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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蒂莲
◎ 那 娜

明月下
银塘中

风送藕丝
棹摇倚阑干

玉簪佳人发俏
楼上眉山窈窕

两度莲开
几时梦来

卷舒天合
金盆玉琢
红粉梳妆
翠盖艳朵

虽是莲心清苦
不妨呼挚友
语浅情深
略数华年

又见朝阳又见莲

端午·菊茶随手(外一首)
◎ 匋 瓦

菊壮芒种气节，
麦收端午时光。
青里万物生长，
黄中生天竟昌。
其许趋炎任熟，
自然等闲随荒。
江山一流空远，
心路万里在望。

独园小景

院里草正青，
儿童去无声。
竹旁卧有熊，
猫态瞠双睛。
无及羞月影，
且对晒日坪。
有石人趣兴，
空径心知行。

学生时代，是甜的，因为那份记忆
是永久的；

学生时代，是苦的，因为那份艰辛
是令人回味的；

学生时代，是辣的，因为那份激情
是无法替代的；

学生时代，是人间百味，因为不
知不觉中，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
多……

回想起中考，我当时是整个考区
最后一个考场的最后一个座位，四名
考生霸占了一整间教室，那份紧张是
前所未有的。而高考时，当我考完走
出考场，站在操场中间，傻傻等了一分

钟后才有考生走出考场，那份迷茫与
不知所措至今也无法用言语表达。这
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考试，现
在回想起仍充满了苦涩与怀念。

记忆里，黑板上那份请假条至今
也没有用粉笔擦擦去，请假原因：毕
业；期限：永久……手机相册里永远都
是校园里各个角落放在最前面，随时
打开相册第一眼就能看到那熟悉的地
方；校园门口，总有那么三五个小伙伴
抱在一起，相视一笑，转身后又滴下泪
水……

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
面是坚定的信念，加油！

学生时代
◎ 薛金磊

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年的高考和
端午节同日，相比之下，那些有高考学
子的家庭备战高考的氛围要比过节氛
围浓得多。为了排遣高考压力，我萌
生了写点东西的想法。

十八岁以前是每位学子考试频率
最高，也是考试次数最多的时候，而高
考却是最重要的考试，因为它决定着
一个人的命运和未来。

我当年所处的时代，高考就是千
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且考上大学，找到
一份像样的工作，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和选择。在那个时代，我参加过两次
高考，都因考试成绩不佳而名落孙山，
正当准备第三次参加高考时，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并为之
暗自庆幸。因为在当时，上大学也只
不过是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加之，
自己屡考不中，能够提前找到一份好
的工作，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呢！

由于没有上过全日制大学，前些年，
我还经常做着高考的梦，常常会出现某
一科没有考好而惊出一身冷汗的梦境，
多年来，很难走出高考落第的阴影。

高考靠的是实力。我之所以两次
高考落榜，是因为自己贪玩好耍，没有
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知识面不够
广，知识点不够多，知识储备量较少，
缺乏“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自信。说

到底，主要是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那
个时候还真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
觉。今天，我只想对后来者说：珍惜光
阴，强大自己，只要你具备足够的实
力，就不怕考，家长也就不用担心。

当然，也不要把高考看得太重要，
那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序曲。如今，
那种“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已一去不
复返了。莘莘学子们，放松好心情，调
整好心态，人生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参加工作以后，你不要认为就不
考试了，只不过相对于学生时代的考
试少了许多。

因为没有文凭，你要参加成人高
考；因为没有职称，你要参加职称评定
资格考试；因为你没有上岗资格证，你
要参加上岗资格考试……很多东西都
要通过考试去获取，而且现在单位的
很多考试，没有职务之分，没有年龄之
分，没有专业之分……真可谓：活到
老，学到老，考到老。

职业考试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
既要看政策水准，又要看业务水平；既
要看综合能力，又要看专业能力；既要
看个人品德，又要看职业道德……为
了立身处世和出人头地，职业生涯中
的每一场考试你都不能缺席。

职业考试看的是能力。理论水平
仅仅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实践经验，特
别是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你

能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地制宜，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就一定
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看到别人不能看到得风景。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用工匠精神
去描绘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理想，考出
自己职业生涯的好成绩。

社会是个大课堂，人生处处是考
场。其实，人生的每时每刻都在经历
着不一样的考试。

在单位要接受组织的考试，考验
你是否忠诚。一个人如果没有忠诚，
是永远不会得到信任和重用，即使有
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
地。

在家庭要接受亲情的考试，考验
你是否真诚。家庭成员之间、亲戚朋
友之间一定要相互尊重、真诚相待，这
样才能和和美美、融融乐乐。只有诚
信和谐的家庭，生活才会美满幸福。

在社会要接受公众的考试，考验
你是否守公德。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是每一位公民应该具备的社会公
德。一个人只有经受住社会的考验和
监督，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才能向社会
交出一份圆满答卷，这样的人生才会
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高考固然重要，但人生的考试更
重要，要考好人生的每一场试，却是难
上加难！

人生处处是考场
◎ 依 春

外出财税培训学习，一大早就赶
到会场占前排的位置，却被第一排婆
婆的一头银白头发惊着了。是的，很
是吃惊，惊叹自己竟然亲身遇到了一
个活到老、学到老的真人实例。

婆婆身体硬朗，和我们一起从早
上8点半到晚上8点学习答疑；思维活
跃，课上同学们向老师提出的问题她
也一起跟着老师解答。老师课堂互动
的时候时不时问婆婆一句：“这位老同
志，我说的对吧，以前的时候会计就是
这个样子的。”课间休息时很多同学去
咨询婆婆相关业务问题，了解到原来
婆婆今年已经73岁了，30岁开始改行
从事会计工作，退休后也还是继续从
事会计工作。财税政策变化快，财务
人员必须紧跟步伐，所以婆婆时不时
外出参加培训学习进行充电。

我曾经特别害怕即将到来的 30
岁，很焦虑很恐惧，焦虑努力的速度能
否赶上年龄增长的速度，恐惧岁月将
要在容颜上带来的纹路。但是那天过
后，我突然领悟到，原来限制住你自身
的从来都不是你的年龄，有些人终究
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价值也随
着不断增值，岁月终究带不走的是你
积累的知识内涵，世上没有白读的书，
每一本都融进你的气质里，它们永远
不会辜负你。

一个人的学习状态应该是持续终
生的，时刻不忘学习，时刻不忘为自己
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样的人，其实是自
带光芒的。保持终身学习状态，去不
断的积累，最终实现量变到质变。愿
你我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逆
着年龄的方向成长。

逆着年龄成长
◎ 孟 岩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
多么嘹亮……”伴随着慷慨激昂的乐
曲，我们即将迎来建国 70 周年盛典。
70年来，共和国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
铸就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篇章。回顾
我们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我
个人的所亲历的五十多年的饮食变
化，可以看出是一条虽然曲折迂回却
始终向前进步的发展河流。

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时，我出
生在鲁西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当
时家中兄弟姊妹多，一切物资匮乏，吃
个饱饭成了奢侈。一年后，为了能养
活一家人，爹娘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四
人背井离乡闯关东，来到吉林敦化的
一个偏僻小山村里。在东北过了两年
后，我家基本能吃饱了。

关于儿时吃的记忆是刻骨铭心
的。我五六岁的时候，哥哥在远处的
大河里钓了一大篓鱼，有柳根子、葫芦
紫，还有蝲蛄、河蚌等，都是腥腥的气
味。没有油，娘就用柳蒿、野苏子、红
辣椒与各种鱼类荟在一起清炖。敞开
锅盖，满屋飘香，我从未吃过这美味的
东西，真正感觉到了满满的幸福。

哥哥玩得一手好弹弓，隔三差五
准能打个野雀回家，由于当时我最小，
又瘦弱，所获的野雀都归我自己打牙
祭。那时，我们村周围不到一公里就
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狍子、野猪、黑熊
经常出没，一到秋天，它们就窜出森林
来祸害生产队的庄稼。哥哥十七八的
时候，就跟老猎人学下套子。深秋的
一天，哥哥和小伙伴们抬着一只一百
多斤的狍子回家来了，看热闹的乡亲
挤满了我家院子。晚间，爹娘嘱咐我
们几个给每家送去了一大碗酸菜炖狍
子肉。这天晚饭，我是人生中印象最
深的饕餮盛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就出台
了保护野生动物政策。现在家乡早已
没人偷猎了。

在这以后的近二十年里，我家虽
然没饿着，但除了春节、中秋节等重要
节日或偶尔来个客人外，家里根本没
敞开吃过白面和肉，一年四季都吃玉
米做的饼子、碴子及窝头。春夏秋三
季还好点，能吃上野菜和蔬菜，到了冬
季，只能吃咸菜疙瘩。直到八十年代
初，村里实行包产到户后，家里的伙食
有了重大的改观。爹娘勤劳，我们也
大了，我家年年粮食都是大丰收，还种
了不少木耳、药材等经济作物，吃白
面、吃猪肉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挨
过饿的老人都知道一“米”能度三关
啊，所以爹娘时刻叮嘱我们要留足钱
粮备“荒年”。

1987 年春天，我第一次下了馆
子。那是大哥在林业局承包了冬采活
计，头一次就挣了三千多元，这在当时
可是一笔巨款。为了庆祝，大哥兴高
采烈地领我们小哥仨儿到乡镇饭店一
顿大吃。当时是三个肉菜一个凉菜，
四瓶啤酒，一共花了十三元六毛。当
时菜量真大，我们哥儿四个都打饱嗝
了，也愣是没吃完，于是就将剩菜剩酒
打包回家。爹一边吃着菜喝着酒，一
边大骂我们“不会过日子、败家”。我
们就劝爹：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不
会再有“荒年”了，爹怒拍桌子：饿上三
天，你们就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我到农信社上班后，有了工资，进
饭店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当时虽然工
资不多，但每年还是能下五六次馆子
的，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冬天吃火
锅，夏天烤肉串，作为农村的孩子，有
工作，能吃上好饭，我总感觉自己很幸
运，赶上了好时候。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
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延边地区的民族
特色饮食业发展异常迅猛，牛肉汤、
冷面、打糕、辣白菜等美食在全国闻
名。当时信用社效益不断好转，职
工工资远高于其他行业，想吃啥就
能吃啥，只是觉得胃太小。那时百
姓日子也好过了，大家不管是结婚、
生孩子、过生日、升学、搬家等什么
事儿都请客，宴席都很丰盛，唯恐客
人吃不好、丢面子。就连我们单位职
工食堂的午餐都是四菜一汤，荤素搭
配，外带小菜。日常饮食远比以前过
年吃得好。

现在人们肚里已经不缺油水了，
反倒想方设法想减肥、要健康。贫困
时期赖以为生的粗粮、山菜又变成了
健康食谱上的重要内容。我现在年龄
有些大了，大鱼大肉也吃不动了。常
常趁看望老人的机会，回到我喜爱的
故乡，喝一碗清甜凉爽的井水，吃一口
香喷喷的农家饭，再带上一些玉米面
和山野菜回来换换口味。

回忆起童年生活，想到当年挨饿
的情景，我每逢到饭店吃饭，无论是做
东还是做客，都提倡节俭，按照喜好点
菜。大家在浓郁的香气中相互叙叙衷
肠，饭桌上更多的是情感的交流，美食
已经成为陪衬。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
繁荣富强……”建国七十周年，我们伟
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
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我们百姓餐桌上的
巨大变化。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越来
越丰富了，食材也越来越健康了，饮食
习惯也越来越文明了。抚今追昔，餐桌
上的变化，见证了一个家庭生活的变
迁，更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

感谢您，我亲爱的祖国！

吃的记忆
◎ 田荣君

早上出门，我妈又习惯性地唠叨：
“又不在家吃早饭啊，天天在外面吃些
不健康的东西，别把胃搞坏了。”我对
老妈说：“是啦是啦，我又不是小孩子，
知道照顾自己的啦，您少啰嗦几句
吧。”说完我就有些后悔，赶忙说道：

“以后尽量都在家里吃早饭，那我先去
上班啦。”

自打记事以来，我好像从来没有
对她说过一句“谢谢”“妈，您辛苦了”
之类的话，也没有给她送过一束花，可
能从小就习惯了母亲为我们做的一
切，潜意识里或许觉得这些都是她应
该做的一样。

自从有了二娃之后，母亲这几年
就专职帮我们带小孩。每天洗衣做
饭，还要照顾我那调皮捣蛋的儿子，个

中辛劳可想而知。我的母亲前年摔了
一跤，髌骨处隐患一直没有根除，来帮
我带小孩之后，每天爬楼对她来说就
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看到她爬上楼
都是两手捂着膝盖，我心里蛮不是滋
味的。有时候会跟她说：“以后少带小
孩出去，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跟我们
说一下，我们带回来就是了。”但是她
总会说：“小孩子天天呆在家里，不出
去活动活动，跟别的小孩子一起玩玩，
到时候小孩子会自闭呢。”

正是因为父母当我们坚强的后
盾，才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中去。空话不想去说，只
想在今后日子里，能经常对父母嘘寒
问暖，多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道一
句：“爸、妈，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母亲的唠叨
◎ 颜 刚

端午情怀
◎ 蒲天国

己亥年端午节到，人便增长一
岁。我蓦然想起王羲之《兰亭序》中

“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感慨来。想
来，人生不易，实为苦短。看芸芸众
生，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为了生计奔
忙，各有活法。一类人起早贪黑，辛苦
劳作，无忧无虑，淡定自若，全凭一个
心安理得，顺其自然；一类人想入非
非，不着实地，消磨时日，蹉跎岁月，只
因眼高手低，不下深水，一事无成；一
类人好逸无劳，偷奸耍滑，坑蒙拐骗，
自作聪明，到头来落得个形象扫地，误
了前程；一类人高山仰止，品操圣洁，
忧国忧民，心系他人，书写了人生高
地，因而芳流百世……

屈原因正直为国受馋言被放逐
江南，不能回朝效力祖国而十分痛苦
和悲伤，作《怀沙》一赋，怀抱一石，投
入汨罗江以明其志。屈原投河唤醒
人性意识，大家在端午节节日慰问避
讳说“端午快乐”，而是委婉地说“端
午安康”，自是对屈原的敬重和怀
念。我们过这个法定传统节日，也便
多了一些庄重的意义。我想，过端
午，节日休息调节身心是其一，缅怀
先辈、三省吾身是其二，静心做事、且
行且珍惜是其三也！

妹妹要出远门，端午节中午，我们
一大家人便在安昌江畔骊园聚餐，既
过节又团聚。

正吃饭时，一曲欢快喜庆的音乐
响起，恰遇隔座两桌在为70岁老人祝
寿。其孙儿发表感言：“感谢爷爷含
辛茹苦抚育、教诲我们两代人，我们
能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永远感恩您老
人家……”

听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为小
朋友的发言而心生感动。在端午节
遇到这样的寿宴自是吉祥。这家人
通过有仪式感的方式，不忘老一辈的
养育、教诲，为长辈贺寿，孝顺老人正
是弘扬中华传统，传承“百善孝为先”
理念之美德。

6 月 16 日父亲节到了，我想到我
的父亲，他去年冬月去逝，我们再也无
法向老父亲尽孝，心生很多遗憾，只能
在这个特别的端午节里，心里默愿父
亲九泉安息。我们一定珍惜当下，淡
泊明志，宁静致远，努力工作、学习，做
一个有用之人。

孩童时，每逢端午节，爷爷总会一
遍又一遍地讲起“黄米凉糕”“黄米粽
子”，这是爷爷一辈子谋生的“大本
事”。他也总是骄傲地谈起当年信用
社信贷员背包下乡必定要吃他做的孟
氏黄米凉糕。

黄米，学名“黍”。黄米撵成黄米
面，加水蒸熟再大力揉块即成“黄糕”，
这是晋北人民不能少的午餐。但黄米
粒大于小米，黏性极大，不能做米饭，
因此黄米常用于五月初五端午节做粽
子的原料。

“蒸黄米，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爷爷摸着长长的胡须，若有所思地 45
度角仰望天空，继续说道：“天时务必
是五月初五卯时，就是你出生的时
辰。”说罢，他用指头点着我的脑门，露
出一副即将传授独家秘籍的神情。

“地利嘛，无非就是用我这一沓
蒸屉，用我这一口锅，最重要的是到
水神堂挑一担好水，味道才正！但这
人和……”他突然停顿了，眼睛似乎有
些湿润，望着村口的方向，微微抖动着
嘴唇说：“孩子们回来才好。”

我知道，爷爷是想念二姑了，二姑
的生日正是五月初五，可是二姑移居
加拿大两年了，爷爷总是念叨着她。

爷爷起身回屋，我跟在身后，他佝

偻着后背，拄着拐杖，边走边说：“黄米
要泡9个小时，粽子皮得煮3次才能掉
色，红枣要浸泡6小时后去核，如果要
用蜜枣，必须是东边村老王家的，他养
的蜂酿出来的蜜最纯。做凉糕和做人
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每一步
都要好好走，听到了么，丫头？”

“听到了，爷爷。”
“全都准备好了，就要先烧水煮米，

一步都不能离人，盯着黄米粒在锅里翻
来覆去，多尝尝，不能生更不能烂，须恰
到好处才能蒸。”

“铺好底层粽叶，再铺黄米，一层一
层压实，跟你个小东西一样，踏踏实实的
长大成人。最后再用一层粽叶封顶，起
蒸。”爷爷捏了捏我的鼻子，笑着对我说。

“凉糕，凉糕，最后一步就是放凉。
揭开顶层粽叶，撒匀白糖。”

精道香糯的凉糕，是我童年不能忘
却的味道，而爷爷一次次地讲述黄米凉
糕的制作过程更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一年，爷爷93岁，二姑夜夜梦见
父亲做凉糕，端午越洋回乡，爷爷躺在
病榻上，为我们最后讲了一次凉糕的做
法，谁知那一次竟是永别。

而我不仅记得凉糕的做法，更永远
记得爷爷的嘱托，踏踏实实地做一名农
信人。

爷爷的嘱托
◎ 孟瑞芬

天高云淡 顾尹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