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
过
三
次
就
会
爱
上
的
油
茶

隆
回
县
第
一
中
学671

班
马
月

但凡说到城步苗
族自治县，便会想到苗
家姑娘纤纤素手里的
那一碗油茶。

关于油茶的滋味，
有一首诗是这样描述
的：“姜牙蜜饯满盘陈，
风味油茶亦可人。绝忆
头纲新焙出，二凉亭子
雨前春。 ”文人的话到
底不够直接， 其实咸、
苦、辛、甘、香五味俱全
就可以概括基本意思
了。

油茶在它的光辉
岁月中，已经不仅仅是
勾魂的饮食，更是一种
意蕴丰富的民俗文化。
一碗油茶，是城步人家最高规格的
礼仪。 有的家庭，油茶是一日三餐
都离不开的尤物， 饭前一碗油茶，
才是幸福滋味。

油茶是饭前的点心， 固然好
吃，但不能任性，失了规矩：

茶规之一：来者是客，不管你
是生客、熟客、远客、近客，主人当
以打油茶相敬。 这是茶，也是人与
人之间的情义。

茶规之二：好事成双，吃油茶
没有吃单杯的理。至少也要吃个四
杯，图个四季发财。吃一杯叫“跛脚
茶”，不太吉利，最讨人嫌。 吃三杯
叫四季不到头，也不是吉兆。 吃罢
四碗，便将碗叠起来，表示领情谢
意。 吃不了四碗的，先和主人沟通
一下，也是好商量的。

茶规之三： 不管客人多少，主
人都不以手端茶，而是用一个专用
的红漆盘子托着碗，才成敬意。 吃
油茶主人不给筷子，如果客人非要
不可，也只给一支。

即便到了现在， 民间嫁娶，油
茶原料仍是不可缺少的彩礼之一。
媳妇回门，婆家也得依照老规矩打
发一担好油茶原料，以待客人。

也许他乡之客，初尝不惯油茶
口味，但这东西和榴莲一样，最多
吃到三次，你就发现已经丢不下它
了。

指导老师：马卓

亲情浓浓

成长 编辑：胡荧
版式：谢倩 校对：沈皓玮

2019 年 5 月 8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08

走廊思想 我心手写

古 樟 之 下
长沙县一中 1713 班 郭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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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彩 缤 纷的中国节
冷水江市红日实验小学三年级 140 班 杨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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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棵年代悠久的樟树，学生们都
叫我古樟。我在这所学校里见证了一届又
一届学子的成长，迎接他们走来，又目送
他们离去。

小鸟在清晨搅了我清梦的下一秒，宿
舍里的号角便吹了起来。整个宿舍陷入一
种整齐的忙乱。 不消多时，便有一群黑白
红相间的中式校服往操场上涌去。我极目
远眺，她每天都会来和我说上两句的———
我在等她。

高马尾十分精神，她出来得还算早。她
路过我的身边，携着早晨温柔的阳光，清脆
地唤声：“早上好”，便匆匆地跑向操场。

做完操，学生们又一股脑地钻进了教
学楼， 校园里传出此起彼伏的琅琅书声，
我被读书声吸引，猛地一惊，是下课铃。

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体训生吧？至少
得是个短跑种子选手。有时枝头的鸟儿会

被惊起， 被卷进一场莫名其妙的短跑比
赛。 要不是我够结实，也许也会被他们带
起的风连根拔起。

她来的不太早也不算晚，身边总伴着
三两好友，真不知大清早哪有那么多话要
讲。

食堂的饭菜香逐渐消散时，大概是早
上八点。校园重新回归宁静。说实话，我挺
喜欢这样的宁静，也喜欢宁静里夹杂的老
师的授课声，还有学生的齐读与欢笑声。

中午时，她如约而至，虽然我和她并
没有约， 但她每天中午都会来我这里，在
绿荫下的小石凳上， 有时带上一本书，有
时与我聊聊天。

艳阳高照的午后， 早晨的场景重现，
虽然多了几分悠闲，但脚下的速度并未减
缓，毕竟那是走向梦想的速度。 我凝望着
一个个背影， 凝望着他们走向诗和远方，
走向光芒的那头。

太阳斜斜地下滑，人影疏散，仿佛一

张充满着暖色调的油画。小道上散落的几
个身影，操场上零落的几个影子，还有依
然坐在石凳上的高马尾女孩。

她依旧是轻声地， 仿佛在自言自语，
有时是喜悦的语调， 有时是低低的啜泣。
开心无非是又拿到了好成绩之类的，不开
心的原因则大致是考砸了、做错事了。 我
想安慰她，想告诉她没关系。 也许是我心
里的祈愿传入了她的耳朵，她离去的背影
总是信心满满。

月明星稀，万籁俱寂。 她大概早已进
入梦乡，也许会梦见拿到心仪大学录取通
知书时欣喜若狂的自己吧。

我不知道树是不是也会做梦，我依稀
看到她拿着录取通知书，给我留下一张字
条———

高中时代是我人生一条重要的分割
线，将过去与未来相连。

古樟树下穿梭的日子，是我宁静而生
生不息的高中时代。

小的时候， 对于爷爷奶奶家，
大多时候都是伴着向往的。

每逢过年，一大家子都会齐聚
爷爷奶奶家——— 一栋有些年头了
的双层小楼。 奶奶是信佛的，二楼
摆着个木质的小台， 约一米多高，
观音像和一众叫不上名字的神仙
端端正正的摆在上面。 我每到这
里，便是急急地蹿上楼来，点上三
支香，恭恭敬敬地拜上三拜，在心
里默念着：“保佑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长命百岁。 ”

拜神结束后，一家人来到二楼
的一间小房间里烤火。大人们从柴
房拖来几根大木头，架上一小堆干
树枝，再丢一团火下去，火盆内一

下子就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 在柴火上架一壶
水，在火灰中埋上几个橘子或红薯，便听着大人
们聊开了。 什么工作、赚钱，我是一概不懂的，只
在一旁全心全意地握着小火钳， 在奶奶的帮助
下，从火堆中捡出一块块木炭，放进陶罐里。

在烤火屋里呆闷了，我便会去小院逛逛。 我
在爷爷的花园里一圈一圈转悠，有时还会抓上一
捧雪，看它在手中一点点消融、不见，偶尔还会从
雪中分离出一瓣深粉色的花瓣。 那时，我便是欣
喜若狂地，把这当作是上天的馈赠。不过，这也是
不奇怪的，爷爷素来爱花，春夏秋冬，一朵花败了
又有一朵盛开，从未间断。时值冬日，斜刺里探出
一枝腊梅，清幽的花香扑鼻而来，摇一摇，一片片
或淡粉、 或艳红的花瓣混着雪花落进我的衣帽
里。

不久，妈妈便会叫我：“橘子烤好了！ ”我跑进
房间，不大的房里充满了各种味道：糊味、烟味、
茶水味、烤橘子味，还有我四处撒欢时沾上来的
香火味。 爸爸和叔叔在一旁一边抽着烟，一边听
爷爷说话。 姑姑尽情地磕着瓜子，而我就安静地
卧在妈妈怀里，细细地品尝着烤橘子，那深深的
苦味溢满了整个口腔。

许多年过去了，好多事情都变了，但每逢过
年，我们还是会去一趟那栋双层小楼。 我总是会
把从前做过的事情再做一遍， 想抓住时间的尾
巴，却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看不到庭院里摆手
的老铁树了，再也见不着那笑脸盈盈的爷爷奶奶
了，再也找不到那萦绕在小屋里独特的味道了。

指导老师：张益婷

心思少年

荷包蛋面
安化县梅城镇中学七年级 279 班 何贞洁

父亲是一个朴实的人， 不太会
表达自己的感情， 他不会像母亲一
样亲密地叫我宝贝，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好像都不太关注我， 那一次却
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一个星期天， 我在床上打
了几个滚，挣扎了几个回合，终于睁
开了惺忪的睡眼。 一缕阳光从窗外
射进来，我知道今天又不早了。

和以往一样， 我优哉游哉地来
到楼下， 看见桌子上放着两碗热气
腾腾的面条， 奇怪的是一碗面上盖
了个金黄的荷包蛋， 另一碗则是光
头面。

“到底吃哪一碗？ 吃那一碗有荷
包蛋的吧，会不会太自私了？要是吃那
碗没有荷包蛋的，那太不带劲了呀！ ”
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先吃了再说！

当我把手伸向那碗荷包蛋面
时， 正准备出门的爸爸转过头来制

止了我：“诶，那碗你别动，给你表弟
准备的！ ”

我的心莫名地揪了一下， 鼻子
酸酸地。呵呵，那小家伙不就爱吵爱
哭爱争个高低吗？吃个面都分两样，
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

看着那一碗属于表弟的荷包蛋
面，我吞了吞口水，不忘嘴硬：“我又
没有动， 我是要拿那一碗没有蛋
的！ ” 我伸出去的手默默地退了回
来，拿了那碗离我比较近的光头面，
咬牙切齿地吃着。

我挑了几根面放在口里， 淡而
无味。等爸爸出去后，我来到厨房的
垃圾桶旁边， 把面一股脑儿倒了进
去，心里有了一阵阵快意。

突然，我愣住了，垃圾桶里，那
堆还冒着热气的面条下， 也卧着一
个金黄的荷包蛋。

指导老师：文锋

漪澜心灵

中国节，缤纷五彩，姿态万千。
端午，是翠绿的三角形。 尖尖的

粽子，透着香，裹着蜜。 仲夏风凉，万
物茂盛，到处郁郁葱葱。 绿绿的艾叶
插满每家每户， 满怀希望的人们划
起龙舟。 鼓乐喧天中，人流如海，欢
笑如浪，激动着整条河、整片乡、整
座城。

中秋，是金黄色的圆形。 圆圆的
月饼，含着情，连着心。 秋高气爽，五
谷丰登，到处是丰收的喜庆。 柔美的
月光普照大地， 喜获丰收的人们举
起酒杯。 浓浓的桂花香中，享受着成
果，放飞着喜悦，衷心的祝福跨越千
山万水。

春节，是红色的长方形。 鼓鼓的

红包，包着爱，暖着心。 大红灯笼高
高挂，精美纸花窗上贴，到处是耀眼
的中国红。 满心喜庆的人们放响鞭
炮，噼噼啪啪声中，唱起歌，跳起舞，
兴高采烈迎接红红火火的新年！

这些可爱的中国节，甜了你，醉
了他。

指导老师：易群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