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像孩子一样热爱生活
刘希

最近几个月， 家门口全封
闭修路，因为路基有严重问题，
挖出深一米多的大坑， 出行极
其不便， 想要从家门口过到对
面的小超市去， 都比平常要难
上许多倍， 走近路的话需要淌
过一堆沙或是爬过一堆碎石，
走远路的话需要走过一条杂草
丛生的逼仄小路， 绕过一片池
塘，才能走到对面去。 为这，我
不胜其烦，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
出门。

可在家里憋久了， 三岁的
女儿吵着闹着要出去玩， 为了
打消她的念头， 我指着那些石
块和沙粒，对她说：“你看，我们
出去太难了，要攀过那些石头，
还要穿过那堆沙粒， 真的很困
难的。 ”女儿看了一下，皱了一
下眉头，然后说：“妈妈，不怕，
我们过得去。 ”无奈，我只好随
她下楼。 第一次走的是那堆乱
石， 那是吊车挖出来的水泥路
基，胡乱地堆着，大小不一，像
一座石山，要想过去，得四肢并
用才能慢慢爬上去， 我觉得自
己狼狈极了，爬一下，停下来，
不停地叹气，使劲地抱怨着。可
女儿一步一步往上爬， 一边爬
一边大声地尖叫起来：“妈妈，
这太好玩了。”“妈妈，这像不像
爬山啊？ 像不像攀岩？ ”她实在
是兴奋极了， 高兴得像飞出笼
的小鸟，， 不停地说着：“真好
玩，真好玩。 ”

回来的时候， 我们走的是

沙堆。 女儿踩在沙堆里，深一脚
浅一脚，又抓起一把沙子，慢慢
地松开。 她对我说：“妈妈，游乐
园的沙堆也没有这个好玩。 真
的，很好玩。 ”下来了她依旧意犹
未尽，要重新爬上去，再走一回。

后来下雨了，路中间的大坑
里积满了水，爬沙堆和乱石都出
不去了，我们只好走鱼塘边上的
小路。 路边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
野草，绿油油的。 女儿指给我看：

“妈妈，你看这里好多玩啊，像青
青草原。 ”我仔细一看，这野草连
成一片，估计好几亩，还别说，真
有点草原的味道呢。 走到半路，
女儿发现一朵野花，摘下来嗅个
不停，不停地夸好香好香。 又发
现一棵树，“妈妈，那是我见过的最
漂亮的树。”那一段路，因为有她不
停地称赞，我也觉得短了许多。

这之后，我也不再害怕出去
了，因为无论走哪条路，女儿都
很开心，而她的快乐心情很快就
感染了我，让我觉得，每一条路
都是充满乐趣的， 每一条路，都
有不断的惊喜在等着我们。

看着孩子，我在想：如果我
们像孩子一样热爱生活，那生活
是不是要快乐得多？ 在他们眼
里，没有什么叫困难，也没有什
么叫烦恼，他们有的，只是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一颗愿意挑战的
心灵，一个想走就走的行动。 如
果我们都像孩子，将每条道都看
成阳光大道，还有什么坎是过不
去的呢？

美好的路过
■王纯

新结识了一位朋友，她说起自己
的家乡， 我欣喜地说：“我曾路过那
里，是个不错的地方。 ”她也很兴奋地
说：“是呢，我家乡有个小站，很多人
都说曾路过那里！ ”我恍然想起，有一
次坐火车到了那个小站，我下车去呼
吸新鲜空气，环顾四周，发现景色不
错，绿树葱茏，花草繁茂，是个很精致
的地方。

路过是一种很美好的经历。 我
想，路过的美好，大概在于那匆匆一
瞥后的眷恋与惦念吧。 你曾经做过短
暂停留，那里的美好浅浅地印在头脑
里，把惊鸿照影般的美妙瞬间定格在
记忆中。 日后有人提及，我们记忆的
存储器会把最美的片段翻出来，于是
你会心一笑：“我路过那里呢！ ”

美好的路过，是一种经历，也是
一种历史，就像我们遗落在身后的落
花一样，即使春光已尽，但馨香不曾
消散。 生活中，我们一次次踏上远行
的旅程，目的地只有一个，但路过的
风景却有无数。

很多人喜欢路过的风景，丰子恺
先生就是这样。 他从家乡去省城乘火

车只要 4小时，可是他宁愿坐船，坐船
需要 4天，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路过
的风景。 路过的风景是美妙的，因为
这些风景会让你有不期而遇的心动之
感。 我想，路过之所以美好，还在于不
是预先设定好的，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所以会带给我们新鲜之感。

美好的路过，真的是一首美丽的
诗，以感叹词开篇，以省略号结尾，留
给我们美丽的遐想。

人生漫长，有多少人会成为我们
路过的风景？ 郑愁予诗中写道：“我打
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
花的开落……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
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其实，
我们的人生中，恐怕大部分人都不是
你的归人，而是过客。

匆忙的人生，多少人来了又去，路
过了你的人生。 即使仅仅是路过，也
是美好的，有句话说得好：“不在乎天
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天长地久
只是我们的美好想象，其实谁与谁能
天长地久呢？即使是携手一生的爱人，
到了最后也会只剩下一个人的浮世清
欢。 这样说来，任何人都是我们的过

客， 只要曾经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就足
够了。

那些路过你人生的人， 曾经与你
结伴走过一段，曾经与你风雨与共，他
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便绝尘而去，越
走越远，直至踪迹渺渺。 没关系，所有
的缘分都等在你必经的路旁， 等待你
路过，留给你美好的回忆。

途经你人生的那些过客， 其实都
是彼此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两个
人有过或长或短的交集， 但因为各种
原因，慢慢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彼此
的世界。路过了，遇到了，走散了，人世
间本就太多这样的分分合合。 电影里
常常有这样的镜头， 一个人到了老年
之后，回忆生命中经历的那些人，所有
的人逐一在他的眼前晃过， 是一组奇
妙的蒙太奇， 把一生的经历都浓缩其
中，很是让人感慨。

长长的一生， 我们会路过多少风
景，路过多少人，路过多少故事？ 人生
的码头，百舸争流才能精彩纷呈，过尽
千帆才会风光无限。所有的路过，都是
上天赐予的缘分。好好珍惜！美好的路
过，留给我们一生的回味。

� 流年深处的动画片
■代连华

每个人在成长的岁月里，都离不
开动画片的陪伴， 而枯燥苍白的童
年， 因为有了动画片而变得色彩斑
斓。

那时生活在小镇，不知电视机为
何物， 但是可以去小镇电影院看电
影。 而电影对于小小年纪的孩子们来
说，吸引力并不大，能够吸引孩子们
的，往往是电影开演前，上演的动画
片，但那时还不叫动画片，放电影的
工作人员，管那个叫“加片。 ”

很多年后才明白，“加片”的意思
是，正式的电影还没有放，先放一些
动画片，一来是等放映时间，二来可
能也是放给小孩子们看。

记忆中，看的第一部动画片应该
是《大闹天宫》。 每当孙悟空摆脱困
境，再次挥起金箍棒时，我们便不停
地拍着小手， 为孙悟空的胜利而欢
呼。 等到“加片”结束，正式放电影的
时候，我们就没有兴趣了，无论屏幕
上放的是长袖飘飘依依呀呀的京剧，

还是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一切都与我
们无关。

有一次，看动画片《小蝌蚪找妈
妈》，在水中游来游去的小蝌蚪，看到
鸭妈妈领着孩子们在觅食，就想找到
自己的妈妈。 于是，小蝌蚪便开始问
鸭妈妈、 小乌龟还有大白鹅等等，一
路不停地找着妈妈。 而我一边目不转
睛地盯着屏幕，一边下意识地紧紧抓
住妈妈的手。

后来，小蝌蚪终于找到自己的妈
妈，原来它们的妈妈竟然是青蛙。

看完《小蝌蚪找妈妈》，我兴奋起
来，因为家门前的小水沟里，就有许
多小蝌蚪。 我兴冲冲地拿起一只罐头
瓶，和小伙伴用自制的小网兜，沿着
小河一路追踪，竟然网上来好多只小
蝌蚪， 看着它们在瓶子里游来游去，
别提多高兴了。 原来动画片里的小蝌
蚪，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呀。

但是妈妈看到后，对我说，“你把
小蝌蚪装在瓶子里，它们还能找妈妈

吗，没有妈妈，它们多可怜呀。 ”听了妈
妈的话，虽然心里很不舍，但还是捧着
瓶子，把小蝌蚪放入小河里，看着它们
在水里欢快地游动，我也开心起来。

此后还在大屏幕上看过《阿凡
提》、《哪吒闹海》等等，机智幽默的阿
凡提，常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而哪吒
几乎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也就是
现在的偶像。

记忆中有一部动画片名叫《没头
脑和不高兴》， 名叫没头脑的小孩子，
做事丢三落四； 而名叫不高兴的小孩
子，则脾气特别的犟。两个小孩子都有
缺点，在闹出许多笑话和麻烦之后，才
改正错误。 看完那部动画片，我渐渐改
正了丢三落四的毛病， 因为我不想变
成没头脑。

真正在电视上看到动画片时，如
水光阴早已带走了童年， 但在内心深
处，依然对动画片情有独钟。

流年深处的动画片， 依然是此生
最温暖的画面。

� 警服的魅力
■毛振国

警服，真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的魅力。 它威武、帅气，能起到对坏人
的震慑作用，人民群众信任它。 警服
伴随了我近三十年的从警历程，我对
警服有着深厚的情感。 它在我心中留
下了永不褪色的记忆。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
作，开始了警察职业。 一是我永远不
会忘记的军队生活，穿着军装在部队
生活战斗了十三年，把青春献给了国
防事业。 二是永远不会忘记警察这个
职业， 在近三十年的警察工作中，风
风雨雨几十年， 穿着警服为民办事，
心里总是热呼呼的，在这即将退休的
时刻，我想说一句：警服真好！ 现在就
像当年脱下军装一样心里不是滋味，
总觉得没穿够，真想再多穿几年。 军
装、警服真是我永远值得怀念的一种

情怀。 我要把它永远藏在心里，永远
地怀念它。

崭新的警服穿在身上以后，就像
当年穿上新军装一样， 美滋滋的，心
里特别激动和高兴。 迫不及待地到照
相馆照了标准照， 作为永久的纪念。
把警服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干干
净净地为民办事。 这是我一生中的荣
幸。 真感到自豪！

我身为一名警察，又从事多年的
交警工作，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任劳
任怨，埋头苦干，辛苦了一辈子，在平
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机
关工作中，为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当
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积极发挥主观
能动性，在各类报纸和新闻媒体上发
表各类文章 300 多篇，为交管事业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我的警服、警徽

增添了光彩，我感到很荣幸，很自豪。
警服，给我留下了很多记忆，留下

了感慨， 更见证了我从警生涯走过的
每一步路。 从警以来，我先后经历了警
服的多次变迁，89 式警服和现在的 99
式警服。 每一次改革，无论是警服的颜
色、 式样还是警服的功能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 尤其是 99式警服颜色选用国
际上通用的藏蓝色，配有帽徽、领花、
领带、警衔、警号、胸徽、臂章等，警服
的袖口上也绣了英文 POLICE，这一下
彻底和国际接轨了，更让我高兴的是，
99式警服是量身制作的， 穿在身上更
加贴身，更加“提人”，更加帅气，我心
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对得
起这身神圣的警服。 将来退休了，我一
定把这身警服整整齐齐保存好， 作为
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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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藕心菜
郭华悦

《本草纲目》 中有云：“嫩
时，没水取之，可作蔬茹，俗呼
藕心菜。 ”

第一次看到这里时， 不禁
会心一笑， 顿时想起了老家的
藕心菜。 藕心菜，又名藕茎菜，
是最嫩的藕茎， 但又和莲藕
不同。 新荷出水后， 新生的根
茎，生长快，短短几天，就已经
一尺来长，拇指般粗细，鲜嫩水
灵。

确切地说， 藕茎和莲藕不
尽相同。 有一部分的藕茎，会继
续生长， 分节， 而后就成了莲
藕。 但多数的藕茎，长到一尺来
长后， 就会停止生长， 然后变
老，直至第二年才腐烂。 但不管
能否长成莲藕，藕茎若要美味，
就得趁早采。

不管是长成莲藕或是老
去，藕茎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在初夏，新荷刚出水，藕茎
冒头时，就得下水采。 水浅处，
直接用手顺着荷叶下的杆子，
往下摸，到了泥里，碰到横生的
藕茎，就轻轻一折。 可若是水深
处，就得用手扶着船沿，把脚顺

着杆子往下，碰到了藕茎，才用
脚指一折，再采上来。

采上来的藕心菜，不见得能
尽如人意。 若是新出水的荷叶，
下头的藕茎大多是刚长出来的，
自然鲜嫩如玉，色泽明亮；可有
时候，出了水，才发现手中的藕
茎已经生长了一段时间，此时便
只有头部的两三寸嫩茎可供食
用了。

藕心菜的鲜嫩清脆，随便一
种烹煮方式， 都能让人口角噙
香。 清蒸固然可口，炒着吃也不
错。 或者，凉拌藕心菜，那种鲜
嫩的气味更是直扑鼻尖，让人
未尝已先醉。 如此美味，难怪
在清朝时，藕心菜还被列为贡品
呢！

旧时的藕心菜，也唯有江南
水乡的人家，才有缘品尝。 入夏
后，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满是采
藕心菜的人家。 采上一把，细细
品味，这夏日的酷暑里，也就能
品出别样的清新味道。 而如今，
大江南北， 尽可一尝藕心菜，把
这夏天的味蕾，记在舌尖，印在
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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