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
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继芳

20
·静海文汇

坚
定
不
移
听
党
话

矢
志
不
渝
跟
党
走

一旦选择了他乡，故乡就成了远方。
记忆变为旅途，生命在风雨中频频眺望。

当初我一意孤行，扔下爹娘，抛弃让人
眷恋的小村庄，奔向繁华的都市。

如今，回到了老家，我不禁感叹，当年
的村子哪里去了？爷爷、奶奶都哪里去了？

儿时的春天，那热闹景象还历历在
目。记得在桃花盛开之时，粉嘟嘟的，惹得
蜂儿、蝶儿也都呼朋引伴过来凑热闹，追逐
嬉戏着、簇拥着。

嫰绿的小草听到暖暖的风声，也交头
接耳,摇头晃脑地钻出来。还有野花们也纷
纷登场，有红的、黄的、紫的、粉的、蓝的吸
引着我们的眼球。

听着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扑腾开黎明
的翅膀，一起深情地唱着家乡悠扬的小调。

弥望人生路，离开故乡多少秋，怎能情
相忘。

在我的记忆里，田间地头布满了父母
辛勤的脚步。

父亲望着一地金黄的麦穗笑弯了腰。
勤快的镰刀来了。爷爷舒展了眉头，也丰
满了餐桌，解了儿孙的愁。

如今在田野里还能寻觅到爷爷曾经播
种的沧桑，村口的老槐树下不知留下了多
少次奶奶期盼儿孙的身影。

离去时带着迷茫，留下时怀抱惆怅。
倘若希望在故乡，我又何须千里外出闯荡。

日思夜想的故乡永远都不会变。此
时，我站在童年时代疯来疯去的小路上。
望着村口那棵老槐树似乎包容了我儿时所
有顽皮的记忆。它也似乎在默默倾听我多
年来的风雨沧桑。

举头望天，中秋转眼已至。小时候与
爷爷、奶奶中秋之夜的欢乐情景，不停地在
脑海里翻滚着，涌现而出。

记得那年中秋爷爷提着奶奶积攒了好
久的鸡蛋走上几十里路，去月饼店为我们
换月饼。那时家乡的月，挂在村口的老槐
树上，好亮好圆。

母亲拿着爷爷换回来的月饼在月光下
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每人一份，留下的
边角屑子才是父母的。转身奶奶把她的一
份偷偷地塞给了我。

如今，对月而思，悬空明月，犹如奶奶
盈盈的笑脸。她把一个圆圆甜蜜的月饼，
全部分给了我们这群孩子。

在远方城市的屋檐下，我们永远感觉
到一种繁华中的孤独，当我们困了累了无
以立锥之时，那么，我们就回家吧，故乡还
有年迈的母亲在村头小路上等候着我们。

看繁花落尽，在明亮的月光下，远远地
望母亲瘦弱的身影，在她的笑容里看到太
多的是辛劳与疲惫。劳累过度的父亲走起
路来也开始摇摇晃晃。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中秋能有父母
的陪伴。父母一年一年地老去，我的心被
撕裂着，回家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今天我终于静下心来，耐心地聆听着
儿时玩伴的唠叨。母亲真的老了，老得只
会念叨我的乳名，母亲真的瘦了，瘦得只剩
牵挂。

还乡
朱钟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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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摔伤那年，上初三的姐姐辍学了，
给父亲做手术的钱都是东借西凑的，家里
困顿得揭不开锅，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再无
可能了。姐姐在家陪着母亲照顾了半个月
卧病在床的父亲，就去了县城的表舅家。
表舅家几年前把临街的一面墙打通，在家
里开了小商店，平时表舅在食品厂上班，表
舅妈一个人打理小商店，加上买菜做饭忙
得团团转，但随着表舅家的弟弟到了上学的
年龄，城里人上下学要接送孩子，就有些忙
不过来，听说姐姐辍学了，就想着让姐姐去
商店帮忙。

姐姐在表舅的商店当营业员，每个月都
拿回来十几元的工资，父亲的伤病也恢复得
很快，刚能坐起来，就托人找了一些手工糊
裱的活儿做，日子看着慢慢好起来，母亲紧
皱的眉头也舒展了些，走路也仿佛有了劲

儿。逢年过节，母亲就领着我去表舅家走亲
戚，城里人稀罕乡下的土特产，母亲就带了
核桃、红枣、板栗，回来时大包小包里又塞满
了城里人穿不上的旧衣服。还能将就着穿
的，母亲就补补给父亲和我穿，太破的，母亲
就剪成小片，打夹子做鞋。快到中秋节，母
亲农忙走不开，就打发我去给表舅家送些秋
天地里产的红薯、土豆，还有一大口袋花生、
核桃。我坐着顺路车高高兴兴地进城了。

好长时间没有见我，姐姐高兴地不得了，
一会儿在我的脸上捏捏，说怎么瘦了，一会儿
又摩挲着我的头发，说头发长了该理了。表
舅家的弟弟小我两岁，正是人来疯的年纪，缠
着我，让我陪他下跳棋，一会儿又拿出跳绳要
跟我比赛，隔会儿，又神神秘秘拉我到街口，
瞅着没人注意，从怀里掏出两块圆圆的金黄
色点心。点心中间有一个“福”字，弟弟说这

不是点心，是中秋节吃的月饼。每年过中秋
都是母亲做馒头月饼，馒头做成圆月形状，里
面嵌着红枣、核桃仁，城里的月饼我还是第一
次见到。弟弟拿着月饼放在我的鼻子下面，
说：“哥哥，很香的，你闻！可……我俩拉钩，
你千万不能告诉我爸妈！”

那天我吃到了从来没吃过的城里的月
饼，轻轻咬一口，那种醇香，那种甜腻，就在
齿舌间荡来荡去，顺着食道一直香甜到了心
坎上。吃过晚饭，弟弟又拉着我跑出去，我
俩躲到黑暗的角落里，一人又吃了一块让人
难忘的月饼，这次是五仁馅的，满嘴都是花
生、芝麻的香味。

第二天，我就背着两大包旧衣服回了
家。中秋节那天，母亲泡了花生、红枣准备
做馒头月饼，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不由
得吞咽着口水，味蕾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两

块城里的月饼上，多香甜美味的月饼呀！可
那天中午，姐姐却突然背着衣物哭丧着脸回
家了，送姐姐回来的人是表舅妈的亲戚，和
母亲在门外嘀嘀咕咕好一阵，最后塞给母亲
一盒月饼就走了。

我放学回家时，父亲正暴跳如雷：“你说
月饼不是你拿的，那是谁拿的？”姐姐躲在母
亲身后哽咽地辩解：“真不是我拿的！”“那怎
么会好好的每盒里面都少一块呢？而且好
几盒都这样！”父亲的声音高得吓人。我嘴
唇翕动着，可抬眼看着父亲因愤怒变形的
脸，却最终没敢发出声。

圆月挂在树梢上，母亲虔诚地祭月后，
我们围坐在庭院里，却少了往年的欢声笑
语。月光泻下，亮白如昼。母亲拿了一块
城里的圆月饼硬塞到姐姐手里，月光下姐
姐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母亲也给了
我一块，这是我期盼已久的城里月饼，可在
嘴里咀嚼着，却没有想象中的香甜。入冬
后不久，姐姐就被许配给邻村一户人家，穿
着大红棉袄的王媒婆说得唾沫星飞溅，要
做我姐夫的那人我见过，时常吆喝一群羊
从门前经过。

很多年后的中秋节，我给母亲和姐姐买
了广式的、苏式的好几种包装精美的月饼，
开着车赶回老家。那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跟
姐姐说起，那年我跟弟弟偷吃月饼的事情。
母亲不断给我使眼色，阻止我继续说下去。
桌子上堆满了新课本，姐姐正在给上小学的
外甥女包书皮，然后抬头瞅着我笑了：“有这
回事吗？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

3年前，刚上七年级的女儿被学校告知
要参加军训。她稚嫩的脸上显得有些兴
奋，还有些期待。

军训结束，我去学校接她时，看到一群
穿着迷彩军装，戴着军帽的学生，一时竟找
不到她。直到女儿兴冲冲地跑到我身边，
脱下军帽，我才认出来。女儿军帽下的头
发有些乱，几绺头发被汗水黏在额头和脸
上。我有些心疼，问她要不要喝饮料。她
笑着说：“老妈，我不渴，教室里有纯净水。”

回去的路上，女儿坐在电动车的后座

上，像只刚出笼的小鸟，不停地叽叽喳喳，
说着军训时发生的事情。快到家时，她突
然说：“老妈，教官对我们说，今后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从明天开始，您不要再接送我上
学了，我自己坐公交车。”
我每天接送她确实有此困难。我们租的

房子离学校有30里路，骑车来回要很长时
间，日子长了，肯定会影响工作。

看了看女儿，我发现她好像长大了许多，
懂事了许多。于是，我特意去公交站给女儿买
了公交卡，又带她到离我们住处最近的公交

站，告诉她坐哪一班车去学校。第二天早上，
我把女儿送上公交车后，心里还是有些不放
心，干脆骑车跟在公交车后面，一直看着她下
公交车进了学校，才调转回头。

今年女儿回老家读高中了，又是一个陌
生的环境，还有为期一周的军训。女儿收拾
完东西，看着我一脸的担心，她笑着说：“老
妈，我在老家读书，您还有什么担心的？再
说，军训可以教会我很多东西，有做人的道
理，还有独立的能力。老家的初中没有军训，
我可是第二次军训了，到时候我还可以做同
学们的小老师呢！”女儿的一席话，把我的担
心都赶跑了。她的脸上写满了自信。她提着
行李箱走进新的校园时，回头朝我微笑着挥
挥手。

没过两天，女儿的班主任在微信群里
发了同学们军训的场景，那一张张青春的
脸上露出刚毅的神态，迈动的步伐是那么
有力，他们正迎着太阳努力向前。

晨光熹微，我漫步在林荫道上。
秋风恰如一支冰凉甜蜜的棒冰，徐徐拂过，褪去暑热，捎来凉

爽。林荫道两旁的紫薇树，一束束，一团团浅紫色的花朵聚集在
树顶，淡淡的清香将这小道装点得清新宜人。
不远处，有几个人影显现，伴着秋风，夹着笑语。这么早，应

该也是像我一样晨锻炼的吧。近了，近了。这回看得分明：是三
个人，高大的中年男子推着轮椅，缓缓行走；轮椅上坐着一位满头
白发的老人；身材娇小的女人陪在男人身旁，不时俯下身子，掠一
掠老人被秋风吹乱的头发，或在老人耳边说着什么。是一家三
口。夫妻俩散步的同时，也不忘推着母亲出来转转。这一带大多
是6至7层的小高层，没有电梯，不难想象出门时，男子背着母亲，
妻子扛着轮椅艰难走下楼梯的画面。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温馨的细节让我心生敬意，一股暖流

在心中流淌。我悄立一旁，在习习秋风中目送幸福的一家三口缓缓
离去。
天色渐渐大亮，小区附近的菜摊热闹起来。又一幅画面映入

眼帘：
“二维码呢？我来扫码支付。”说话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拎着

购物袋，拿着手机。
“没有，你用现钱买吧。”蹲在地上卖菜的老妇人仰起枯槁

的脸，混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希冀的光，秋风拂动着她略显凌乱
的银发。在她身前，摆放着鲜嫩的黄瓜、水灵的小白菜、碧绿的
豆角……这应该是城区周边的村民吧。他们把自家种的蔬菜
带过来，挣几个辛苦钱。
中年男子摸遍全身的兜，苦笑：“哎呀，今天出门没带钱。”
一阵沉默，这场交易似乎成了僵局。
又来了几个买菜人。他们也看上了老妇人面前干净、水灵的

蔬菜。
“你这老太太，怎么不设个二维码？现在谁还出门带现钱？”一
个等得不耐烦的大姐高声质问。
“我……我……我不会用。”老妇人好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低

下头去。
“扫你旁边摊主二维码，可以吗？让她返给你现钱。”中年男

子温声提议。
“不，不行。我这边也没现金。”还没等老妇人开口，旁边的摊

主就急急回应，眼神躲闪。
一阵秋风带着几片落叶飞下，交易再次陷入僵局。
“您等等。”中年男子忽然一拍脑袋，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放

下买好的菜，急匆匆地奔向马路对面。返回时，他的手里多了一
包烟和一把零钞，脸上多了一抹微笑。
“给。”男子递过菜钱，拎起购物袋，“今晚回家让您儿子做个二

维码，不行的话，我天天来买菜，我教您。”
男子的微笑干净得就像眼前这水灵灵的小白菜。他一定是

到对面小卖部借口买烟，故意多支付了钱，要店主找回的零钱。
我的心里一阵感动，为这暖暖的秋光，为这善良的中年男子，

更为这温馨的细节。
这个世界或许会有冷漠，或许会有自私，但那些温馨的细节

不知不觉中润泽了我的心灵，让偶尔抱怨、偶尔冷漠的我总是能
够走出阴霾，走到阳光下，因为阳光总是布满大地。

那年那月那月饼
魏青锋

那些温馨的细节
刘平

女儿的军训
毕侠

我和妻子带着热恋的温度与对未来美
好的憧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恋爱的时候，我在部队，她在老家。在
上世纪80年代，通讯不发达，只能通过写信
来传递对对方的思念，每周写一封信成了
我们的功课。随着鸿雁传情，感情渐渐加
深，3年后，走在了一起，组成了家庭。

结婚后，我在家只待了10多天，就回到
了部队。妻子在家工作、生活。因是新婚，
内心里那份爱是炽热的，我写信诉说自己
的感受，那一封封信把我的思念带到了千
里之外。我期盼着妻子的来信，每次来信
我都会反复地读，一直等到下一封信的来
临。我时常将信带在身上，即使不看，却能
感受到那份爱，时时温暖着我的心。

如果到时间收不到妻子的来信，我就

会寝食难安，时不时地会到连部转一圈，以
至通讯员都知道了我的目的，甚至打趣：
“排长想嫂子了？”我拧着眉让他别胡说，但
又忍不住问：“有我的信没？”直到听到通讯
员喊，排长，嫂子来信了。我手拿信，看着
那熟悉的字体，眼前仿佛是妻子的身影，心
里会涌起满满地爱，细细地品味那份爱的
幸福与快乐。

周围的战友看到我这样，调侃道，人家
都说，结婚了就是到站了。没想到排长结
婚这么久了，还没到站。指导员更是不留
情面对我说：“悠着点，别把媳妇惯坏了。”
我一笑，说：“你们懂什么，我这是保持爱的
温度。”

指导员说：“什么爱的温度啊，结婚后
就是过日子，哪有那么多讲究，小心温度高

了，把你烫着。”
后来，我休假，回家，见到妻子。把战

友说得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她。让我没想
到的是，她说她的同事也这样说她。妻子
说，她感觉很幸福。其实，有爱的生活就是
美好的。

爱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也不是恋爱的
专属品，而是人们一生的追求。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由于训练比较紧，
写信少了，写的内容也是寥寥数语，而我收
到妻子的回信，也是越来越薄，内容也是三
言两语，简单地把家里的事一说。没有了
爱的语言，如同朋友的来信一般。我想了
想，是我慢待了妻子，关心不够，让妻子无
法感受到我的爱。我就多写信，渐渐地妻
子的信里又有了琐碎，我心里感受到那爱
的温度。

我转业了，虽然不再写信，我们可以一
起散步，一起逛街，一起旅游，珍惜在一起
的点滴时间，让爱的温度始终温暖着我们，
温暖我们的婚姻，滋润我们的内心。

保持爱的温度，可以让婚姻更加浪漫，
情感更加牢固，那美好的生活就会时刻环
绕在我们的身边。

爱的温度
孙志昌

一个“躁”字，聚合了万千
不宁的情绪，焦虑，烦躁，神思
不安，心烦意乱，暴躁，急火攻
心，等等。仅一个“躁”字，便可
从侧面了解一个人的品性、心
态与性格。

水永远是温顺柔和的，缓缓
地流，轻轻地淌，不紧不慢，不追
不赶，就像一朵浮云在风中默默
地卷起、悄悄地舒展一样。它好
比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总是那般
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你无法在
它的眉眼间揣摩它的喜恕哀乐，
你亦难从它的言行举止中去置
疑它的平和与淡定。

而火呢，永远是燃烧的烈
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丝火
苗燃起，便如同洪水猛兽迅速蔓
延。火越烧越旺，就像一个脾气
暴躁的人，一言不和就会暴跳如
雷、勃然大怒，令人措手不及。

自古水火不相融。万物之源起
于水，水为柔，火为刚，以水灭火，以柔
克刚，皆为古今之理。因此，生活中
我们常常告诫自己:“稍安勿躁。”

再大的烈火，也要等到水来才能扑灭。再急的事，也要思
忖再三才能定夺。哪怕是一封火烧眉毛的鸡毛信，你也要亲
自把信送到目的地方可解决。凡事不能急于一时，亦不可意
气用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喝不了热稀饭。古今多少
败事坏事，皆因一个“躁”字所起。热锅上的蚂蚁除了上窜下
跳拼命挣扎之外，最终的结果依旧逃脱不了被烧焦的命运。
恰恰相反的是，兔子与蜗牛的故事，正是“骄躁”和“稳重”的角
逐与争锋。

诸葛亮有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到
底，一个人心若不静，万事浮躁。一个人心若不宁，诸事烦扰。

从而我们常说:“不急，慢慢吃”“不急，慢慢说”“不急，慢
慢来”。很多时候，急与不急的距离并不远，但结果往往天壤
之别。

天大的事，学会缓一缓，也就有了头绪。再乱的麻绳，懂
得放一放，也就理清了它的盘结。不是还有这么一句话吗？
“天蹋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呢，急啥！”

没有迈不过的沟坎，没有翻不过的高山，没有走不出的
沙漠，没有走不完的沼泽。“心外无物，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
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陶渊明一语道破“心宁神和”的
意境。

孔子亦云:“智慧的人喜爱水。”人若拥有了水之柔和水之
淡然，又怎会生出心浮气躁之感？

凡事学会忍一忍，心就变宽了。凡事懂得换位思考，人就
豁然开朗了。生活中只有学会收放自如、张弛有度，我们才会
在熙熙攘攘中，放慢自己的脚步，开阔自己的视线，懂得缓一
缓紧张的生活节奏，捊一捋烦躁与焦灼。

不论何时何地，不管世事如何，告诉自己:春来花自
开，风来枝头笑。莫着急，莫自扰，只要稍稍等待片刻，只
要稍稍宁神静气，稍安勿躁，一切自会有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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