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邂逅阅读 唤醒青春
□ 安化县第八中学 蒋红霞

抒怀

畅情

6 月 26 日，有一场美
丽的邂逅。 我邂逅阅读，
邂逅青春，邂逅了一群一
直行走在阅读路上的人。
他们是 《放学后 》杂志的
编辑记者们，是我们安化
县教育局致力于阅读研
究的领导们，是安化县梅
城镇东华中学热爱阅读
的孩子们，还有安化县各
学校爱好阅读的学习者
们。

走进东华中学，“爱上阅读 点亮生
命”八个大字红光闪闪 ，像一颗颗跳跃
的心，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上课铃响了，《放学后》杂志中学生
主编姚瑶引领孩子们走进 《放学后 》
———一个别样精彩的世界：原来阅读是
可以“伪装”的，兴趣还可以包裹着一层
“壳”， 阅读跟玩游戏竟然如此相似，古
代文人也可以组成 “弹幕 F4”……听到
如此幽默的话语，学生和听课的老师都
忍俊不禁。

读报 ，离我实在太遥远了 ，仿佛还
是儿时的事。 我很好奇孩子们会选择读
哪些文章？ 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一个叫刘扬的学生竟然选择了一篇名
为《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的时政
消息，他读得有板有眼，读得抑扬顿挫。

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惹得我
们这些听众纷纷竖起大拇
指 :“这孩子还真有播音员
的潜质。 ”

真想不到现在的孩子，
一份《湖南日报》也能读得
声情并茂。 作为听众的我，
忍不住从文件袋里找出刘
扬读的那份报纸，认真地读
了起来。 这一读，还真是别
有一番滋味。

如此有意思的阅读课，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真的，我们的阅读
课常常被功利心所绑架，作为语文老师
的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孩子们。 如果
我们的阅读课也能够像姚瑶主编一样
放手让孩子去读，那孩子们完全可以读
出韵味、读出情感、读出哲理。

在反思与自责中，我又收获了更多
的惊喜。 接下来几位老师的分享，让我
再一次欣赏到了阅读的美丽，让我的生
命再一次勃发出生机。

亦步亦趋踏上归途，回望那个崭新
的校园，回望那群渐行渐远的人 ，我内
心充满感激，浑身充满力量。 谁说青春
不再。 阅读，又让我浴火重生！

彼时，我只想说：感谢！ 衷心感谢这
次邂逅! 衷心感谢这群无私奉献的引路
人！

回忆

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有那么一段
时间比较艰难，于我而言，当搬运工的
日子便是如此。

大学毕业以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我总是找不到工作， 我的心情糟糕
透了。 读大学时，为了供我上学，家里
早已是债台高筑， 为了我能够顺利大
学毕业， 年迈的父母拖着瘦弱的身体
耕作在田地里， 为的就是他的儿子能
够多学知识，学好本领，以期将来谋份
好差事。 可没想到，我大学毕业都快半
年了，居然还没有找到工作。

在万般无奈之下， 我去一家书店
里当了一名搬运工。 书店老板姓向，他
每月给我 500 元工资，包一顿中餐。 谈
妥之后，我便正式上班了，每天，我七
点之前就要赶到书店， 一直工作到下
午六点， 中午只有吃饭的时候可以休
息 15 分钟，每月只休息一天。

尽管工资微薄，劳动强度很大，但
依我当时的情形，我似乎别无选择。 尽
管是一家书店， 可要做的事情还真不
少，老板总盯着，看我有没有偷懒。 我
名义上是搬运工， 实质上干的工作很
杂：有人买书，我得帮助他找书；书店
卫生不干净，我得清扫；有客户买了大
批书， 我得把它们送到车站或者买主
家中；有新书到了，我得把它们从外面
搬到书店， 然后按照老板说的把它们
放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一本一本放好。
在学校， 我饭量是极小的， 自从上班
后，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消耗的体力也
多，每顿饭我都要吃三碗。 第一个月结
束时，老板给我放了一天假，这天我哪
都没去，在床上睡了一整天。

我在这家书店干了两个月后 ，便
通过考试成了一名正式的国家教师。

时至今日， 当上教师已经有些年
头了，无论待遇、福利，还是地位，都在
一天天提升，比搬运工不知强多少倍。
即使如此， 我却仍然无法忘却那段当
搬运工的岁月。 那些日子虽然短暂，却
让我刻骨铭心。 我不想说那段日子究
竟让我学到了什么，我只是觉得，一个
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一些不同的工
种，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能够丰富一个
人的生活经历， 也更容易让一个人走
向成熟。

当搬运工的日子
□ 长沙市作家协会会员 毛周林

紫 苏 芬 芳
□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陈芙蓉

编辑：胡荧
版式：谢倩 校对：杨红章

2019 年 7 月 3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湘韵13

罗树妹 / 摄

紫苏芬芳了我的童年， 也晕染着故
乡的每个旮旯。

在故乡的一座座丘陵、 一块块黄土
上，紫苏随处可见，落地扎根，有股子韧
劲，像一个个朴实的乡民。 它们遵循自然
的规律，春生夏长，在炎炎夏日中把生命
怒放到极致。

阳春四月，仿佛只是几场春雨，一阵
春风的事，它们就萌芽了、抽叶了，在竹
篱下、在阡陌边、在田埂上，一铺开就是
成片成片的。 它们不用下种，不用施肥，

甚至也不用考虑在菜园里给它们留点地
盘， 它们就见缝插针地长起来了， 羞涩
地、好奇地看着红尘中的人和事。

某天大人不知从哪个田坝口弄到
一些活蹦乱跳的小鱼仔儿，我们小孩儿
赶紧去掐紫苏，原来它早已长成豆蔻年
华的少女，有尺来高，亭亭玉立。 上面还
有晶莹的露珠儿，仿佛她深情的泪。 赶
快摘一把鲜嫩的叶尖儿回家，用清亮的
井水洗一洗 ，让母亲切成丝 ，放到正要
出锅的鲜鱼汤里，瞬间紫苏鱼的香味四
溢，一直滚到舌尖上来了。 压抑多时的
清苦生活也因这顿紫苏鱼汤而活色生
香起来 ，大人小孩也都一扫沉郁 ，满脸
红润欢喜。

然后，炎热的夏季到了，我们似乎忘
记了紫苏，不去打扰它的清静，让它自由

地生长。
不觉到了秋天， 紫苏安静地举着满

树的紫苏子，默默地、脉脉地，似一个成
熟的少妇。它更加端庄安详了。你把它连
根拔起带回家也可， 把它独自忘在田野
随风而逝也罢，它决不像那缠人的苍耳，
随便抓个什么就不放手。 紫苏，它有自己
的信仰和生活。

冬天，它枯萎了，芳踪杳然。 可是或
许在某个结着蛛丝的窗棂上， 它还是和
主人家共守一屋烟火。 菱形的茎秆笔直，
暗紫色的叶子有点蜷缩。 在掌心轻轻地
揉碎一片干紫苏叶， 就闻到了它内敛隐
秘的幽香，令我有如遇知己的欢喜。

在家乡， 家家户户总是要收藏一些
干紫苏的，阿婆的酸菜坛子起了白，只需
不慌不忙地捋一把干净的干紫苏叶放进

坛子里，不过几天，酸水清亮，芳香四溢，
酸菜味道纯正妙绝。

我离开故乡多年， 却从未忘记紫苏
恬静等候的模样， 未忘记它浓烈好闻的
香气。 甚至于紫苏这个名字，念一下都满
口芬芳。 不论哪个厨房飘出紫苏的味道，
我总爱停下脚步，贪婪地吮吸着。

如今，老屋已老，杂草葳蕤。 不知那
墙角屋后，是否还有紫苏娇小的倩影？ 是
否还有它的好姐妹薄荷如影相随？ 我那
失散的童年姐妹们可好？

母亲早已花白的头发随风飘扬，可
是， 在她的厨房里， 依然会有紫苏的芳
香。 只要我们回家，餐桌上总有一道我们
百吃不厌的紫苏鱼汤。 当香味氤氲于鼻
尖的时候，便觉得肉体得到了慰藉，灵魂
得到了归宿。

印象

感动

孤 舟 静 泊

凉面凉 亲情长
□ 单淑芹

小时候，家里穷 ，面条是不常吃
的。 但每年夏至，都能吃到母亲做的
手擀凉面。

母亲把白面挖一碗出来，和成面
团，反复揉到面团发亮，细细腻腻似
乎要渗出水来才行。

母亲放好面板， 撒一层面粉，把
面团放到中间，先用擀面杖把面团擀
得像圆圆的盘子，随后擀成了一张大
饼。 然后，母亲改变了擀面的动作，把
那张饼卷到擀面杖上，两手抓住擀面
杖的两头，往前一推，再往后一拽，摊
开，那张饼就变成了椭圆形。 抓一把
面，往面饼上一撒，再把面饼卷在擀
面杖上，又是一推一拽，再摊开，就成
了一个更大的面饼，但是变成了圆圆
的。 如此反复几个回合，面饼越来越
大，越来越薄。

母亲擀好了面片， 卷到杖上，一
折一折叠好，然后从一头开始 ，细细
地、飞快地切过去，随后，母亲捏住细
条的一头，轻轻一抖，那整根的面条
便长长地舒展开来。

锅里水咕噜咕噜开了，母亲把面
板上的面条用手抖一下，散开 ，撒进
锅里。 随即用勺子搅几下，免得面条
粘住，几个开锅后，面条就出锅了。

这个时候，父亲会挑着一担水进
门，那是村头那口深井里的 “井拔凉
水”，清澈冰凉，是炎炎夏日里乡人们
消暑降温的天然饮品，热热的面条就
靠它镇凉了。 母亲拿一个盆，舀上刚
从井里打来的水，用筷子和漏勺配合
着，把锅里的面条放到凉水里 ，冲一
遍，热气便没有了，再冲一遍，面条清
爽透亮。

母亲给每人盛上一大碗，我们迫
不及待地往嘴里扒拉。 瞬间，顺滑清
凉的面条爽遍全身。 一段一段咬断，
再慢慢嚼，绵软柔韧，清新爽利，就像
母亲的性格，柔软却又坚韧。

夏至又到了 ， 我也做了手擀凉
面，总感觉不及幼年时母亲做的夏至
凉面更美味，因为那里面有父亲担来
的“井拔凉水”，还有母亲那慈爱的叮
嘱：“慢点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