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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粥香念母恩
刘刚

一
又是一年腊八至，记忆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想念千里之外的家乡，想念

两鬓染霜的母亲，想念柴火熬煮的腊八粥……在这个传统的腊八佳节，一种别
样的情愫萦绕心头，香甜可口的腊八粥是母亲盛在我乡愁碗里的一道特殊佳
肴，奔波异乡，从未忘却。

母亲熬的腊八粥是村里出了名的香，这主要归功于母亲所用的配料与熬制
的方法。

母亲说配料共有12种，谷粟类7种，有粳米、糯米、薏米、黄豆、红豆、花生、
栗子；香料类5种，即莲香（莲子）、枣香（红枣）、杏香（杏仁）、桂香（桂圆）、松香
（松仁）。难怪腊八粥又称“七宝五味粥”，清代诗人李福在《腊八粥》中这样写
道：“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掺入。”

除了精选出上等的配料外，熬制方法也有讲究。母亲通常在腊月初七晚上
就将粳米、糯米、红豆、黄豆及其它配料浸泡起来，半夜四点钟起床，洗净配料后
就开始煮，待煮开后再用微火熬。熬的过程中可不能偷懒，一边熬还得一边在
锅里搅拌，一是避免粘锅、煮焦，二是可以溶碎配料。就这样要熬近三个钟，天
亮时，腊八粥才算熬好了。

小时候，每年腊八节，一家人都会围坐火炉旁一勺一勺品尝母亲熬的热气
腾腾的腊八粥，那情景，现在想来都觉得好温馨。参加工作后，我多次去商场
买回腊八粥配料，却怎么也熬不出记忆中的那种浓香，感受不到在家时的那种
温馨。

记得最近一次吃母亲做的腊八粥，是在大学毕业后的那年冬天。由于我没
有正式的工作，有幸在家过腊八节。

那天早上，我是在浓郁粥香的诱惑下起床的。见母亲熬制一大锅腊八粥，
我有些愧疚地捋了捋搭在她额前的头发说：“妈，都怪我睡过头了，没帮您熬腊
八粥，辛苦您了！”母亲笑笑说：“没啥，日子不就是这样熬过来的么！你这段时
间找工作也够累的。”

咀嚼着碗里的腊八粥，咀嚼着母亲的话，我知道，母亲是在给我找工碰壁后
打气、鼓励。那盛满香喷喷的腊八粥碗里，我分明看到母亲滚烫的爱。
“日子不就是这样熬过来的么！”念着母亲说的这句话，又熬到腊八节了。

想念母亲的腊八粥，感念世上最伟大的爱！铭记世上无以为报的恩！

二
这天，从快递员手中接过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母亲寄来的。打开一看，一包

腊味，有腊肠、腊鸭、腊猪蹄……啊，又到腊肉飘香时节了！
在老家，每年临近冬至节，就会杀猪宰羊，目的是为过年准备腊肉。腊肉分

两种：风干的和烟熏的。但无论用什么方法制作，都必须先用食盐腌浸数日，然
后抹上酱油、香料。要是做风干腊猪肉，就得将腌好的肉穿上绳子，一条条挂在
檐下晾起来，直至全部脱水，这样是防止氧化腐烂。天色好的话，晾晒一周即
可。风干的腊肉色泽微黄，凑近嗅一嗅，有一股咸咸的清香味儿。

家乡人为了让腊肉保质期更长久，多用烟熏法。自家食用的腊猪肉一般割
得小，这样容易干，熏时惯用急火，基本上三五天就熏至油黄，嗅一嗅，浓浓的烟
火味中裹缠着淡淡的香。若是作为礼物送人的腊猪肉，就割得很大一块块的，
膘肥肉厚有看相。熏时自然也很讲究，先是铺在烟炕上熏烤，每天翻转一次，使
其每一面都熏到位。有的人家还要砍回香樟、松柏树枝来沤烟，熏上一星期后，
就移到灶塘之上慢慢熏。乡下人都用柴草生火做饭的，每天做饭时，袅袅炊烟
从锅沿旁边的烟洞冒出熏烤腊肉，缕缕炊烟慢慢升腾，最后经烟囱排到房外。
大块大块的腊肉在灶塘上要熏上一星期，直至金黄色，才算熏好。

母亲说，烟熏至金黄色的腊肉不仅色泽鲜亮，要是与芹菜、青椒一起煎炒，
口感还相当不错，是腊月送人之上品。

老家有个不知起源何时的习俗，每到冬腊月，亲朋好友就会互送腊味，包括
腊苕（烟熏过的红苕）、腊鸭、腊鸡、腊猪肉等，并且一定要赶在腊八节前结束送
礼。小时候，母亲总是挑拣最好的腊味送人，我心疼地问，为什么不把风俗改一
下呢？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呢？母亲说，这不仅缘于习俗，更重要的是
人与人交往贵在真诚、互信，要知道别人送咱们的腊味是挑最好的送来，所以，
我们也要拣最好的腊味送去，礼尚往来嘛。

回忆到这里，感觉我手中的快递包裹越发沉重。自从参加工作后，每年这
个时节母亲都寄来我最爱吃的腊味，而我却没有“礼尚往来”一下，就连春节回
家探亲的行程都没安排，而是早早策划着与驴友去某景点游玩，想来不禁惭愧
万分。

岁末年尾时，老家腊味香。我决定根据防疫错峰返乡政策，提前回家，将母
亲寄来的腊味原封不动地带回乡下，与父母一同享用，今年春节，老家过。

他从绿色中走来，他心无旁骛，始
终扑在绿叶上，他为绿色而书写，为绿
色而歌唱……至今还在弹奏着绿色的
乐章。他就是绿色散文家刘芳。

刘芳是著名诗人刘章的兄长，上世
纪 70年代成名。他是文坛前辈，全国
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刘芳也是河北承
德文坛翘楚，他与著名诗人刘章、何理，
著名小说家郭秋良、薛理等，是承德文
学创作的集大成者。

这是一位踏遍万水千山、阅尽人间
颜色，有一颗不老诗心的高瞻远瞩的大
作家。

刘芳，1938年出生在河北省承德市
兴隆县安子岭乡上庄村（现称诗上庄
村）的南沟。那里是一个绿树掩映的山
旮旯。

苦难的童年，他亲眼目睹了日寇的
暴行，亲身体味了山里人不屈的抗争精
神，塑造了他的灵魂。

刘芳的记忆中永远有一道阴影。
那一年，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正在病
中。有一天山顶上的“消息树”忽然倒
了，那消息树是人立的树，敌人一进山，
看树的人推倒树，群众马上跑进山，躲
避敌情。日本鬼子进山了，敌人的脚步
声一点点地逼近，鸟都飞绝了。生死关
头，倔强的奶奶死活不动。她心疼家里
人带着自己跑不方便。一家人都围在
奶奶的身旁，几个哥哥早把担架绑好。
她说，“日本鬼子再残忍，见我这八十多
岁的老太婆，又不能翻身下炕，咋也不
会活活地烧死我吧？”一家人无奈，只好
恋恋不舍地跑进深山。当敌人走后，大
家回家一看，草屋早己被烧了。当大家
来到奶奶的屋子时，看到了惨绝人寰的
一幕：奶奶身体早己被烧焦，只有肚皮
还在鼓着，像鼓一样，涨满了对鬼子的
深仇大恨！日本侵略中国施行的杀光、
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真是惨无人道，
罪恶滔天！这是中国人永远都不能忘
记的。烧焦鼓起的奶奶的肚皮，永远留
在了刘芳的记忆中。国恨家仇岂能
忘？唯有报国是良图。

故乡山头特立的青松——消息树，
能倒下的树，倒下是为了站立，神奇的
树啊。消息树，无数次让乡亲们躲过了
日本强盗的欺凌，消息树，无数次让日
本鬼子走进八路军的包围圈。消息树
留在了刘芳的记忆深处。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故乡大山上有
一片桦树林是他最喜欢的。那时家境
贫寒，每逢夏天，姐姐总是领着他去采
桦树叶子做菜团充饥。

同样生长在他童年记忆深处的，还
有家乡大山的密林，密林中隐藏过抗日
的军民，密林中飞出过复仇的子弹。

带着大山无私馈赠的童年刘芳，有
幸接受了新中国的学校教育，他如饥似
渴遨游在知识海洋。品学兼优的他
1959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农机分校，
到兴隆县委“三线”办公室负责办民工
报。办报之余，刘芳致力于文学创作，
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因写了篇《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民工连》的稿件在大报
上发表，当时承德地委宣传部一纸调
令，于1969 年把他调到地委宣传部搞
新闻报道。刘芳一手写新闻，一手写散
文，在两个领域里辛勤耕耘，终于这两
块地都喜结硕果。他写的报道有两条
（与他人合作）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头条，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送给京津清
甜水》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后，北京
市委市政府、天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来承德的潮河、滦河考察调研。北京市
副市长几乎年年都要带着资金来丰宁
县慰问乡亲们，还建立了希望小学。天
津市也为潘家口水库搬迁户送来了大
量物资。现在三地终于走到一起，京津
冀协同发展吹响了号角。

1984年，刘芳被调到承德市文联
工作，历任党组成员、秘书长、编辑室
主任。1988年，刘芳加入中国作协，成
为一级作家，中国林业文联常务理
事。他先后出版有散文和报告文学集
《黎雀声声》《绿染京华》《夜宿竹楼》
《绿的呼唤》《刘芳绿色散文选》《绿色
的乐章》《绿色散文精选》等多部文学
作品。散文《捅燕窝》获河北省作协金
牛奖。2018年，《塞罕坝情思》获第八
届全国冰心散文奖。

家乡的山水绿树，给了他灵气和丰
沛的文思，他的作品注入了一种颜色，

就是那象征勃勃生机的浓浓绿色。他
关注人类的生态环境，倾心于“绿色散
文”的耕耘，浓浓乡土气息使他的散文
字里行间散发着质朴而又淳厚的风
韵,可谓独树一帜。在刘芳先生的“绿
色散文”间行走，人们仿佛呼吸着山间
清冽的空气，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享
受。《绿色明珠塞罕坝》《林趣》《坝上采
蘑》《捅燕窝》《夜宿“美林”》《走进白桦
林》《红树林颂》等散文名篇佳作，读之
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字比比皆是。“刚刚
萌生的嫩草闪着亮晶晶的露珠；一簇
簇正要开花的映山红，羞怯地闪着笑
脸，像有无数的婀娜少女隐藏其间；那
挺拔高大的油松树，伸出长长的手臂，
把万里蓝天擎起……”“塞罕坝的花
美，林海更美。若登高远眺，莽莽苍
苍，绿的波涛、绿的海浪，立时奔来眼
底，真想变做一只快乐的小鸟，沿着绿
色的树梢，任意飞翔，一直飞上蔚蓝色
的天空……”

自从与笔结缘，刘芳就告诫自己，
作家不能离开现实，不能离开人民，双
脚要踩在坚实的大地上。他经常深入
林区，与基层群众交朋友。他是一位可
敬可爱的逆风行走的人。就是在寒冬
腊月，他也不畏艰险，踏冰蹚雪，冒着凛
冽的寒风，忍着零下四十摄氏度奇寒，
朝大山深处跑，攀爬高峰，访问护林人，
深入人迹罕至的山洞，写出了《高山顶
上有人家》《野人小记》等许多名篇。评
论家伍华所说，他几十次去坝上林区，
坝上的山山水水，树木花草，坝上的工
人、农民、技术员和工程师，都是他心中
的牵挂，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为了创作，刘芳的采风足迹遍及长
城内外、大河上下、南疆北陲，他歌咏祖
国绿色的林区，他赞美给大地带来绿色
的人们，把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绘入
他的散文画卷。他在《夜宿美林》中说，
我望着那一排排高大的落叶松，仿佛在
我面前耸立着无数个绿化英雄，我不由
得低下头，默默的地向这些大树鞠躬。
一位向大树低头鞠躬的人，一定是一位
胸中有丘壑，具有大爱情怀的人，这是
因为他始终不忘根本，不忘童年故乡的
密林。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那时中
国人还在纠结温饱问题，而刘芳却将目
光对准林业、环境，关注绿色生态。他
用绿色情怀，倡导和践行着绿色理念，
尤其难能可贵。刘芳真是一位远见卓
识的智者。“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太多了，
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奉献；可我们
回敬她的实在是太少了，更多的是向她
索取，甚至是掠夺，从这一点说，人在大
自然面前，是应该感到惭愧的，不是
吗？”他不停的反思生活叩问灵魂，矫正
人类的行为。作为钟爱绿色的呼唤者、
歌吟者和赞颂者，刘芳被誉为“绿色文
学作家”和“生态散文家”。终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我们国家和
时代的共识。

在文学后辈眼中，刘芳是典型的知
识分子，质朴内敛，不事声张，但面对
绿色他就变成激情四溢的诗人。在
《我与绿色散文》中刘芳写道：“在我的
一生中，也曾经历过很多挫折和苦闷，
但一打开思维的‘闸门’，那绵绵的绿
色，立时被添补和充盈。绿色，犹如一
个小小的‘精灵’，附着在我的躯体，挥
之不去……”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高洪波
曾经说：“绿色的乐章，是歌者刘芳发自
心底的旋律，悠悠中显现出燕赵大地的
豪壮，又充满对森林、对草木的关爱。”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塞
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的重要指示
中指出：“55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
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
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
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
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一时
间，塞罕坝精神传遍全国。

30多年前开始，刘芳就在自觉地传
播着塞罕坝精神了。

1983年，刘芳第一次上塞罕坝，他
惊叹“谁能想到，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至
一九八三年的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在
‘大漠风尘日色昏’的塞上高原，竟建起
一座闻名遐迩的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
场……在这片海拔一千米至一千九百
多米的高寒地带，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
一点九摄氏度，最冷的时候约在零下四
十四摄氏度，几乎整年都是白雪皑皑、
风沙弥漫。全场三百六十多名干部和
工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战风雪、斗严寒，奋战了二十多个春秋，
用去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才把这个
荒原染成了绿色。这个奇迹，像一声春
雷，震撼了我的心灵。”不久，刘芳就创
作出了报道塞罕坝精神的长篇通讯《绿
色丰碑》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
编辑部还在同版配发了长话短说的评
论《愚公精神万岁！》。
“头一年栽下的树苗，因为水土不

服，全部烂根死掉，只好又组织人马搞
试验，育出适合本地生长的新树苗。人
们开始动摇了，一股下马风和撤离塞罕
坝的情绪正在酝酿和发酵。就在这时，
党委书记王尚海和场长刘文仕及技术
场长张启恩等领导，统一思想，坚定信
心，毫不动摇!他们分别把自己的家都搬
到坝上。王尚海一家七口人就睡在一
条土炕上，过年时，他把留下的干部和
工人请到家里，大伙儿一块包饺子，煮
了一锅又一锅。到了第二年春天，他们
拿着新培育的种苗到马蹄坑进行大会
战，结果成活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四以
上，他们的大会战成功了!”塞罕坝林场
党委书记王尚海和场长刘文仕，是林场
的主心骨，是旗帜，是标杆。刘芳经过
深入采访，写成歌颂王尚海的散文《绿
色魂》，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把场长刘
文仕的事迹写成通讯《绿的追求》也在
《人民日报》发表。两个人物的先进事
迹迅速传遍全国，感染了伟大祖国的无
数建设者。

他在寒冬腊月爬上雪山写出《夫妻
望火楼》，生动地记载了全国劳动模范
陈锐军和他的妻子初景梅的感人故
事。他采访完“野人”张侯拉的事迹后，
这样写道：“他从十八岁开始植树，一直
栽到八十七岁。他在九塔山上栽种的
三百多亩幼树全部成活，郁郁葱葱地绿
了一座山，飘起一片云……这是我所见
到的一位真正把利禄功名视为身外之
物的贤者，是我们民族和人民引以为荣
的精英。”

30多年来，刘芳创作了几十篇描写
塞罕坝的散文，他用生花妙笔描绘塞罕
坝林区的美丽风光，他用感人文字树起
一座座丰碑，为时代塑造了一个个道德
楷模，他把塞罕坝精神传播到天涯海
角。是的，塞罕坝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正如当代著名作家红孩所说，“如果说
我们过去只知道有大庆精神、北大荒精
神、大寨精神，那么今天，我告诉你，我
们还有一个塞罕坝精神！这些精神，就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创造历史、改造
世界的奋斗精神！”

刘芳的身上还有一种可贵的精神，
那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对社会有用的
事情，不为名利所束缚。当年，承德地
委曾派人两次找他谈话，想委以重任，
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他已经把抒写绿
色，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和责任。
是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很重
要。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人的精力也
是有限的，一个人假如什么都想猎取，
最终必将什么猎物也得不到。我们很
多中国人都有“当官”的念头，认为“当
官”出人头地，风光无限，刘芳却不这么
认为。假如刘芳当年在地委从政，当了

“大官”，就会为政务所忙，肯定不会创
作那么多优美的绿色散文，即使有，也
会很少。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起李白，李
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立志要“申管
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
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他
“仰天大笑出门去”，来到京城，也只不
过做了翰林待诏，是皇帝的御用文
人。所以，李白不得志，他狂放不羁，
他傲视权贵，他周游天下，这反而激发
了他创作的灵感，写下了众多光耀千
古的诗歌。我们得感谢那位皇帝对李
白的不重用，假如真给李白以丞相、将
军这样的“大官”做，我中华民族岂不
就少了一个真正的李白吗？我们又怎
能欣赏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落九天”“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
更愁”……这样才华横溢、想象瑰丽的
诗句呢？

刘芳的散文，语言朴素优美，明白
晓畅，讲究谋篇布局，内容都很励志，
适合青少年儿童阅读。他有7篇作品
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为中学“美文共
享”，散文《夜宿“美林”》被选为全国高
中毕业考试的试题，散文《边城小店》
被选入全国统编中学语文课本。还有
很多作品被选入全国高考复习资料。
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他们阅读
什么样的书籍关系到他们的未来，也
关系到祖国的未来。阅读刘芳的作
品，不但有益于习得写作方法，更为重
要的是让人产生对绿色对自然的敬
畏，学会欣赏美好，励志向上有所为，
这善莫大焉。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
天，在全国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现在，我们更
加呼唤这样的作品。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随着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中国散文创作的道路似
乎越来越狭窄。人们封闭于钢筋水泥的
建筑中，手敲着键盘，把网络上得来的信
息经过一番加工，就写出了所谓的散
文。其实，这只是搬运信息而已。当下，
许多写散文的只是关注历史，到老祖宗
那里去发挥，不免有的散文就是老生常
谈，钻故纸堆。目前，玩文字游戏，絮絮
叨叨，半天不知所云的散文越来越多，好
像文章越让人读不懂越是高明。“文章合
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刘芳独辟
蹊径，进行绿色文学创作，他赞美绿色，
赞美创造绿色的人，提醒人们关注生存
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看见了散文创作
的一线曙光。正如评论家晓明在《人民
日报》撰文说：“刘芳这样潜心竭力地从
事绿色文学创作，无疑对拓宽散文创作
的道路，是个可喜的尝试。”

中国有个诗上庄。一个仅有500
多人口的小山村，60年来，相继走出了
著名诗人刘章、散文家刘芳、诗人刘向
东和刘福君等四位中国作协会员。现
在，诗上庄的村民都以读诗写诗为乐
事，小山村以诗歌为切入点，开发文化
旅游，发展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故乡山水草木灵性的启发下，刘
芳一路播绿。刘芳给诗歌的上庄注入
了散文的元素，必将使美丽的诗上庄更
加丰饶。

绿与美，真与善，那些生动的文字
不也正是刘芳自己的人生、灵魂的写
照吗？他珍爱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他
感恩花草树木，他讴歌延续生命的绿
色，他传播带来绿色的人们所具有的
崇高精神。走过万水千山，有些人初
心不改，是命定的诗人。他的散文，他
的追求难道不是一颗来自故乡的永恒
诗心吗？

紫塞明珠承德，地灵人杰，绿色散
文家刘芳给美丽的承德增添了诗意。
著名作家何申说，“承德的蓝天，有刘芳
的一份贡献”。承德给京津遮挡风沙，
是京津的重要水源涵养地，我们有理由
说，京津的蓝天也有刘芳的一份贡献。

谁说雪花不会脆弱
它还想在春天
欣赏自己的颜色

谁说霜叶不会脆弱
它还想在冬季

展现在枝头

谁说黄昏袭来
就会苍老，身后的青春
如倦鸟飞过

谁说天未黑透
梦已夭折

人生，除了脚步匆匆
还有爱
陪你跋涉

小时候
幸福是过年的时候
吃上喷喷香的肉
穿着妈妈缝制的新衣
提着爸爸编制的灯笼
傍晚十分
和伙伴们
在盈满新年气氛的
街巷上奔跑

求学的年代
幸福是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讲
眸子里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心里装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那时穿着粗布鞋
吃着饽饽就咸菜
但是我们笑得很灿烂
那是因为我们心地特别单纯
吃什么穿什么都不大在意
我们的幸福只是
对未来的简单期盼

工作了
忙忙碌碌
一转眼已经三十年
三十年送走一批批学子
银霜素雪也悄悄
把我们的鬓发漂染
静下心来想想
幸福就是毕了业的学生

在熙攘的人群中
还能大声喊我们一声老师
那众人目光投来的
是对我们认真对待工作的赞叹

和所有普通人一样
我们恋爱结婚生子
我们都在
生活的跑道上奋勇向前
有人丢了朴素
有人丢了信仰
而我们还在秉持着初心
陪着当年和我们一样
稚嫩懵懂的少年
走在求学的路上
努力让生命成长
努力让生活改观

因为没有抱怨
所以我们的生命总是饱满
因为恪守初心
我们的世界
永远纯净得纤尘不染
让尘世的喧嚣离我们远远的吧
我们是被尊称为老师的人
我们的视野格局气度
就应该高于尘凡

没有人逼着我们高尚
我们自己有对生命的眺望
认认真真生活
全力以赴工作
捧着一颗心给纯真的孩子
我们的幸福会在光阴里收获
捧着一颗心给岁月
我们的幸福会让生命
越来越美丽

天
鹅
湖

冬苇 眺望

摄影 李陶

幸福
高学香

脆弱
孟宪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