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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味道
张光茫
入口，便可令昏昏欲睡的味蕾清
醒过来。相比“烟熏腊”的烟火
味，“香蜜腊”更多地洋溢着酒味
和花香味，味道也更甜更润。
在外漂泊的游子，夹一块从
老家带来的香软欲滴的腊味，轻
轻一咬，一切的乡愁和苦闷都会
被一股滚烫、浓稠、香滑的肉汁
喷进喉咙，继而沁人心脾，舒服
绝伦，悠悠乎，飘飘然。年固然
吸引着我们，但最令人回味悠长
的，或许还是腊月里那些迎候年
的日子。这些日子，让年的内涵
更亲和、更丰满了。所以，腊月
的香味，就是亲人的味道，家的
味道，它总能触动游子内心最柔
软的地方，给人力量与抚慰，让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对故乡魂
牵梦萦。

●全民阅读之读书图心

心静好读书
李兰弟

刊头美术
侯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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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时光

●人在旅途

我的父亲是“作家”
金超然
我上大学快一个学期了，我
遇到了学识渊博的辅导员刘长新
老 师 。刘 老 师 在 读 研 究 生 时 ，在
《西南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
不少学术论文，这激发了我强烈
的写作欲望，也让我想起了热爱
写作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普通的
中学教师，虽然多次被评为优秀
教师，但是，他淡泊名利，他最大
的爱好是写作。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常常坐
在电脑前打字写文章。我上小学
三年级时，从电脑上偷看了父亲
写的小说《山城之恋》，又名《70 后
的爱情故事》，这是我看过的第一
部爱情小说。那时候，父亲是某中
文网的特约作者，也叫特约网络
写手，
负责为网站写小说连载。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调
到了主城区的一所知名重点中学
当高中政治老师。
父亲的书教得很
好，
特别会讲故事，
深受学生爱戴。

父亲是一位跨界的老师，虽
然他是政治老师，但是他特别喜
欢写作，不仅写专业方面的学术
论文，而且写小说、散文、诗歌、剧
本等。
几年前，父亲常常在语文教
师群里与一些语文老师聊天，除
了聊写作以外，也聊教育那些事
儿。有一次，一位热爱创作的初中
政治老师直言不讳地劝告父亲不
要在教师群里聊天浪费时间。那
位老师姓代，与父亲一样，都是重
庆人，曾经在重庆市某郊县一所
农村初级中学教初中政治，后来
辞职了，辞职后应聘到了一家国
际学校，当了一名民办学校的初
中政治老师。代老师出版过许多
专著，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很多
文章。
虽然父亲是一位才子，但父
亲更尊重有才的人，这就是所谓
的惺惺相惜。父亲采纳了代老师
的建议，退出了各种各样的语文

●亲情故事

母亲的腊八粥
赵自力
几乎每一年的腊月初八，母
亲都要打电话叫我们回去喝粥。
过了腊八就是年，新年的脚步也
更近了。
有一年的腊月初八，恰好是
星期天。最高兴的人是母亲，她
早看了日历，说我们不用请假就
可以直接回家，去享用她精心准
备的腊八粥了。
我们回家时，母亲早已在小
院子里生起炉火熬粥了。一只陶
瓷土罐，架在火炉上，柴火伸出
长长的舌头，不断舔着罐底，土
罐吱吱地冒着热气。母亲则忙进
忙出，陆续往土罐里加些食材，

五谷杂粮在土罐里上下翻滚，一
双竹筷把土罐搅得热气腾腾。
母亲熬的腊八粥，总是那么
美味，既有看相，又有品质。我
们围坐在桌边，就着母亲腌的咸
萝卜，有滋有味地喝着腊八粥。
粥很粘稠，每喝一口都似琼浆，
从舌头滑过，爽甜可口。五谷杂
粮，经过母亲的手调和后熬在一
起，淳淳的，香香的，真是人间
的美味。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的样子，一边嘱咐我们“别烫
着，慢慢吃”，一边自顾自地笑
起来。
每年的腊八粥，食材都是那

教师群，
安心创作。
他每天至少写一篇文章，并
向报刊杂志投稿，不到一年时间，
就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一百多篇。
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
也写了几篇文章去投稿，非常荣
幸的是，在我投递的几篇文章中，
有两篇文章被报刊杂志采用了。
我写的《一路走来》发表在《小作
家选刊》上，
《老师“金大哥”
》发表
在《南方教育时报》上。有一天，我
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短信，
短信上说他是《扎鲁特文学》主编
王宝义，还说杂志社准备把我写
的一篇文章发表在近期的《扎鲁
特文学》上。我告诉王主编说，我
有一个梦想，当一名作家，王主编
说我有写作潜力，只要坚持下去，
梦想就会实现。
我把我与王主编通过短信进
行的对话告诉了父亲，父亲微笑
着鼓励我说，还在读高中时就在
报刊杂志上发表 3 篇文章了，前途
无量，
将来定会大有作为。
父亲还只是一个地方作协会
员，只是一个热爱创作的写手，一
定意义上说，还算不上是作家。但
是我坚信，凭借父亲对写作的热
爱和坚持，他终将成为一名能写
出很多好作品的作家。

几样，花生米、地豇豆、绿豆
等，但总觉得每年的味道又不一
样。母亲从入冬开始，似乎就在
准备着一年一度的腊八粥。花生
是最常见的，我们老家那里，
家家户户都种。母亲常常在花
生地四周点上一圈地豇豆，嫩
豇豆送给我们吃，老了就把豇
豆米晒干放进塑料瓶里保存起
来 。 绿 豆 也 是 母 亲 每 年 都 要种
点的，夏天熬粥消暑，剩下的留
着入冬时熬腊八粥。至于采莲
米，这个任务一直是父亲的，在
荷花飘香莲蓬摇时，就早早采
些。在南方老家，红枣只有去农
贸市场选购了，好在现在买东西
很方便。煮粥的米是小米兑一点
糯米，这样熬的粥又香又糯，爽
口无比。
母亲的腊八粥，是她用心熬
的，是我们吃过最好的粥，因为
那里面有浓浓的爱的味道。

婆婆的“闷”生活
黄红坤
自从女儿出生后，一直住在农村
老家的婆婆便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婆
婆除了在家里照顾孩子之外，极少出
去走动，
整天都是围绕着电视机转。
婆
婆追电视剧的时候，女儿也在旁边跟
着看。
转眼女儿两岁多了，天天吵嚷要
看电视，
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开着电视。
有一天，
我买了一些小人书回家，
对她
说：
“桐桐，我们一起看看书吧。”她很
兴奋，
可是我们没看一会，
她就被客厅
的电视吸走了。我跑到客厅把她拉回
房间，没过一会，她又跑去看电视，来
回了几次，最后，竟然哭了起来。女儿
说：
“妈妈，
我要看电视，
电视好看。
”
我
被女儿哭得没法，
心生苦恼，
又不知道
如何和婆婆说。
婆婆看到此情形，
似乎
明白了什么。
第二天晚上，
当我下班回家时，
婆
婆和女儿正在沙发上一起翻看着我买
的小人书。
我问婆婆：
“妈，
电视机坏了
吗？”
婆婆看着我，
说：
“没坏，
没有什么
好看的电视。”连续几天，每次回家都
是这样的情形。
我忍不住问婆婆，
怎么
不追电视剧了？婆婆经不住我再三追
问，
说：
“我听人家说，
小孩子看多电视

对眼睛不好，
长大了脑子也不灵光。
这
电视看多了，
将来读书不好怎么办？只
要我不看电视，她就不看的了。你看，
现在她就能好好看那些小人书呢。
”
我
说：
“可是，
你之前不是说，
不看电视就
没事干，会不会太闷了？”婆婆摆摆手
说：
“活了七十多年了，
有什么闷的。
我
想通了，总不能因为我闷就带坏了孙
女。
”
周末，我带着桐桐和婆婆一起去
菜市场，
路边有很多小贩在卖东西。
女
儿指着摊上的东西，一件件的数着：
“这是黄瓜、西洋菜，
这是茄子……”
我
惊讶于女儿竟然懂得这么多，
我问她这
是哪里学到的？
女儿说：
“这是奶奶平时
教我的。”我看着婆婆，她说：
“我小时
候读书不多，你们给她的那些书都是
些图片，
就是一些花啊草啊菜啊，
这个
我都认得，
看书认图，
还不如直接让她
看真正的花草，真正的菜。我现在，每
遇到不懂的，
就去问人家，
我不仅学到
了不少东西，
生活也不觉得闷了。
”
婆婆从自己熟悉的乡下来到陌生
的城市，
过着“闷闷”
的生活。
但是因为
爱，她将自己这样的“闷”生活过得与
众不同。

书法 尹立宪

有人说要心静去读书，其实
只有心静才便于读书。我赞成这
一种说法：养心莫如静心，静心
莫如读书，我想，也只有在静下
心来时才能读好书。
心浮气躁是读不进书的。
喧嚣扰攘的现实社会，名来
利 往，诱惑重重，纷纷扰扰，
让许多读书人心慌意乱、心不
在 焉、心中烦躁，不能静心读
书。一些读书人，两耳灌满窗
外 事，凳子都坐不住了，便无
心读书。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腹有诗书气自
华。古人读书曾经是很坚信这个
因果关系，他们把书本掂在手
里，想把它当作命运之门的敲门
砖，中状元，做大官。现在人读
书，有的是做学问。我在闲暇时
读书，是一种喜好，一种习惯。
工作劳累之余，拿一本好书，静
下心来，读下去，你就能进入到
一种美境，收获一种心情，增长
一种知识。
余秋雨先生写 《苏东坡突
围》 时，有这样的句子：“引导
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
神 秘 的 天 光 射 向 黄 州 ，《念 奴
娇·赤壁怀古》 和前、后 《赤壁
赋》 马上就要产生。”苏东坡遇
到的机缘，是黄州的落寞，是落
寞中的淡薄与静定。余秋雨用心
灵之笔去梳洗苏东坡的灵魂，这
种“读知”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
握手。
众生芸芸，人各有志，所向
不一，不可苟求，长长短短，高
高低低，有的以打麻将为乐，有
的以挣钱为乐，有的就以读书
为 乐。只要无怨无悔，都是充
实人生。
其实，我们远不必非要把读
书看作是高雅人或高雅之事。静
心读书者自是静心，淡泊名利，
宠辱不惊，即便有时是风乍起，
吹皱一池眷水，那波光也是一份
迷人的情调和风景。
一本好书，更要静心去读，
才能感知书中真谛。读书唯心
静，才能收敛心气。清代诗人袁
枚曾打过一个比方：读书如吃
饭，善食者长精神，不善食者生
痰瘤。这个比方很贴切，读书也
是有一番讲究的，要想从书中有
所收益，长精神，就须静下心
来，摒弃世俗杂念，真正投心进
去，理解，思考，回味，这样才
能深解书中真味。
读书的意境，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在书中“相知”自己的心仪
之人之物之境，相当于旅游中的
访友、赏景和顿悟。深入地读
书，也跟恋爱一样，需要忠于自
己喜爱的作者，选择和自己心灵
有契合、有亲和的独妙情境。所
以，读书读得好主要在于“识”
而不在于“读”。
有点空闲 ，静下心来读点
书，哪怕只是信手翻翻，读书能
够静心养性，教人弃卑俗，明心
智，开阔胸襟。清新的文字，淡
雅的情调，或清晨、或午后、或
黄昏、或雨夜……一书在手，开
卷品读，掩卷沉思，不过，这要
是一本好书才行。
让我们静下心来读点书吧，
你一定会从中受益。

唐剑锋

气腾腾。这种神奇的食物，制作
的时间必须在冬天。在冷飕飕、
阴丝丝的腊月，晾制成的腊味，
品质最高，口味最佳。当这些历
经了天寒地冻的腊肉、腊肠、腊
鸭、腊鱼被烹饪之后，却又变成
了餐桌上释放最多热量的一道暖
菜，这其中的反差引人深思。
中国的腊味，一为“烟熏
腊”，另一为“香蜜腊”。“烟熏
腊”是指腊肉或腊肠，在风干前
都经历了烟熏的过程。用些谷壳
木屑的就能熏，熏的时候还需加
点儿陈皮之类的香料。这样做出
的腊味，有种令人感动的烟火
气，尤其是腊鱼，熏过之后肉质
紧实，但仍不失细腻，吃的时候
是 典 型 的 重 口 味 做 法 —— 先 蒸 、
后烤，再加辣椒和豆豉煎炒，一

大了，
充满生机活力，
你的小梦想才能
落地生根，
才能开花结果，
才能变成现
实。
在追梦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圆梦
的机会。只要努力，只要奋斗，只要拼
搏，
只要付出，
只要刻苦，
只要不懈怠，
只要不言放弃，
只要调整好心态，
就可
以在新时代有新作为，
有更大作为；不
仅能够实现小梦想，也能够寻找到小
梦想的甜蜜与温馨，寻找到小梦想的
快乐与幸福。
个人梦融入新时代，
融入
中国梦，
与新时代一同
“努
力奔跑”，
才能够随新时代
大目标的实现，我们的理
想梦想一同实现，才能在
中国梦实现的时候，我们
的个人梦梦圆新时代。
谁都不可以超越时
代，
去谈梦想，
谁都不可以
抛开国家、
抛开现实、
抛开
时代，
去谈梦想。
如果执意
谈梦想，那就是现代版的
白日梦；离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就算个
人梦想再好，
能力再强，
付
出再多，
也是不能圆梦的。
没有“根”的梦，就是“实
现 ”了 ，也只能是昙花一
现。只有让个人梦与中国
梦
“合拍”，
你才会发现：
新
时代带给我们热爱的生
活，
热爱的事业，
生活除给
予我们忙碌与竞争，原来
也有我们实现个人梦的那
种温馨与幸福。
中国梦是强国梦，是
富民梦，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梦。个人
梦，
是中国梦中的一个小梦，
个人梦要
服从中国梦，与“伟大祖国和伟大时
代”同呼吸，才能与“伟大祖国和伟大
时代”
共命运。
离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个大目标，
小梦想很容易破碎，
很难
经风雨，
很难做成大事业。
将个人梦融
入新时代，
融入中国梦，
我们的事业才
可以做成，
我们的价值才可以实现。
让我们挽起时代的手。让怀揣不
同梦想的人们，与时代一起“努力奔
跑”，一起“努力追梦”。追逐与时代融
为一体的个人梦，
才能
“让我们满怀信
心和期待”，
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
中留下我们一个个与众不同精彩的个
人梦，
才能让追梦过程中充满故事、
富
有诗意。

时代的追梦人

浮过来，我信步随风进入到了一
个院落。这是一幢老房子前的一
个院落，看着墙角盛开的腊梅，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好似遇见多
年不见的故友，心境顿时清雅起
来 。 林 逋 在 《山 园 小 梅》 中 写
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在这玉琢银装的日子
里，读着被誉为千古咏梅的绝唱
诗句，不会觉得辛劳与疲惫。懂
得欣赏是一种享受，何况是对美
好事物的追求！
腊月最勾人魂魄的，是腊肉
的香味。食腊是中国人的传统，
因为腊味的天性是抗寒抗湿的，
特别适合在阴冷的冬日里吃。所
以，各地都是一到过年，就必吃
腌腊食品。虽然做法多种多样，
但殊途同归，追求的都是一个热

灯下漫笔

每年刚入腊月，总能闻到空
气中飘散的香味。
腊月最沁人心脾的，是腊八
粥的香味。腊八粥给我的记忆，
有一份眷眷如丝的亲情。母亲熬
粥的时候，先把不易煮烂的红豆、
绿豆、花生、莲子下锅，用大火煨
煮，待它们开花笑了，再加入糯米、
小米、栗子、青菜。粥沸腾后改为小
火，不急不躁耐心地熬着，为防溢
出，将锅盖敞开一道缝。锅内咕嘟
咕嘟的欢快歌唱，让孩提时的我
感到心里暖意融融。刚出锅的腊
八粥热气腾腾、粒粒晶莹、香气
四溢，而这，更让我体会到了熬
腊八粥的幸福。
腊月最令人回味的，是腊梅
的香味。腊月的一个午后，我经
过离家不远的街角。一阵暗香漂

习近平主席在 2019 年新年贺词
中指出：
“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
是追梦人。”新时代，是一个充满梦想
的时代；新时代，是一个奋斗的时代；
新时代，
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新时
代，是一个努力梦想就能够实现的时
代；新时代，
是一个民族梦与个人梦合
拍的时代。
习近平主席说：
“2018 年，我们过
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习近平主席
说：
“2019 年，有机遇也有挑战，大家
还 要 一 起 拼 搏 、一 起 奋
斗。
”
不努力，
不奋斗，
再美
●
好的梦想，也不会自动到
来；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梦
想，都要主动融进这个时
代的大梦想之中，融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梦想
之中。当我们每个人的梦
想实现之时，也就是中华
民族大梦想的实现之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大梦想，是由十三亿中国
人每个人的小梦想组成
的。这是中国梦的坚实基
础，也是实现个人梦的可
靠保障。在新时代的伟大
征程中，让我们挽起时代
的手，
与时代一起，
去追逐
梦想，
梦想才会不再遥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梦
想才会绚丽多彩，个人梦
才会五彩缤纷。再伟大的
梦想，
也需要奋斗，
需要拼
搏；当中国梦与个人梦合
拍的时候，当每一名追梦
人
“心往一块想、
劲往一处使”
的时候，
那梦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才能梦想成
真，
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才
能“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
事业推向前进”。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梦已经锁
定，
你的小梦想又是什么？
生活在新时
代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目
标，都有自己的小梦想：或事业有成，
或娶妻生子，或买一套好房子，或有
一项发明，或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企
业……然而，
要实现自己的小梦想，
就
要和实现中国梦一道前行，才能成就
最好的自己，
才能建成更强的国家；有
了强的国，
才有富的家，
才能成就理想
实现梦想。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你什
么样，
你的祖国就什么样；你的祖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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