的三观。
●友谊和花香一样，还是淡一点比较好，越淡的香气越使人依

恋，也越能持久。
●有一种落差是，你配不上自己的野心，也辜负了所受的苦难
●若非生活所迫，谁愿将自己弄得一身才华——致所有努力的

人。
●过去了终究过去了，这个世界，唯一喜欢你的除了父母就只有

你自己，往后余生一定要好好爱自己。
●行色匆匆，只为离家更近一些，再近一些。
●别因为落入了一把牛毛就把一锅奶油泼掉，别因为犯了一点错

误就把一生的事业扔掉。
●如果你什么也不说，还总是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总有一

天会全部失去的。
●生命中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遇到了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

人，但你却到了最后才发现，一切都太迟了，你无力回天，只好任其
随风而逝。

●我怀念的是那些年，未来遥远得没有形状，我们单纯得没有烦
恼。

●不要为了任何人而放弃原本的生活轨道。
●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微笑吧，为你的曾经拥有。
●不曾邀约，自有一份心安；不说誓言，永远不会再见。
●你总喜欢把事情拖到第二天，你不能总是这么拖，有一天，你

会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的余生都不够用。
●人在的时候，总以为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就少

一面。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打磨自己。
●如果你天天想拥有世间最美丽的表情，那么请把开心当成一种

习惯吧。
●人生哪有什么计划周全，伟大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试了

有50%机会成功，不试就注定失败，所以行动才是硬道理。
●无论以什么方式告别，都对不起初见。
●你应该认真地结婚，然后认真地老去。
●我于昨晚去世，走时心如止水；我于今早重生，来时心怀暖

阳。
●你过得太闲，才有时间执着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才有时间无病

呻吟所谓痛苦。你看那些忙碌的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努力上。
●在一切破旧褪色中，请你永远闪烁。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与人相处，如果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又感到真实的教益，

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
●让自己一边成熟，一边寻找时机。等时机成熟时，理想就可以

实现了。

有段时间，微信朋友圈里流行晒美
食。做酿皮、炸油条、烤面包，很多主
妇忙得不亦乐乎。我把这些给母亲看过
后，她非常感兴趣，强烈要求炸油条
吃，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她炸的油条。

我把抖音里炸油条的方法播放给母
亲看，她兴奋地说：“真好，现在做饭还
有人教！”看过两遍后，母亲胸有成竹地
说：“我都记在心里了！你去带孩子吧，
做饭的事交给我！”母亲的记性特别好，
如今年岁大了记忆力也经常让我叹服，
我相信她一定能够炸好油条。

母亲做的炸油条终于端上了餐桌，
那些油条火候正好，色泽金黄，很有诱
惑力。我尝了尝，果然又香又脆，特别
好吃。孩子吃了一口，说：“姥姥做的油
条真好吃！”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
脸上浮现出特别满足的表情。

母亲的这种表情我特别熟悉，笑微
微，美滋滋，有几分欣慰，还有几分得
意。我不由的想起，母亲每次做完饭，
就特别喜欢看着一家人吃起来。她自己
先不吃，就那么端坐着看我们吃，好像
一位大厨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青睐一
般，心满意足。母亲对于烹饪美食，有
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

记得小时候，物质贫乏，当然也没
什么食材。但是春天一到，母亲就开始
忙碌了。田里的野菜，树上的香椿、榆
钱、槐花等等，都会被母亲物尽其用，
烹饪出独特的美食。母亲做的香椿炒鸡
蛋特别香，一直是我的最爱，到现在我
对香椿炒鸡蛋依然情有独钟。还有榆钱
饭，槐花饭，母亲做得也非常好吃。虽
然我们家境一般，但在我的记忆中，没
觉得童年的餐桌上味道寡淡，回味起来

反而别有滋味。
我忽然间明白了，母亲的烹饪情

结，其实是源于对孩子们的爱。满足孩
子们的口腹之欲，是母爱最直接的表达
方式。我结婚以后，经常听到一句话：
要留住男人的心，先留住男人的胃。我
想这句话用在母亲身上也合适，当然母
亲不是为了留住孩子的心，在她看来胃
是离心最近的距离，也是她认为爱的最
佳表达方式。难怪有一句话这样说：味
蕾知乡愁。我想说的是，味蕾知母爱。

我的思绪回到现实中，又拿起一根
油条。母亲看我们吃得香，说：“我想好
了，咱们明天做酿皮！”我被母亲逗笑
了，说：“妈，咱家是不是也要开启美食
大制作模式？”母亲说：“是啊，我最高
兴的事，就是做好了饭，看你们个个都
吃得香，比我自己吃还高兴呢！你那手
机上播的那些做饭的视频真不赖，以后
我得跟着上面学做菜。”

接下来的日子，我家的餐桌上一天
比一天丰富。抖音里的美食制作，母亲
都想尝试一下。我看出来了，母亲是把
厨房当作自己的创作园地了，她把烹饪
当成了创作，从中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就
感。母亲通过美食，把她对家人的浓浓
的爱表达出来。

再看看我的朋友圈，晒美食的大都
是母亲们。“给儿子做了他最喜欢的可乐
鸡翅。”“给女儿做了她最爱的奶油蛋
糕，还有她最爱吃的草莓呢。”我忽然明
白了，天下的母亲大概都有烹饪情结。
正是她们的烹饪情结，才把家打造得充
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她们把餐桌经营
得有滋有味，同时也带着儿女们热气腾
腾地生活着。

母亲的烹饪情结
马亚伟

唯有不断努力，才会赢得美好的人生

孤独——
是喧嚣中的沉默
是聪明中的笨拙
是没有对象的诉说
是与期盼的擦肩而过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
孤独者是自己的主人
狂欢者是别人的寄托
创造在孤独中萌发
思想在孤独中闪烁

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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