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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丁香
|| 覃梓

   
初识丁香花，源于俊艳。她文笔极好，

时常投稿，我们不相识，但她让我记住
了丁香花。丁香花瓣都是四瓣的，传说
见到五瓣丁香花是一种难得的机会，之
后幸福和幸运就会围绕着你。

多年过去，还是没有见到期待的那
朵五瓣丁香花。不由得想起诗人戴望舒
的那首《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
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
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
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
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
哀怨，哀怨又彷徨。”这首《雨巷》承载
着多少人的思绪。

带着思绪，转眼又到了年末，心中
又是积攒了千言万语。笔拙的我一直喜
欢写作，想把心中的情愫写出来，却总
是不能准确的表达。每每提笔总感“书
到用时方恨少”，搜断枯肠，也总是寥寥
数语，不得其意。想到我的语文老师酷
爱写作，洋洋洒洒数千字，便将山河的
壮丽秀美、桂花的软糯香甜、生活的点
滴趣事以及妈妈无私的爱映于纸上，很
喜欢她的文章，每看一篇内心总会掀起
一片波澜。前段时间拜读她的美文，里
边也提及了丁香花，引用的便是《雨巷》，
好似冥冥中预示着我的好运。

今年加入了部门通讯社，领导以《诗
经》讲解，亲授写作心得。领导讲了几
个要点——一是生活中仔细观察、善于
积累，做好基础的准备工作 ；二是深入
思考，取舍素材，理清思路，准确地提
取和组织素材，腹内满是文章自然下笔
千言 ；三是好文章，要写得清楚，描述
的明白，才能带给读者共鸣。领导还有
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边都是他的佳作，
让人不由得流露出赞赏之情。期间，领
导也提到了《雨巷》，这不由得又让我想
起了五瓣丁香花，才明白其实五瓣丁香
花一直握在手中，只是自己没发现，它
是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难怪感觉今年
的幸运和幸福特别多。花转化为笔，思
绪融为文字，一堂写作交流课让我受益
匪浅，培养好的语言习惯、写听得懂的
好文章，使自己写作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将用心去感受生活，用笔去记录生活，
用文字讲述情意，沉静心灵，练习写作，
抒写感情，表达思想，分享快乐，弘扬
正能量，何乐而不为。

做一个有情怀的人，不受命运摆布，
不被困难击垮，不为物欲所惑 ；做一个
有情怀的人，你无需很优秀很富有 ；做
一个有情怀的人，锅碗瓢盆也有诗 ；做
一个有情怀的人，山川草木也有情 ；做
一个有情怀的人，花鸟虫鱼亦是友。

愿你我都做这样一个人，愿你我都
有属于自己的五瓣丁香花。

遗憾
|| 罗筱雅 

今天我想说说遗憾。
何为遗憾？字典上是这么解释

的 ：“指不满意、悔恨、不甘心的事
情，由无法控制的或无力补救的情况
所引起的后悔。”

在李宗盛的歌里有遗憾，在周
星驰的电影里有遗憾，在李白的诗句
里，也有遗憾。在我们活着的这短短
几十年的岁月里，遗憾人人皆有，他
们或是来自于爱情，或是工作，或是
家人，或是自己的行差踏错。因为当
年没有坚持，而一辈子错过了想娶的
那个姑娘，因为坚持在外打拼而没来
得及见上家人离开前的最后一面，因
为自己的一次失足，而面对法律的制
裁。总之遗憾的原因有太多太多，而

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把那些悔恨，那
些过往，全都放在人生这本相簿里。

有的人因为遗憾而更懂得珍惜，
而有的人，因为遗憾，一辈子困在一
个解不开的死结。

我认为遗憾的本质就是反省，是
吃一堑、长一智的教训，是让人变得
更为完整的必修课。它带给我们的领
悟或大或小，我们虽不能避免遗憾的
发生，但可以尽可能地将带来的后果
降到最低。往大了说，要杜绝违法犯
罪，往小了说，要常有珍惜感恩之心。
首先我们要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其
次也要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人活于
世，有二心绝不能失，一为敬畏之心，
二为感恩之心。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天不怕地不怕，不敬畏“生命”，不
敬畏尊长，不敬畏自然法则，不敬畏

世间秩序，如此以往，定生祸端，小
到目空一切的熊孩子，大到目无法纪
的亡命徒。感恩之心更不用说了，那
是人的立心之本，不止是对于父母，
还有帮助你的同事，对你不离不弃的
朋友，与你携手余生的爱人等。一个
人赚再多钱都一定要常怀二心，为什
么呢？当我们路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时候，应该知道我们所能获得的美
好生活是有人流了血换回来的，哪怕
我们对这个社会贡献再小，也要做个
真正的“人”。只有自己变得更加坚
毅，更加有能力的时候，面对遗憾，
我们才有挽回的可能，才能将遗憾带
来的不好的后果降到最低。

“君子怀德，小人怀士。君子怀
刑，小人怀惠。”

这话出自于孔子，其意为 ：“君

子所思是德行，小人所思是有利可
图，君子心中想的是法，小人心中想
的是侥幸。”

我认为遗憾的本质就是反省，就
是教训。而反省和教训，更多的是会
降临到心存侥幸的人身上。比如说，
我就偷一次东西，应该不会被抓住
吧 ；我这回选择了放弃，应该会有更
好的吧。“应该不会吧”“应该会吧”，
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一份侥幸，也许后
悔的是整个人生。我们无可避免遗憾
这件事，在一些不可逆的遗憾前，也
只能选择放手并且记住这次的教训。
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不给自己留遗
憾，不要失去了才珍惜，痛苦了才领
悟，人生怕的不是遗憾，而是遗憾后
的你还没有醒悟。

今年盛夏的花，明年不会再开出

相同的一朵 ；今年初冬拂过的风，明
年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再拂过一次。我
们总以为时光待自己不薄，可是好时
光往往一去不回头，以为时光远不及
眉眼纤长，可当细细抚摸，却发现时
光的纹路件件精雕细刻在我们的眉
心之上。

遗憾这种东西，要不就努力生
活，在未来把它拾起，要不就在失望
的时候，悄悄把它丢掉。遗憾是常态，
很少有人会圆满，但不管怎样，你不
能一直意难平而忘了前行 ；婆娑大梦
日日黄粱，若真的接受，就别抗拒。

“没什么是本来就应该属于你的，所
以，失去时稍微难过一下就好。人生，
只要能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

吃螺蛳
|| 张勇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刻儿，小把
戏们只要得空就在家门口小塘或河
边上忙乎起来。双手端着长竹竿，
竿子前端是绑着尼龙网的铁圈子。
只要你顺着水边前后拖边再拽着走
几下子就能打上来半茶缸子螺蛳
了。

这个时节的螺蛳不但数量多而
且肉子嫩，烧熟了放到嘴巴子里，
上、下牙轻轻一磕就碎了，味儿还
透鲜的。

南京人家最普遍的做法是“辣
烀”，也就是在大铁锅里稍兑些油，
然后把洗净、掐尾后的螺蛳在锅里
大火翻炒一下，放上一把尖胡椒和
二根大葱并加上点盐烀上七、八分
钟就好了。几大蓝边碗儿热螺蛳上
了桌子，全家人特别是小娃儿们十
分老局（有经验）地一手攥根缝衣

针，准确地挑出螺蛳头，再用另一
个大指麻头掐掉螺蛳肚肠子之类的
东西，美美的肉子就吃到嘴巴子里
了。当然还有些“吃货”技术就不
一般了，他们一个手捻起螺蛳塞进
嘴巴子甩起来吸，趁势再巧妙地咬
断螺蛳肉。不过啊也有淘气包子太
显摆了，吸得啊也太轧猛了，竟把
螺蛳壳里全部东西都吞下肚了，结
果自己很不开心，还惹得旁边人笑
得直喷螺蛳肉……

那时每天这样吃螺蛳我们还是
会感到乏味的，于是各家人都会想
点子吃出新花样来。

“螺蛳头炒韭菜”就是当时的
一种时兴吃法。把螺蛳头挑出来放
到开水里汆个半分钟，时间一长就
会变老。韭菜下锅过了油后，就把
现成的它们撒进去再关火拌几下就
成了，这菜很是下饭。

“小头面”又是南京人当时做

螺 蛳 菜 的 独 创 品
种。 那 时 候 各
家小孩子都
多， 家 里
经 常 做
面 条

吃，目的主
要 是 可 以 省 煤、
省菜、省钱。不少家的厨娘就特为
把挑好的螺蛳头放在酱油和荤油里
烧开，然后装进个大玻璃瓶子里。
要是再赶上家人吃面时，就各舀出

来一小勺子来当浇头。一改平日老
吃的酱油面，碗儿里终于添了荤
腥，于是人人“呼啦”、“呼啦”的
吃面声就变得更加响亮了……

|| 赵梦雪

古时候人们把春日
采摘、吃时令食物说成
是“吃春”，寓意迎新春，
盼丰收。风儿暖，花儿香，
春日临近，我们要趁着
入夏前，食一口春之味，

一切鲜的、嫩的，都是春赋予
我们的舌尖上的美味。不时不
食，这个春日，让我们一起听
听万物生长的声音，让我们随
着味蕾去寻找记忆深处的悸
动。

春 来 乍 到， 让 人 心 旷 神
怡。当春日里盛开了第一朵迎
春花，倏忽便是千朵万朵争相
竞放。当春日里第一棵小树抽
芽，眨眼便是千树万树冒出芽
儿。春的力量如潮水般汹涌而

来，一路上生机焕发，让人心
中充满希望。小时候每到春日，

妈妈常常带着我和弟弟去“采春”。
一 大早出发去附近的小山坡上采摘新
鲜野菜。清晨的露珠点缀在盈盈而立的碧
叶上，轻轻地嗅上一口，满腔都是春天的
芬芳气味。一路上各色的野花开得蓬勃，

青色的小草还泛着嫩嫩的绿，待我们摘够
满满一筐野菜，回到家便立刻缠着妈妈做
春卷。妈妈系上围裙，把灶台烧得火热，
动作利索地把一勺面汤倒进锅里，瞬间揭
起一张柔软轻薄的春卷皮，然后包起提前
炒好的野菜，分给我们解馋，狠狠咬上一
口既是春天的味道也是妈妈的味道。

南方的春日怎能不做一次青团呢，身
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我终于下定决心做
一次南方春日特产“青团”。《随园食单》
中袁枚这样描写青团“捣青草为汁，和粉
作粉，色如碧玉”，寥寥数字让人忍不住
跃跃欲试，想尝尝亲手制作的青团。首先
把艾草煮到发绿，再捞出来放进冰水里泡
一会，挤干水分沥出艾草汁，混合糯米粉
面粉搅拌均匀，最后搓成一个个圆滚滚的
面团。上锅大火蒸开，不一会儿满屋都是
清淡幽远的青草香气，轻轻咬上一口，好
像拥抱着整个春天。

说起春日的美食，不能不提到春笋。
有人说“尝鲜无不道春笋”，诗人李渔称
春笋是“蔬食中第一品也”。待一场春雨后，
一露尖尖角，便是春笋了。有人说春笋汲
取了大地回春的精气，清明雨前，竹林里
甚至听得到春笋拔节的声音。去年爸妈从
东北来到南昌，恰逢三月底，正是吃春笋
的好时节，我迫不及待准备炒顿春笋给他

们尝鲜。首先把新鲜的春笋剥掉皮，焯水
去除涩味，滚刀切块，和着切成薄片泛着
淡淡油光的腊肉一起小火慢炖。春笋的鲜
嫩与沉淀了一冬的腴美腊肉简直是最美妙
的搭配。等到小锅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时，
便差不多可以开吃了，咬一口春笋，清脆
中满口溢香，配一口微咸的腊肉，便咂摸
出满满春的气息。爸妈不住夸赞着我的厨
艺，看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把自己照顾得
很好，他们应该很欣慰吧。又是一年三月
底，由于疫情原因，足足一年多没能回家，
春分时节跟爸妈视频，给他们看看我做的
春饼、青团和春笋，告诉他们不要牵挂忧
心，女儿不仅会做家乡的味道还学会些南
方特色。

一场春雨绿芜发，一年春事粲如华。
不食春怎知春呢？温暖的春日里，有人摘
野菜，有人制青团，有人做满满一桌“春
之宴”，装饱一肚子春光。所谓春之味，
是把短暂的春天装进盘中，把鲜活的春天
存进胃里，一箸入口，三春难忘。难以忘
怀的不仅是留在记忆深处惊艳味蕾的美
食，更是与亲人共度的美好时光。岁月如
江河，食物便是长河中的跳石，一碗碗盛
着满满的人间烟火。让我们共同品尝春日
里的第一份翠意，感悟烟火中的秀色，才
算不辜负这人间好时节。

感恩岁月
|| 柳志杰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日子
过得很快，转瞬就是一天，转眼就是
一年。

岁月无声，在年轮上刻下深浅不
一的痕迹，这一路上我们走过风雨、
走过悲欢喜乐、走过春夏秋冬，一年
又一年，就这样在平淡中远走。

回望生命的路途，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抓得住，无论开心的还是痛苦的，
都已经远去。惟留下爱、留下感动在
心底，留下感恩在心间。

感谢生活给我的一米阳光，让我
在每一个清晨，都带着希望，开始一
天的奔波。那些为工作、为梦想而拼
搏努力的汗水和泪水，待到多年以后
翻阅，终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感谢命运赐我的一方晴空，让我
守着寻常烟火，与在乎的人一起平静，
安稳度过每一天、每一年，便是最大
的幸福。

过去的一年，有山重水复的迷茫，
有柳暗花明的开阔，有一帆风顺的欣
喜，也有看见阳光彩虹般的激动。

我们见证了生命无常，也明白了
健康的重要性，深深懂得若不能照顾
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人生不可能都是风和日丽，有顺
境也有逆境，感谢生命中那些春暖花
开的情意，给我们鼓励和信心，让我
们以一颗强大的心战胜困难，走过人
生的一程又一程。

生命途经四季，总会有盛放和凋
零，也总会有聚散离合。

有些人只适合怀念，有些人来了
就没有再走远。无论你在与不在，我
们都以幸福的名义各自美满着，以感
恩的心怀念着。

一生很长，感谢那些生命中的温
暖。感谢父母在心情低落的时候的鼓
励，让我们的心有所依靠，感谢爱的人，
不离不弃的温暖，感谢朋友的守护和
陪伴。

感谢远方给过我温暖的你，虽不
曾见过面，但你的问候已然温暖了寂
寂长夜。你的一句关怀的话，让这个
冬天不再寒冷，你的不离不弃，让我
有信心做更好的自己。

只要心中有爱，不畏山高水长。
有些相知，不曾邀约，却于文字中走
过了春夏秋冬。

我们是彼此懂得的朋友，是灵魂
相悦的知己，感谢你对我的包容和理
解，让我们彼此尊重着、相依着，共
同感受生命的美好。

人生在世，我们不得不为生活打
拼。你有你的不容易，我有我的委屈，
尽管凡事不尽人意，但我们依然坚守
信念，抱团取暖，只因懂得。

感谢你无言的付出和爱，让我在
最难过的时候撑了下来，让我在黑夜
中看到了光亮，让我在迷茫时有了方
向。

人这一生最幸运莫过于，不论人
生风雨，有人愿意为你撑一把伞。

感谢你山一程水一程的陪伴，感
恩所有曾帮助过，支持我的人。

生活很忙碌，有的时候我们只顾
着埋头向前走，而忘了看眼前的风景。
遇见，让寂寞流年多了抹亮气色，让
生活多了滋味。我们心中总有一份感
动，暖在心怀。请相信，无论时光走
多远，如果你回头，还有我一直在。

人在旅途，偶有驿站，最美的风
景永远在前方，感恩一路相伴的所有
朋友，愿我们都有好运相伴。

吃
春

|| 李桂连|

春天不知不觉就来了，尽管
北方的天气还有些寒风料峭，树
丛中的麻雀还有些躲躲闪闪。但
是，春雨最能感觉到春天的信息，

它把雪花融化成雨滴，打在人们
的脸上很清凉，很舒服。

城市里的春雨虽然也淅淅沥
沥地下，但整座城市被水泥森林
层层的包裹，就像一个露天的包
装盒，雨水落在建筑物上，落在
柏油路上，落在油漆的金属广告
牌上，没有了清新的气息，倒是
多了一股辛辣油腻的焦油味道。
人们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像笼
中的鸟儿一样，渴望飞往蓝天，
飞向高山，飞到鸟语花香的大自
然。

我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三十
多年，知道“围城”里浑浊沉闷
的空气让人憋屈和无奈。于是，
每年都要多次回到山区老家。特
别是到了春天的时候，我更喜欢
带着家人回去，那个不太大、但

很宁静的小村庄。因为在这样的
山村走一走、逛一逛，空气是新
鲜的，花草是鲜艳的，树丛是翠
绿的。在这流连忘返，鸟语花香，
氧气充足的环境中游玩，心情特
别爽朗和惬意。

家乡的小山村离小县城三十
多公里，这里群山环绕，植被茂
密，泉水叮咚。在春天这个美好
的时节来到这里，你会有不同的
感受和联想。假如是个阳光明媚
的日子来到这里，映入眼帘的是
不同的色彩和光景，衬托着美丽
的山川、狭长的山谷，还有绿茵
茵的山坡。在远景和近景的交替
变换中，这些光景很美，也很有
韵味。站在不同的角度，你还会
发现这些景物有普照的光芒，有
折射的光辉，还有反射的光泽。
这样的场景会让你陶醉，会让你
痴迷，也会让你心旷神怡。

假如是个春雨绵绵的日子你
来到这里，这里的天空、这里的
山川、这里的树木都会给你不同
的灵性和状态。你会觉得雨中即
景很像一幅水墨画，天空很朦胧，
雨水很清亮 ；山川很迷离，崖石
很清静 ；树木很隐约，枝叶很清
爽。你可以在雨中漫步，不穿戴
任何雨具，丝丝细雨打在你的脸

上，头发上和身上，你却没有任
何怪意，而是从心里由衷而抒发
出对春雨的美好赞叹 ：春雨，你
好！你也可以在窗前手捧一杯茶
看雨，或站立，或静坐。没有了
城市的喧嚣，没有了私心杂念，
你只是一个悠哉悠哉的闲客，在
驿站中静静地看雨。雨水如丝，
丝丝如银，沙沙啦啦，划破天籁，
给予大地。

家乡的春雨很绵柔，也很温
和，她不像夏天的雨很狂暴，也
不像秋天的雨很忧愁，更不像冬
天的雨很冷酷。她的性格像一位
姑娘，娉娉婷婷，婀娜多姿。

我喜欢在下着春雨的时候开
车来到家乡，因为这里是生我养
我的地方，这个情感种在心里，
渗入骨血，让人永不忘怀。家乡
的春雨很晶莹、很纯净、很美好。
每一滴春雨落在身上，就好像落
在心里，让人觉得很香甜、很温
柔、很美妙。

山村春雨哗啦啦地下，她纯
净了家乡的一片天空，也滋润了
父亲的一亩梯田，蓬勃了崖坡的
一方草木，更洗涤了我心中的一
丝忧怨。

山村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