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蒲扇，摇啊摇
□ 王月冰

畅情

回忆

电视里，一记者
采访一位 122 岁的
高寿老人， 老人站在
电风扇旁， 却摇着蒲
扇。记者问：您不吹电
风扇吗？ 老人答：吹
呀， 只是摇蒲扇已成
习惯。 从老人的这句话中，我顿时感觉到
了一种淡泊宁静的心境，这种心境，大概
也是老人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摇着蒲扇的仿佛总
是老人。 以前，没有空调和风扇，小孩和
年轻人在夏天也是极少用蒲扇的，即便
偶尔用，也是急匆匆地扇几下，又急匆
匆地扔到一边。 蒲扇到了老人手中，仿
佛空气也立刻气定神闲起来，老人优哉
游哉地， 手中的蒲扇慢腾腾地举起，又
舒缓缓地放下，一切似乎都胸有成竹。

有一句歌词说：“我能想到最浪漫
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
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
椅慢慢聊。 ”每次听这首歌时，我想到的
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冬天围炉，偶尔
聊天，偶尔瞌睡；夏日坐在星空下的院
子里，躺在竹摇椅上，彼此摇着老蒲扇，
忆忆旧，打打瞌睡。 甜言蜜语早没了，相
濡以沫的情感化成了一种意境，融入空
气中，随着蒲扇的风在周围萦绕，所谓

天长地久， 就是这
样 一 份 心 静 的 默
契。

我们还是小孩
时，母亲整日忙碌，
夏夜很深了， 她还
要洗大桶的衣服 ，

父亲总是坐在一旁用蒲扇默默地给她
扇风，驱赶蚊子。 直到今日，白发苍苍的
两位老人，夏天仍是这样，母亲做事，父
亲为她扇风，或者父亲做事，母亲为他
扇风。 我们会说，开电风扇就可以了，他
们会笑：“蒲扇挺好！ ”是的，挺好，拥有
这样一份相濡以沫的情感，人生挺好。

早几日，酷暑难耐，我因事烦闷，更觉
燥热，嘀咕不停。母亲看着我，递过来一把蒲
扇，说：“孩子，扇扇，让心静下来。 ”我接过，
一边在电话里和同事讨论解决方案， 一边
扇着风。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心竟然真的就
平静下来，语气自然也变了，问题居然就解
决了。 我挂掉电话，看看不知什么时候窝在
沙发里睡着了的母亲，再看看手中的蒲扇，
自言自语道：“不是开了空调吗？ 还要这蒲
扇？ ”可是，我不由自主又扇了好几下，真有
几分妙意。

是的，有了空调的夏天 ，也许已不
需要蒲扇的清风，可蒲扇摇曳出的那份
怡然境界，却永远是心之所求。

感动

故乡的竹子种类繁多， 有水竹、毛
竹、三月竹等，其中烟竹最多了，它们主
要分布在山坡上，生命力极强，满山遍
野都是。 故乡的人们也把它们喊做野
竹。

农历四月，生机盎然，那些竹笋争
先恐后地破土而出了。每每到了这个时
候，最高兴的要属故乡的妇女了。 她们
戴着斗篷，背着背篓，拿着柴刀，三五成
群地钻进杂草丛生的竹林里，寻找那些
长得像利剑一样的竹笋。如果运气好的
话，她们总能满载而归。回来后，她们迅
速地给竹笋剥皮，然后放在开水里涝一
下，最后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做成美味
的干菜。

童年时，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们去竹
林里抽笋。 那些长在荆棘丛中的竹笋，
有的像亭亭玉立的少女， 纤弱柔嫩；有
的像刚出生的胖娃娃，才从土里探出头
来……一根根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让
人看了心动。 那时，我总是跟小伙伴们
讲，那些肥壮鲜嫩的竹笋，喜欢长在险
峻潮湿的地方或者荆棘丛中。 每次抽
笋，我都会去这些地方找，每次都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

不过，这些地方往往潜伏着各种各
样的危险。 多雨的四月，竹林里阴暗潮
湿，经常有五步蛇、竹叶青等毒蛇出没；
山里刺树比较多，脸上、手臂上一不小
心就会被它们划伤……每次进山，爸爸
妈妈总是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竹笋味香质脆，是人们餐桌上的香
饽饽。 竹笋的吃法五花八门，它可以和
腊肉 、姜 、蒜一起爆炒 ，也可以和辣椒
粉、大蒜、醋等佐料一起做成凉拌菜。如
果家里来客人了，就将竹笋和腊肉做成
火锅，也是一道上等的待客佳肴。 客人
不用喝酒，就已经醉倒在这香气里了。

烟竹笋营养丰富， 纯天然无污染，
是城里人眼中的“山珍”，老乡们拿到城
里集市卖时， 总能够卖出个好价钱，而
且不到一会儿工夫就卖光了。

每当我看见农贸市场里摆满了从
乡下抽来的竹笋，我都会想起故乡那些
肥肥的烟竹笋，它柔如美人舌，清香如
兰麝，让人回味无穷。

故乡的竹笋
□ 陈水刚

杨梅与酒的爱恋
□ 长沙市望城区明德中心小学 龙点晴

苗青 / 摄

夏的光照，把小区的杨梅都点红了。
杨梅树下开始热闹，大家谈笑着摘杨梅，
摘不到的只要轻轻一打， 就滴滴答答落
了一地。

近年来，大家热衷于自己泡杨梅酒、
青梅酒、葡萄酒，当季的果子加上美酒，
酿出来，该是自然的芬芳吧，可我只是听
闻，不尝也不问。 直到今日，看到朋友在
微信圈发了一张去年泡的杨梅酒图，我
被那醉人的红色诱住，评论一条：杨梅与
酒的爱恋。 做酒的温婉女子回复：没有这
么优雅。我说：有的，一定。于是，不爱酒、
不懂酒、 更不会泡酒的我与她聊起了今
年与去年的杨梅酒。

是啊，杨梅可做酒，这杨梅得要散养
的才好，不盼结多少果子，任凭阳光雨露

来滋养。 跟她说起我家先生去年也泡了
一坛子，可杨梅坏了，酒喝不得。 一聊才
知，她用的果子是自家门前杨梅树结的，
大小不一， 颜色不匀， 看着却有些小可
爱。 先生用的是朋友从娄底种植园摘来
的果子，颗颗均匀，果肉嘟嘟的要冒出汁
水了，可毕竟是经过精心呵护的果子，也
许就经不起酒的深爱。

她如此喜爱地说起自家的果子：“去
年的杨梅树结了果，居然，还可以吃，虽
然是酸酸的，但是看着很喜庆，红红的，
一树一地的。 牛牛小朋友为此兴奋地呼
朋唤友，写了至少两篇日记。 ”我想只有
看着杨梅开花结果的人， 才能有跟着果
子纷纷落地的幸福心跳吧。

她们家接杨梅的方法很有意思，用

的是伞。 晒杨梅就更是讲究， 用的竹筛
子，上面是竹条支起的白色纱网盖。 原来
做一瓶好酒，需从善待一树的果子开始。
她说：“我们用伞接着，洗净放在竹筛里，
白白的纱网透过灿烂的光来，晾干了，把
杨梅分别煮了杨梅汤、泡了杨梅酒。 那瓶
酒用的是青花瓷版的二锅头，一斤装，过
了一年，整整一年，偶尔把酒拿出来舀一
点尝味，反正觉得味道好，收不住。 等到
今年杨梅挂果的时候， 那瓶酒约莫只剩
下四两了。 ”

杨梅爱着酒，酒恋着杨梅，瓶子装的
已是甜蜜， 树上的又等了一年才能与酒
相会。 她聊得欢快了：“今年的杨梅等不
到熟的时候，嗲嗲怕雨水打落了，就摘了
大半下来，虽然有些揠苗助长，但是，也

要好好对待它们。 所以今年的杨梅酒更
加讲究，精心挑选了法国的 40 度和日本
的 25 度蒸馏酒，还有黄冰糖，杨梅果用
盐水浸泡后，晾干，一层杨梅一层糖的铺
着，然后倒入蒸馏酒，我觉得法式的度数
更醉人，日式的味道更绵长吧。 ”听得我
都醉了， 我知道图片上醉人的红一定不
是随便泡出来的。

诚然，那散着醇香的红，应是把人的
心情一起泡进去了，不然，怎会红得那么
讨人爱呢。 我猜对了，她道出了光阴的味
道：“过了不惑之年， 喜欢做的事情还真
的值得继续， 生活中所有的欢喜也要在
孩子们的记忆中延续下去。 所以下班回
家，洗净双手，和牛牛一起选杨梅，他嘴
馋，时不时地捏两颗小冰糖吃。 ”

听着，听着，我不忍发一语，恐怕惊
扰了那一瓶酒，她发来新泡的酒的图片，
跟我说：“杨梅和酒在一起冒泡， 冰糖也
逐渐地融化，剩下的，就留给时间吧。 明
年打开的，除了酒，还有幸福的味道。 ”

明年， 我想看着楼下的杨梅花开一
树树，待到结果时，洗净双手，让酒与它
们相恋。

印象

抒怀

回 家 矢志初心万事成

读书时， 老师就教导我：“入队、入
团、入党是人生的三朵红花。 ” 我是学
校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在戴上红领
巾的那一刻，我立志要在第一时间戴上
第二、三朵红花。

14 岁时， 我戴着红领巾在团旗下
宣誓，实现了第一时间戴上第二朵红花
的理想。

年满 18 岁时， 我满怀信心地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却落选了。

参加工作后，在民办教师这个岗位
上耕耘了数年的我， 得到了群众的认
可。 在他们的支持下，我成为了一名正
式的人民教师。

1985 年，43 岁的我被党组织接收
了， 我眼含热泪地戴上了第三朵红花。
从此，我加倍努力地为党工作，为人民
服务，退休了也丝毫没有停歇。

我所居住的村民小组，因拆迁被安
置到一个小区。拿到住房钥匙的村民十
分高兴地各自装修房屋。 一时间，小区
灰尘四起，垃圾成堆。其间，不知哪里传
来办用电、用水手续的消息，可等村民
们赶去时，不是时间不对，就是资料不
齐，跑了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
发起并创建 “义务服务小组”， 并拿出
200 元作为启动资金。 两年后的端午座
谈会上， 我汇报了义务服务小组的工
作。会议结束时，一些人要求加入，小组
成员增加到了 20 人。

我们小区新开初建，绿化带上只有
几棵树，杂草丛生 ，既不中看 ，更不宜
居。 我倡议居民共同集资，实施绿化提
质。 有人说：“搞绿化要几万元，谁愿意
出钱。”有人劝我：“你都快八十了，还管
这事做什么？ ”一时间，阻力重重。

在业主大会上，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
绿化提质的意义、做法和资金筹措等事项，
得到了永安、心源两个党支部的肯定，他们
决定作为支部微服务项目给予支持。 业主
们当场捐款一万多元。由此，小区掀起了捐
款、出力搞绿化的热潮。 不到一个月，小区
大变样，居民齐叫好。

如今，我快八十岁了，一生经历让
我认识到：矢志初心万事成。

□ 浏阳市永安镇永安完小 刘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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