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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一个只看天空就给我熟悉
感，只闻味道就让我安心的地方。所
以，我们总会被故乡的温情所醉倒。可
能源于某处景致，也可能得自民俗民
风，亦或是熟悉的味道，人对食物的感
情多半是对家乡的感情。身处异乡时，
最令我魂牵梦绕的“乡味”就数冬菜
了。在外读书的那些年，每次开学奶奶
都会给我带上几罐亲手制作的冬菜。
说到冬菜，定会让静海人口舌生津，无
论是搭配运河水种植的稻米白粥，还是
千年古镇独流的油酥烧饼，或是煮“奶
奶牌”云吞时放上几颗，都体现了家乡
静海人对美食的独特领悟。以至于在
外求学时，吃到的是少一味“良药”的云
吞，都被我称之为煮饺子。舌尖上的记
忆就是这样顽固，不管离开家乡多久，
我最喜欢的食物还是这些。

天津冬菜是老家陈官屯的特产，
久负盛名。该产品始于清代乾隆年
间，源于沧州，兴于静海，距今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据传在明永乐年
间，也就是公元 1401—1425 年，静海
县城以南30余里的运河西岸纪庄子
村，一个姓常的船户偶尔将白菜放入
鱼篓中用盐腌渍，腌好后白菜脆嫩爽
口，味道鲜美。他受其启发，后来就
大量制作出售，销路很畅，被人们称
为“纪庄子冬菜”。这便是天津冬菜
的雏形。后来有沧州的酱菜师傅迁
到静海，对纪庄子冬菜加以改进，并
配制出“什锦小菜”，销势更旺。

新中国建立后，静海的冬菜生产
发展很快，从1965年起，天津市食品
进出口公司在静海纷纷建立冬菜加
工厂，标名为“天津冬菜”，用“长城
牌”为出口商标，出口量大增，并不断
改进工艺，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是中
国传统出口食品，被誉为我国四大咸
菜之一，冬菜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
生素，具有开胃健脑的作用。

美食的获得往往需要辛苦的泡
制与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
用于冬菜的制作。制作冬菜首选主
材是天津特产的“青麻叶核桃纹”大

白菜，这种白菜特别适合在运河一带
的陈官屯地区种植，这里种出的白
菜，筋细、肉厚、口甜，被誉为大白菜
之冠，再加入最佳的主要辅料陈官屯
镇特色农产品“红皮蒜”，这都是其他
地区所不具备的，这种红皮蒜，蒜瓣
稍小，外面紫红，蒜香浓郁，辣味适
中，再加入食盐，经自然发酵腌渍而
成。加工过程，大白菜收获后先要晾
晒，去一下水份，然后通过剥去老叶、
切根等净菜过程，将菜切成约 1—
1.5cm见方小块，置苇席上晾晒，一领
席可以出四斤成品，每天翻动 2—3
次，一般经晾晒、脱水约一周时间即
成“菜胚”。将菜胚入缸，加入约16%
食盐（食盐要先加工炒熟）混匀盐渍，
每天翻菜一次，至盐全部溶解（大约3
天时间）。取腌后的菜胚，按 18%—
20%的比例加入大蒜泥，搅拌均匀，装
入坛内，边装边用木杵捣实，层层压
紧，大坛装满后，撒一层封口盐，密封
坛口，放置室内，在常温下进行自然
发酵，至第二年春天便可以食用了。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此时的冬菜
色泽金黄，晶莹透亮，质嫩爽口，蒜香
浓郁，刚一打开封口，浓郁的菜香和蒜
香味儿瞬时充满了整个房间，闻一闻
真令人垂涎三尺，忍不住多咽几次唾
沫，那味道真是太美妙了，让人越吃越
爱吃。此时，白菜与大蒜的完美结合，
在静海人的手上充分体现，土地对人
类的无私给予，人类对美食共同的热
爱，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无不出现于
美食的制作中，体现在制作的成品上。

几十年来，静海人在冬天制作故
乡的味道，在春天传递故乡的味道。
随着静海人脚步越走越远，故乡的味
道传递到了更多的地方，但无论静海
人走到哪里，在人们的脑海中只有故
乡的味道最为熟悉，就像血液里的基
因，嘴里的母语，母亲的呢喃，亲切而
又安心。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除了
传统的外贸、市场、现在又有了网络
平台，种菜、做菜的农民越来越多，生
产规模和数量越来越大，天津冬菜走
向了四面八方，走向了世界。

故乡的味道，无需轰轰烈烈，无需
别致奢华，每一缕飘香都来自家人的
呼唤，那些望而生津的味道，无论春夏
秋冬，都会在心头热乎乎的弥漫，就像
冬菜生于静海的土地，成于奶奶的手
下，这就叫本味。故乡、故乡人、故乡
冬菜的味道，人醇菜更纯，浓郁了游子
的心情，芳菲了故乡的四季。

清晨，一轮红日升起，南运河畔
的古邑新城静海，秋色浓郁，毓秀钟
灵。古老的运河堤岸，品读沿河丛生
的草木，我那小脚姥姥的影子仿佛就
在其中。

姥姥家就居住在运河南畔一个叫
小房子的村子。这个小村距静海县城
60多公里。我才几岁的时候去姥姥
家，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父亲只能骑自
行车带着母亲和我，沿着颠簸的运河
土堤，要骑上将近半天的时间才能到
达，尽管父亲体力很好，中途也要歇息
几次。第一次见到姥姥的时候，又是
高兴、又是好奇，高兴的是见到了姥
姥，好奇的是我们村里从未见过像姥
姥这么矮的老人，应该说“矮到了极
致”。听母亲讲过姥爷的个子很高，不
过很早就去世了，看来母亲是随姥爷
的身材。姥姥不光个子矮，那双小脚
也小得出奇，可谓小得别致，身材和脚
的搭配，应该叫“小巧玲珑”。那时，姥
姥圆圆的脸，头发梳得整洁光滑，看上
去干净利落，古朴善良。

初次到姥姥家总是感觉新鲜，不
停地跑、不停地串。那里有成片的枣
树林，大到让我找不到尽头，姥姥的身
影总是不离我左右。摔倒了把我拉起
来，鞋跑丢了帮我穿上，姥姥成了我的
保护神。她是个勤快之人，农活儿、家
务活儿从不离手，感觉就是太爱唠叨，
有时跟母亲也发脾气。我不懂她们大
人的事，只对姥姥的小脚感兴趣，总是
好奇地看着，每天干活走路全凭这双
小脚，累不累啊？有时候晚上睡觉前
也去摸摸姥姥的小脚，问她疼吗？“不
疼，开始裹脚的时候疼，时间长了麻木
了就不疼了。”印象中我们村也有裹脚
的老太太，没见到有像姥姥这样精致
的。总之，好看与否，这都是封建制度
下对妇女摧残的见证。

我没有舅舅，母亲只有姐妹三
个。老姨在东北，大姨就在运河对
岸的村庄，如果运河有水，去大姨家
必须绕行北面的那座桥，要多走七
八里的路程。当时运河是干涸的，
河底都是杂草和芦苇，河堤也被人
们挖掘的破烂不堪，偶有几棵老榆
树点缀着古老沧桑的运河。从河底
穿过，上了对面的堤坡就是大姨

家。别看姥姥的脚小，一路上，我是
连跑带颠才能跟上。

记得总共去过姥姥家两次，而后
没隔多长时间，姥姥把自己的房子拆
了，用我们村里的大马车把房檩和应
用之物拉到了我家，户口也带了过来，
然后翻盖了我家的老房子。母亲脾气
好，姥姥选择了母亲给她养老送终。
因为这，还得罪了姥姥的侄子，他说姥
姥没有把财产留给他们，偏向我母
亲。其实也只有十来根房檩、一个木
柜子、还有两个木箱子，可见当初拮据
的生活，人们对物质的渴盼，哪怕是点
滴的。不过，毕竟是这十根房檩让我
们家住上了新房。要不到了后期，只
要父母跟姥姥有矛盾时，姥姥总是提
起她的十根房檩。现在看来，还真是
挺重要的。

姥姥正式和我们一起过日子了。
她就像一只勤劳的蜜蜂，不停地飞，不
停地劳作，但嘴里也没闲过。我们弟
兄几个以及父母，仿佛成了姥姥的小
学生，谁也逃不掉她的“批评教育”，总
闲我们懒惰，浪费，不会过日子。遇到
这种时候，母亲是不说话的，父亲看母
亲的脸色行事，只有我们哥几个偶尔
顽皮，总和姥姥顶嘴，结果是我们被姥
姥拿着棍子往外赶。记得那次，我和
三哥连同村里的其他几个伙伴，在村
小学的篮球场打球，结果被姥姥发现
了，拿着棍子就追我俩，嘴里还不停地
嚷着：你们放着活不干，还跑来跑去，
多费鞋啊，跑饿了还吃的多，真不会过
日子。姥姥的小脚哪跑得过我俩，但
为了达到不让我们打球的目的，姥姥
索性站到了篮筐底下，没办法，大伙只
好都扫兴回家。

姥姥到村里的时间长了，“名气”
也随着大起来，基本都知道她爱管闲
事，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几乎没有姥
姥管不到的，不过也都知道姥姥是热
心肠，谁家下地没人看孩子找她，谁家
出门上锁把钥匙也给她，绳上晒的衣
服或被子，下地或出门前告诉姥姥，如
果闹天收到屋里，甚至两口子打架也
要找姥姥去评评理。姥姥融入了我们
家，也融入了整个村子。

姥姥的脾气不太好，母亲一点也
不随她，别人家的羊啃我们家的草

垛，羊被打跑了，自己还生气。邻居
家的鸡跑到我家抢食，无论姥姥忙着
什么，都要把鸡赶跑，舍不得走的鸡
被姥姥追得团团转，最后还是被赶出
院子，并且被姥姥骂一顿。姥姥是个
直性子，干活不推拖。原先几乎家家
养猪，碰到下雨天谁也懒得去喂，毕
竟也有100多米的路程，况且泥多路
滑，到了时间姥姥就催着喂猪，我们
说等雨停了再去，她一边唠叨着，一
边拌猪食，然后端起猪盆子就走，一
双小脚，踩着黏黏的泥。

姥姥那次做手术，我正好在部
队，退伍后才听母亲讲的。那次是查
出了乳腺癌，良性，因为经济不宽裕，
姥姥选择省钱就好，于是通过熟人在
门诊做的手术，术后也没有住院，拿
了针剂和药品，姥姥忍着疼痛回家恢
复。这是怎样的襟怀与坚强，舍己为
家，崇高至上，真的让我无比佩服。
中国传统的、最普通的农村女性，看
似弱小的姥姥，内心却如此强大，不

能说她完全代表了中国女性的纯朴、
善良、勤劳、坚韧，也足以说明五千年
中国母性的伟大。

我退伍回到家乡，参加工作、娶妻
生子，成为社会最普通平凡的一员。
姥姥的身材更瘦小了，原来那健硕的
步伐早已没有了踪影，那双秀气的小
脚走起路来那样沉重。我经常给姥姥
买她喜欢吃的糕点。她还是老样子，
小心翼翼地把糕点捧在手心，生怕掉
下去一点渣子，用满口的假牙慢慢地
嚼动。后来，姥姥不知怎么患上了小
脑萎缩，意识也逐渐模糊，进食也很
少。每次看到姥姥那瘦小的身躯蜷缩
在被子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30年
的时间，姥姥省吃俭用，奔波操劳，弱
小的身体承载着家庭的重负。

尽管母亲和全家极力呵护照顾，
用心治疗，姥姥还是走了，操心一辈
子，忙碌一辈子，唠叨一辈子，疼人一
辈子。虽然姥姥已是高寿，但我还是
想说：姥姥您先别走，我们都懂事了，
条件也好了，以后会让您享福，但，还
有用吗？子欲孝而亲不待。

姥姥走了，又回到了她告别已久
的运河之畔，那个曾经干涸的运河、荒
凉的运河。

如今的运河，早已是绿柳成荫，鸟
语花香，鱼肥水美，道路通畅。我想，
如果姥姥的那双小脚漫步于如今洁净
的柏油路上，享受如此美妙的风光，那
将是怎样的幸事。

雨，是大自然中的精灵，是大自然
送给我们的礼物。我喜欢雨，喜欢雨水
荡涤后那充满泥土花草香的清新空气，
喜欢雨水冲刷后那色彩更加明朗的世
界……然而我更喜欢放下手中的一切，
倾听雨的声音，享受这浪漫的声音。

你听，雨滴落在屋檐上“滴答滴
答”，就像奏起了打击乐；雨滴掉到湖面
上“咚咚咚”唱起了欢快的歌，顿时水花
姑娘就轻盈地沿着一圈圈水波纹跳起
了舞蹈；雨滴“沙沙沙”地落到树叶上，
树叶上面就长出了一个个晶莹剔透的
水晶珠；雨滴“扑簌扑簌”落到土地里，
卷起一阵青烟，泥土就绽放出一个个小
酒窝；雨滴落到人们的身上，瞬间就化
身成了按摩师，轻轻柔柔地按摩起了
它能抚摸到的每一个部位，真是舒服
极啦……雨从遥远的天际赶来赴会，滴
落在田野里，漂浮于尘世间，鸣唱在生
命的悸动中，给世间万物带来了生机与
活力，让世界充满了热情与希望。聆听
四季的雨，就能听到心灵的回响。四时
之雨，也会因时节的不同和季节的变化
而各不相同。

春天的雨，声音最悦耳。在淅淅沥
沥的雨声中，人们悄然感受到春天来
了，这是新生命开始的前奏。“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春雨的脚步那么轻，
但轻轻的脚步却唤醒了大地，小草钻
出了地面，四处张望着这美丽的世界；
桃花笑红了脸；柳树摇起了绿色的长辫
子……听，春雨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像
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小动物在伸着懒
腰打哈欠；听，春雨发出“淅淅沥沥”的
声音像是雨滴弹起了用小草做成的琴；
听，春雨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像是雨
滴吹起了柳叶做的小笛子。听听春雨
的声音，我听出了它给予大地的希望、
梦想和力量。

夏天的雨，声音最雄壮。在酷热的
天气里，给大自然注入了清新的甘泉，
增添了新的活力，演奏出了一曲激昂的

交响乐。“轰隆隆！轰隆隆……”风裹挟
着雷电狂暴来袭，仿佛一首交响乐的前
奏。先是滴落两三滴，接着越来越多的
雨点密密麻麻地从天而降，一首雄壮的
交响乐开始了。雨滴有力地击打着地
面，溅起无数水花。“啪，啪，啪”犹如观
众席响起的热烈掌声，在欢迎交响乐的
开始。只要你用心去聆听，就会听到一
串串曼妙的旋律。雨声有节奏地响着，
一会儿高昂，一会儿低沉。不知什么时
候，雨悄悄小了，雨声变得有点温柔了，
淅淅沥沥的。夏天的雨狂傲、粗野、痛
快，脾气令人捉摸不透，来得快去得也
快。当一场大雨悄然而至，雨水冲洗了
所有的灰尘和焦灼，将丝丝静谧带给了
人间，空气也变得越发清新。

秋天的雨，声音最喜悦。秋雨的声
音哗啦哗啦，时而大，时而小，淋熟了一
片片庄稼，淋熟了一树树果实，给大地
送去丰收的请帖，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
讯，同时也敲响了丰收的锣鼓。秋天的
雨总是流连忘返，迟迟不愿离去，这是
它在演奏一首静秋雨韵曲，秋天的大地
上原本是那样的喧闹，但是经过秋雨的
洗礼后，一切都变得那样的安静，更加
显示出了秋雨的韵味，静秋雨韵，凄凉
淡雅……

冬天的雨，声音最温厚。冬雨，以另
一种身份出现——雪。冬雨不紧不慢地
飘落，雨中夹雪，雪中带雨，融化着积雪
残冰，洗刷着尘埃污垢，准备着迎接春的
到来。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它不想打扰
那些喜欢安静的人们，悄悄地落到树上、
房屋上、马路上、人们的身上，描绘出一
幅“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丽画面。这冬
雨的声音，分明是春的前奏。

这就是四季的雨，这就是雨的声
音。四季听雨是多么有趣，多么快乐，
倾听了这些精灵带给你的天籁之音，你
便会拥有了最纯真、最美好的心灵。无
论是绵绵细雨，还是狂风暴雨，雨停了，
雨滴划过天际，留下一道又一道美丽的
曲线，待太阳妆点上色后，呈现出的就
是雨后的彩虹，就是上天的赠礼！

有人把雨比作人生的四季：春雨，像
少年温柔而悄然无声；夏雨，像青年滂沱
而豪放；秋雨，像中年绵长而咏叹；冬雨，
像暮年沉稳而平静。细细听雨，慢慢感受
时间的悄然流逝，我们应趁着大好年华努
力拼搏，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生活过得
五彩斑斓。

小脚姥姥
刘凤学

四季听雨
杨丹丹

天安门前，一杆旗升，万杆旗

旋。恰同庆华诞，城乡竟秀，大江南

北，林岳争繁。驰宕风云，威加内外，

煜煜红潮透碧天。看华夏，遍小康风

彩，举世啧然。休说疫疠凶残，更不

惧、西风搅恶澜。

有高瞻远瞩，东方厚蕴，人民伟

力，不老江山。镰锤铭旌，五星筑梦，

赓续民族复兴篇。为人类，引命运同

体，义揽瀛寰。

沁园春·国庆咏怀
孙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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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味道
于肖涵

秋，是道不尽的话题。我以为，
真正意义上的秋应该是画在田野上、
堆在场院里、刻在父老乡亲脸上，再
渗进他们心里的。秋的主角是埋在
土里、长在土里的庄稼。庄稼熟了，
乡亲们像迎新娘似的，把收下来的庄
稼肩扛车载接回家，秋的味道便萦绕
在袅袅的炊烟里，融化在饭桌上香喷
喷甜丝丝的蒸气中，再严寒的冬天，
也会变得温暖。

庄稼无言，她以黄澄澄、白莹莹、
黑灿灿、红彤彤、粉嘟嘟的色彩宣言；
以饱满的籽粒、沉甸甸的分量、光滑圆
润的质感亮相；以自己散发在田野里、
回味在人们心中的馨香告白；以自己
破土而出，努力向上的坚韧，笑对朝
霞、夕阳、风雨、岚烟的姿态呐喊。庄
稼无言，但她也有生命，她每天都和主
人心贴心地交谈。主人把种子连同一
份祈盼埋进土里，她就已下定决心和
主人长相厮守。庄稼的梦醒了，由一
粒粒种子出落成一棵棵幼苗。为她松
土、除草时不小心碰折了一棵，主人的
心里便疼得滴血，庄稼那齐刷刷的伤
口，也会流出绿色的泪。清晨，每片叶
子上挂的露珠，都是为主人捧出的一
颗颗晶莹的心；傍晚，又在微风中舞蹈
着恭送主人。黑豆、黄豆在浓绿中，开
出淡淡的小花，在秋风中晃着黄绿错
综的串铃，为略带甜味的空气又增添
了一丝丝香气。玉米、高粱吸收了主
人滴落在地里的汗珠，长成最强健的
筋骨，逐渐高过了头顶，为主人撑起一
团团绿伞遮荫。玉米在绿叶的掩映
中，散开美丽的秀发，俨如害羞的少
女；高粱也被晚霞染红了，染成一片红
红的云。

草变黄了，风也凉了，可地里还
有留守的庄稼。枝杈伸展的棉花并
不寂寞，仿佛一夜之间，那绿色的棉
桃全都绽出了白花，像一片雪在棕黄

的旷野中，长成最亮丽的风景，那毛
茸茸、暖烘烘感觉让人心动。采摘棉
花也是最富有诗意的劳作，主人通常
扎一条大围裙，把下摆翻上来系在腰
间，便做成一个盛棉花的大口袋，人
在棉垄间，边走边左右开弓摘棉。每
来回一趟，“雪”的区域就被割掉一
条，而主人的腰却越来越粗，“知否？
知否？应是人肥雪瘦。”有了棉花，人
们在寒冷的冬天，也可以悠闲舒适地
散步，也可以轻松地闲谈，是棉花，在

严冬里为人们送来春的温暖。
留在田野中与棉花为伴的，还有

花生和山芋，收获她们更有一番乐
趣。刨花生时，若地潮湿，可以攥住秧
连土拔起，这时你会充满幻想，不知道
手中这束秧下有几多收成。抖净了
土，见花生们挤挤挨挨的，都被一根根
须牵着，仿佛在集体荡着秋千，人们的
喜悦便油然而生。搜索落在土里的花
生要用搜子，从中间向四周小心地刮
土，若第一下碰上一个硬东西，第二下
准会蹦出一颗圆滚滚的花生来。刨山
芋更充满诱惑力，先用镰刀把亲密地
缠在一起的山芋秧割下抱走，剩下的
便是一道道被山芋撑得满是裂缝的土
埂，望着那宽宽的裂缝，你不知道会从
那儿滚出块多大的山芋。我曾经亲手
刨出过一块像小娃娃一样大的，回家
一称竟有十斤二两。有时从裂缝里，
就能望见粉红的山芋，这时我总是先
摸一摸她，享受完了，才动三齿儿去
刨。有一种被我们称之为“贼薯”的山

芋，根须会一直扎进土埂间的凹沟里，
只要顺藤摸瓜准有收获。刨出的山芋
堆在身后，回头一望，新翻的泥土上是
一排排粉红色的长蛇阵，那场面也颇
为壮观。

庄稼无言，可庄稼有情，“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
家”，主人付出的诚心和汗水，庄稼都
默默记在心里；庄稼无言，但庄稼有
意，果实供主人享用，枝叶成了家禽家
畜的美食，枝干风干后变成火，烧个滚

烫的热炕头，温暖主人的梦。庄稼无
言，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讲话。就像
那拉车的牛，不管多重的载，只管拉上
默默走起来；更像她的主人，不善言
辞，只知道年复一年默默劳作，把星星
顶在头上下地，把月亮镶在背上收工。

其实，我常年在地里劳作的父老
兄弟们，就是一棵棵四季长在地里的
会行走的庄稼。

晨雾

雾是一杯纯纯的牛乳，有细腻的
质感，有香甜的味道。树枝、花叶、野
菜、小草都沐浴在柔柔的爱抚里，心
里记着脉脉的情，脸上挂着灿灿的
笑。每一片草叶上顶着一颗颗璀璨
的珍珠，“吧嗒”“啪嗒”坠到地上，又
变成平仄的音符，细细品味原来是一
曲绝妙的《雨打芭蕉》。

雾是大地的新娘，她的婚纱罩住
了大地，那飘舞的裙裾拂在你的脸上

身上，热烈含蓄又机灵调皮。你想拥
抱她，她却躲得远远的，只在你周围
撒下银铃般的笑声。你闭上眼睛，她
又痴情地拥着你，将热吻印遍你的脸
颊、发须；你睁开眼，周围的空气中，
还留有她的余香，她的爱已在你的睫
毛上筑巢，化为一点剔透、一汪晶
莹。娇好的面庞始终被朦胧的婚纱
盖住，可飘曳的长裙、婀娜的身段、翩
翩的舞姿、旋转的脚步却近在咫尺。
你会猛然记起古人像是专门为她写
下的一句妙语——“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焉”，你和她就这样默默地相对而
视，用心语达成默契。

雾是一片烟波浩瀚的大海。波
涛翻滚一排排涌来，浪吞没了一切，
只有那雄浑的气势撞击你心灵的堤
岸。你会觉得自己的欢乐、痛苦、成
就、得意，忽然间都已变得微不足
道。一刹那间，你会觉得自己也变成
了雾，心已乘上一叶扁舟，去接受海
的检验、浪的洗礼，在剧烈的颠簸中，
找回失落的自己。从波涛的深处，突
然飘过一只舢板或大船，又有楼阁、
屋顶、小桥、人影在浪尖上飘，在波谷
里颠，一排浪冲过去，把这些画面抹
去，又一排浪冲过去，又把画挂出
来。啊，这原来就是海市蜃楼，那远
处传来的人的欢笑声、马达声，又分
明在提醒你，这就是现实，人间才是
真正的仙境。

这就是雾，柔美洁净，不染一丝
尘滓，她是爱的升华，她是人与自然
的呼吸。天真烂漫又自由自在，包容
一切又虚怀若谷；用爱抚慰受伤的心
灵，用雄浑砥砺薄弱的意志。活着是
真实的梦，涵养品性；死去是鲜亮的
水滴，滋养生命。

去喜欢雾吧，在有雾的早晨或黄
昏，走进雾里去，学会交谈，学会倾
听，放牧自己的情感和心灵。

庄稼无言（外一篇）

梁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