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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与城区的距离不是很远。可我的
牵挂就像一条长长的丝线，一头连着母亲，
一头连着我，我永远也走不出母亲的村庄。

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开始变得爱
唠叨。尤其是见到我，那话多的，就像村庄
前面那条开了闸的小河水，三天三夜也说
不完。话题无非就是张家、李家的一些鸡
毛蒜皮的家事。

前几天母亲79岁生日，我到家时，已近
中午。远远的，就看见母亲围着头巾站在
家门前张望。

回到家，当我把新买的衣服递给母亲
时，母亲的第一句话就问:“花了多少钱？
不是告诉你不要给我买东西吗？”一边说一

边试穿着，“这件羊毛衫多少钱？”我说：“50
元。”“那这条裤子呢？”“40元。”“鞋呢？”“30
元。”弟媳忍不住笑。母亲说:“你们又合伙
骗我……”

试完新衣服，母亲一直穿在身上，没有
要脱下来的意思。

我从钱包里拿出500元钱，说:“妈，我
也不常回来，您想吃啥，等赶集时就自己买
点……”母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钱接
过去揣进了新衣服的兜里。

一会儿工夫，来了一帮老邻居，母亲的
老姐妹们。她们这个摸摸母亲的衣服，那
个看看母亲的裤子。母亲炫耀似的说：“这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怎么样，好看吧？”当着

老姐妹们的面，母亲又故意从新衣兜里掏
出了刚刚装进去的500元钱，从左边的兜
里又揣进了右边的兜里。
我忽然就明白了，母亲把新衣服一直

穿在身上的用意。
一位会说话的大婶说:“我刚才看你和

一位高个儿漂亮的美女站在一起，我还以
为是城里的模特来了呢！”母亲赶紧说:“什
么模特，是我家丑丫头回来了！”原来母亲
就是这样谦虚的。
人老了，像个小孩子。
中午，弟弟和弟媳早就准备了一桌好

菜。弟弟烫了一壶烧酒，给我倒了满满一
杯，说:“姐，咱喝点酒吧！”弟媳端上来一盆
正冒着热气的鸡肉炖蘑菇，直接把盆放在
了桌上。
我说:“我都好几年没吃过用柴火和铁

锅炖出的鸡肉了！”弟弟把盆往我跟前推了
推，说:“姐，这是咱自己家养的鸡，没喂饲
料。知道你今天回来，早晨我给你杀了两
只，走时你拎着……”

饭后，有些醉意，晕乎乎的，躺在母亲
的热炕上。母亲端来一盘梨子和苹果，我
顺手拿了一个苹果，咬了两口，便放在了枕
边，似睡非睡的，听着母亲的唠叨。

在母亲暖暖的炕上 ，我沉沉地睡着了，
好像还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小时候……

黄昏时，母亲陪我站在村庄的小街上，
等车来。抬头，看到村庄一排排的烟囱，缕
缕炊烟正袅袅升起，在暮色中连成一片，白
茫茫的，似飘浮的云。

恍若梦境，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我忽然有些伤感，说:“妈，在城里住得久

了，我的心，好像在流浪，找不到家了……”
车子刚刚驶出村庄，手机铃声响起，母

亲说:“闺女，我把你给的那500块钱，放在
你皮包的夹层里了。咱家现在日子好过
了，妈不缺钱，你不用挂牵我。你自己要好
好的……”

车往城区的方向行驶着，离村庄越来
越远。

一路听着母亲的唠叨……

母亲的村庄
李广兰

天气变暖，早春的风爽爽地吹来，
万物便有了生机。

迎春花报道了春讯，小河水冲碎冰
花嬉闹着奔来。草尖儿脆嫩嫩地捧着露
珠儿，大地鲜亮亮地做着春梦。今年的
春似乎来得早一些，不经意间，岸边的垂
柳便有了笑意，柳丝上挂满了密密匝匝
的鹅黄珍珠儿。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春天里，柳是极具诗情的。在画意
诗情里，我总会想起乡间的柳林和童年
悠远的柳笛儿，心里流淌着乡村的质朴
和童年无尽的欢乐。

村子东面有一条小河，岸上有一片
柳树林。春来时，柳枝飞舞，身姿婀娜。
星期天或下午放学，我和小伙伴挎上篮
子，带上镰刀，成群结队地去地里挖野
菜。我们总会跑进柳树林，在那里疯玩
上一阵子。

扔下篮子，三五成群地爬上柳树，
或蹲在树杈上，颤颤悠悠地摇晃枝条，或
与邻树上的同伙取笑逗乐，那样子可爱
极了。胆小的女孩不敢爬树，便取个长
杆直捣我们的小脚丫，然后“咯咯”地笑
出声来。柳林里，小伙伴们尽兴地玩耍，
又总能玩出花样来。
编柳帽是我们最爱做的事。取一

根折下来的柳条，绕自己的脑袋编一个
圈，麻花状地缠绕数根，然后在圆环上横
七竖八插满枝条。或直立，或斜飞，或下
垂，很随意的样子。丰满的柳条盖住了
脑袋，柳帽也就编好了。我和小伙伴小
英雄似的戴上它，在柳林里威风地跑上
一阵子，相互追赶嬉闹，心里早就乐开了
花。小伙伴们戴着柳帽欢呼雀跃，欢声
笑语在柳林里漾开来。
在乡间，春风吹来的时候，孩子们

总是要吹柳笛儿的。河边的柳丝开始泛

绿，上面的柳芽儿一个个都嘟起了小嘴，
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柳枝，掰开一个，里面
是一脉水汪汪的绿，当毛茸茸的柳芽儿
变成了细长如眉的叶片，乡间就有清亮
亮的柳笛声。

柳笛儿又叫柳哨儿，做柳笛儿是
快乐而有趣的。取来细柔的柳条儿，
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切成一段，捏住枝
条两头，向相反方向轻轻拧动，反复揉
捏，柳皮就会在柳骨上滑动，与柳骨慢
慢分离。等柳皮全拧动了，用嘴咬住
柳条儿一端，缓缓抽出光滑的柳骨，手
里便留下了软软的柳皮管。然后，把
柳皮管的一端捏扁，刮去约一厘米的
青皮，露出鹅黄的内皮，这样柳笛儿就
做好了。做柳笛儿看似简单，我却总
做不好。华哥做得娴熟，做出的柳笛
儿灵巧又动听。我老缠着他帮我去
做，他总是俏皮地躲我一会儿，再动手
给我帮忙。一个个柳笛儿做成了，我
和小伙伴就含在嘴里使劲吹，柳林里
便响起了清脆悠扬的柳笛声。

春到了，我总怀念乡间那悠远的柳笛
儿。那笛声吹响了春天，吹亮了春色，吹
软了童年，更吹出了乡间的质朴与纯净。

悠远的柳笛儿
董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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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南湖和红船，是从小学的语
文教科书上：静静的水面上笼罩着薄雾，刚
从云雾中挣扎出来的朝阳喷发出红晕，一
只普通的乌篷船荡漾在晨光霞霭中，中国
历史上崭新的一页由此掀开，南湖因此备
受世人瞩目。

嘉兴南湖，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因
位于嘉兴城南而得名，过去曾以“烟雨迷
蒙”的旖旎风光为历代文人雅士所赞吟。
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留下著名诗句诵咏道：
“轻烟漠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幸有
园林依燕第，不妨蓑笠钓鸳湖。”而现在，承
载故事的南湖因这里曾经作为中共一大遗
址而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日
前，我们怀着景仰之情，来到南湖近距离地
体验当年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战斗历程，重

温红色历史，接受了一次质朴、生动的党性
教育和精神洗礼。

1921年的夏天，一群先驱者在浙江嘉
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召开秘密会议，审议通
过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选
举产生了党的第一届中央局领导机构，庄严
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这艘承载着中国历史
巨变的小船被后人誉为“红船”。从此，中国
革命的航船就从南湖扬帆启航，一个崭新的
政党带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光明和希
望，掀起改天换地的红色浪潮。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

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1964年4
月5日，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视察嘉兴南
湖。与红船重逢，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挥
毫题写了这诗行。此诗如今已镌刻在湖心

岛“访踪亭”的石碑上。访踪亭就和红船比
邻而居，默默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在造型壮观的南湖革命纪念馆里，细细
地观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实物，
重温着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
光辉岁月，我深切地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人用
理想与信念、生命与热血铸就的红船精神，
是共产党人在创建党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
的一种革命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
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
站立于南湖广场，瞩目高大庄严的宣誓台，
面向一幅巨大的红色党旗，举手诵读入党誓
词，铭记党的宗旨，坚定信念，永远跟党走。

当我在烟雨楼前看见那只静静停泊在岸

边耀眼夺目的红船时，我激动地登上这艘红
船，心中立刻就升腾起一种崇高的神圣和庄
严。这是一艘典型的江南画舫，全长约16米，
宽3米，分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中舱放一
张方桌，桌上摆设茶具，周围放着椅凳，当年中
共一大会议就在中舱举行。钻进船舱，一张八
仙桌、几只白色瓷杯、10余把木椅映入眼帘，这
一切构成了中共一次党代会的会场。就在这
简朴、狭小的空间里，第一代共产党人谋划着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发出了新时代的伟大宣
言。中共一大代表们那低沉的声音仿佛在耳
边回响，他们用永恒的真理，熔铸成特制的铁
锤和镰刀，砸碎旧世界的机器，铲平压在人民
头上的“三座大山”，铸就国旗上的五颗金星。
红船虽小，却承载起一个民族的新生和希望，
焕发出名垂青史的崇高光芒。她和井冈山、瑞
金、遵义、延安、西柏坡一样，成了中国共产党
光辉战斗历程的重要纪念地。

一百年的南湖，秀水泱泱；一百年的红
船，劈波斩浪。南湖岸边，柔柳如烟，撩起我
绵延的思绪；南湖水面，微波浩渺，荡起我柔
情的诗心。怀着无限的眷恋，走下红船，告
别南湖。当我再度回首凝眸时，南湖红船就
如一盏明亮的灯塔，定格在我的心里。

一船红天下，万众跟党走。南湖红船，
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火种，是催人奋进的光辉
力量，更是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永恒的红船精神
钟 芳

在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
我们整个行政村就只有不足20位
党员，其中大部分都是从部队里退
伍回来的军人。他们说话和做事，
个个都是雷厉风行，干脆利落。每
一次村干部换届选举，都是他们最
认真的时候。用我父亲的话说:“我
是党员，一定要选出真正能为老百
姓办事的人，要对全村人负责。”我
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父亲也是一名党
员，是从部队里入的党。党员这两
个字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了根，特别
地崇拜党员，崇拜父亲。

那时候，有一个远房的伯伯，让
父亲为他投一票。父亲诚恳地笑着
对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只要你能
让老百姓信服，我也没理由不选你，
你说是吧？”那位伯伯最后讪讪地离
开了，从那以后，他好几年都没再登
我家的门槛。

分地的时候，父亲是我们生产
队里的文书，按理可以给我们家优
先选择一块上等的地。但令人没想

到的是，父亲最终却选择了最差的那块地。那是一块由废弃的
路改成的地，当初路的两边栽的都是松树，后来松树被砍去了，
根还残留在泥土里。我记得那年，父亲从初秋开始，每天在地
里挖树根，一直到初冬，别人家地里的麦子都出苗了，我们家的
麦子才种下。

为了这事，母亲还和父亲闹了别扭。母亲说:“你每次都
把党员俩字挂在嘴上，你说咱家啥时候沾过你这个党员的
光？咱在村里每次交公粮和提留款都是第一个；村里分塘鱼，
咱家每次分的都是小鱼，这些都不说了，这地可是咱农民的命
根子啊，凭啥咱就得分最差的？”一旁的父亲赶紧赔着笑脸，
“凭啥呢，就凭我是一名党员，啥事咱都得带头啊。你说，咱都
不想要的地，别人能想要吗？其实这块地整好了，一定不比别
人家少打粮食。再说了，咱这平白无故地多出一堆柴，今年冬
天再也不用担心没柴烤火了。”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心
疼地望着父亲。

那年月，人们经常缺吃少穿的，更别说什么零用钱了。但
父亲每次卖了粮食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村党支部交党费。父亲
看着满脸疑惑的我们，温和地说:“我是一名党员，再穷，咱也不
能不交党费。咱们少吃一口是饿不坏的，以后你们长大了就能
明白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了。”

后来，当我站在党旗前宣誓的时候，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
份神圣和庄严，同时也真正读懂了父亲的心。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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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拥有过最璀璨缤纷繁华的东西，才懂得欣赏一碗
粥的朴素。粥是个好东西，它味道鲜美、温润适口、营养丰富，
实为养生保健的佳品。粥亦颇有君子风范，任何食物与粥为
伍，立刻变得亲切温暖，让人百食不厌。

我国人民自古就有食粥的习惯，古人深知吃粥能节约米
粮，又可治病养生，古往今来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贫富，中国人
爱粥者比比皆是。我国春季食粥保健养生的历史十分悠久，
春天喝粥不但便于吸收其营养，而且还可养胃气、助肝阳、治
疗慢性病。

春天榆钱挂满了榆树的枝头，父亲会把镰刀绑在一根竹
竿上，把长满榆钱的树枝割下来，撸下一串串榆钱，洗过后
分给我们全家吃。榆钱吃在嘴里黏黏的，甜丝丝的。母亲
做的榆钱粥有健脾安神、止咳化痰、清热利水的功效。母亲
用小米煮粥，米将熟时放入洗净的榆钱继续煮5到8分钟，
加适量调料即成。榆钱粥吃起来滑润喷香，味美无穷。宋
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吃罢榆钱粥后就留下了“杯盘粉粥春光
冷，池馆榆钱夜雨新”的诗句。

春天家乡的洋槐树上一串串白色的小花密密匝匝竞相开
放，阵阵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槐花具有凉血止血、清热平肝
的功效，母亲将鲜槐花与粳米粥同煮，加盐少许，粥中弥漫着
槐花淡淡的甜味，甜中还有咸咸的味道，槐花的清香融入粳米
的香味之中，确是一道不错的滋补佳品。

家乡的荠菜生长在田埂边、沟渠畔，在春天焕发出旺盛的
生命力。野外挖出的荠菜叶片呈盘形舒展开来，碧如翠玉，肥
硕丰腴。母亲将锅内放上少许大米，然后放入适量食盐、大
蒜、生姜、清水，再将荠菜放入锅内，文火煮熟，出锅时洒上些
许葱花，一道香喷喷的荠菜粥就大功告成了。《诗经》里对荠菜
有“其甘如荠”的呤咏，荠菜粥营养丰富，能止血、降血压、健
胃消食。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煲粥却需要性情平和，慢工出细
活，心态浮躁的人是不可能煲出一碗好粥的。食粥是一种生
活态度，让生活洗尽铅华返璞归真，让日子简单纯粹。“饭蔬
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几千年前的孔子如此洒脱，他崇尚朴素清淡的生
活，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在阳光明媚的春日煲一锅自
己心仪的靓粥，锅内沸腾着春天的色彩，用心品尝，满口都是
春天的味道，清新、温润、暖心，这岂不是人生一件美妙的事！

春天，阳光像一条金色的丝巾，越
发的柔软，越发的温情。玉兰、桃花交
相辉映，喧闹着春光，红叶李、金柳枝
私语着细密的心事……

我穿过人流，沐浴着暖暖的阳光，
来到街边广场。这里是人们休闲健身
的场所，每天都有许多老人在此打拳、
舞剑、看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天清晨健身后，都
要静坐一隅，阅读随身带来的书籍。
他享受着阳光的温情，专注的眼神让
人想到儿时痴迷在连环画中的读书
郎。起初我还不太在意，只把他当做
偶遇的风景。后来见得多了，好奇心
慢慢强烈起来：到底是什么好书让他
如此着迷？

有一次，我趁他休息的时候，凑过
去，笑着问：“大爷，您好啊！这是本什
么好书，您看得这么津津有味啊？”

大爷许是猜到了我的小心思，把
书合上，赫然是一本党史。我不禁心
生敬意。大爷把书打开，露出了书页
的内容，只见空白处上面密密麻麻写
满了文字。有些段落下面，还画上了
红道，看来大爷读书很认真，一边看
书，一边记感想，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大爷，您真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啊！”
“小伙子，你嘴真甜。这是党史，

能不用心读吗！”
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党史学习

上。大爷谈兴很高。他说，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
学党史，党中央还要开展建党100周年

庆祝活动，第一项就是结合巩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连连点头，大爷虽然年迈，但是
对时事很关注，谈起来头头是道。

我告诉他，3月25日，党史学习教
育官网正式上线，资料丰富，是一个学
习党史的好网站。

大爷听了，高兴地说，回家就去看看。
临别时，我问大爷，“您是党员吗？”
大爷笑了笑，“你说呢。”我也笑了。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一切向

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
些名言生动地诠释了学习历史的巨大
作用和必要性。

今年我市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启
动了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成了最时尚的热
潮。广大党员干部纷纷阅读党史书
籍，做笔记，谈体会，写心得，还奔赴革
命纪念馆开展专题参观学习，重温入
党誓词。更可贵的是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主动
申请，投身乡村振兴这项伟大的事业
中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党史学习教育
的春潮已在全国涌动，我要听从党的
号召，紧紧跟随学习党史的潮流，更
加努力工作，践行初心使命，回报党
的恩泽！

别样的春潮
王晓阳

把春天煲在粥里
杜学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