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起一个叫陈刚的校友，
去年年初跟我说他有个养殖
梦， 他希望拥有自己的养殖
场。 他是一个快四十岁的人，
在外面打着一份稳定但收入
不高的工。他一方面舍不得养
家糊口的这份工作，一方面又
觉得自己心里有遗憾，没有为
梦想拼一把，想去试，又害怕
来不及。 陈刚学的是养殖专
业， 后来却阴差阳错做了管
理，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
放不下养殖这个梦，常常找出
那些专业书翻出来读。有时候
做梦，都梦见自己不是养了一
群羊，就是养了一群牛，他在

羊堆里笑啊笑，笑醒了。
我随口说：“你不去试下

怎么知道行不行？ 有梦想，去
试试总是好的，再说，你有这
方面的技能，你为实现梦想已
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了。” 三个
月后， 他兴奋地打来电话说，
他辞职回家了，他的养殖厂已
初具规模，12个头牛，50只羊，
正生龙活虎地蹦跳着，如今的
他， 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十
分有干劲。村里的干部，还决
定给他奖励创业资金，他觉得
这条路走对了。他还说，谢谢
我给他的鼓励。看着陈刚终于
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我也由衷地为
他高兴。不过实话实说，我只
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他成
功，是因为他有追梦的勇气。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什
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别害怕来
不及。当你说太晚了的时候，一
定要谨慎， 它可能是你退却的
借口。追逐梦想，多晚都不晚。

■刘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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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 每年正月，从
母亲家过完年回自己的小家时，归
途总是沉甸甸的，母亲的大包小包
让我们的手应接不暇，恨不能每人
再生出一双手来。不过，身体疲乏，
我们的心里却甜蜜蜜的，因为有甜
蜜母爱的浇灌。

各种小菜是母亲最爱往我们
行囊里装的东西，虽不值钱，味道
也并不比超市出售的小菜更加诱
人， 可是那却是母亲一冬的守候。
切洗晾晒， 冬日里许多个晨昏，母
亲总在围着它们转。每次品着它的
滋味， 都是在咀嚼母爱的味道，温
暖又甜蜜。

母亲年纪大了， 却喜欢创新。
东邻新娶的媳妇会做梅菜扣肉，她
谦虚得像个学生，围在小媳妇身边
学习厨艺。西家的大娘会做腊肠，她
也要买来肠衣，购来猪肉和作料，不
厌其烦地试验。 等到她认为她的技
巧终于可以拿得出手， 那成果便成
了我们行囊里的新成员。我知道，母

亲在努力讨好我们的味蕾， 让我们
在异乡的生活更加惬意。

在母亲打点的行囊中，主角是
为我们一家人准备的衣物。毛衣毛
裤，秋衣秋裤，围巾帽子拖鞋，那包
裹仿佛化身为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其实，那也是母亲一段一段的光阴！
闲暇时间，母亲便与针线为友，集市
上精心挑来最柔、最软、最暖的布料，
细心裁剪，一针一针缝制。抚摸着那
些柔软舒适的衣物， 我仿佛看见头
发斑白的母亲，带着花镜，坐在阳光
里，把对远方儿女的一腔思念，一针
一线地缝进衣物里。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也许是
每一个母亲的心愿。 母亲身在家
乡，对于远方的儿女，恐怕只能用
这种方式来呵护了！

一年一节短暂的相聚，我只能
把思念留给母亲。每次离家，拎着
沉甸甸的行囊，一路上，我常有自
责的泪水。 ■李晓燕

话说打藕煤
有时闲来无事，漫步星城

的小巷， 就在你施施而行、漫
漫而游的当儿，不经意间望见
一股袅袅升空的青烟，让你有
种置身于唐诗之中的意境。
哦， 咯是有人在户外生火咧。
咯股不期而遇的青烟仿佛是
你的一位老友，不由分说将你
拉回哒20世纪80年代的长沙。

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
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是有计划
的。买米要粮票，买布要布票，
买煤自然而然要煤票。不少人
往往从煤店里买回的散煤（因
为买现成的藕煤 ， 价格贵
些。），故还需要买家自己将散
煤打成藕煤。

就说我们家吧，我有四位
姑妈，也就是说我有四位姑爷
子，他们个个都是打藕煤的高
手，咯也许是久经锻炼的缘故
吧！上世纪80年代，爹爹娭毑
住在百善台风华巷九号，咯是
一个四合大杂院。院中的空地
用来晒打好的藕煤真是合适
得无以复加。我们家打藕煤的

日子，那是我爹爹选的黄道吉
日。头天，爹爹就跟左邻右舍
打好商量，以免与邻舍撞期。

第二天，四位姑爷子纷至
沓来，齐聚一堂，略作寒暄，即
刻工作。其实，在他们来之前，
爹爹早已做好了准备工作。只
见他们将散煤摊在地上，中间
做个坑，接着加入预先准备好
的黄土，再倒入水，最后四个
人用铲子搅拌起来，搅拌好的
散煤就如同泥巴一般。

打藕煤的工具生长在都
市里的90后细伢子应该冇见
过。 我们家只有两把工具，故
四位姑爷子只能分工协作 ，轮
流上阵。打了一会儿，只见他
们满身大汗，脸上一条条黑汗
水更是放肆地淌着。四位姑爷
子忙活哒许久后， 决定歇气 。
他们一边呷着西瓜，一边扯着
乱谈，还是不时调我们细伢子
的口味：“耀伢子， 你要认真
学习打藕煤咧，你以后认识哒
妹砣，你的岳母娘会喊你打藕
煤的啰 。 ”

打好的耦煤经过强烈阳光
的暴晒之后，基本成形。于是夜
饭过后、傍晚时刻，我们全家总
动员，男女齐上阵，隔壁的邻舍
也会鼎力相助。顷刻之间，坨坨
耦煤就去哒它们该去的地方。
“唉 ，终于又办哒一件大事咧。 ”
此时此刻的爹爹娭毑的脸上必
定浮着欢乐的颜色。俗语讲：缸
里有粮，心里不慌。其实，屋里
有煤也是同理咧。

收完藕煤,洗澡之后,院中
歇凉，好不快活。有时我一边
呷着桔子汽水, 一边向爹爹娭
毑问东问西 (简直是十万个为
什么)。一次 ,我问爹爹：“藕煤
何解会有洞眼啰?”爹爹摸着我
的脑壳说道：“咯是因为有洞眼
就可以更好地通气噻, 咯样火
力就更足哒, 就跟我们做人一
样的咧,虚心使人进步,晓得不
啰,耀伢子。”爹爹的金玉良言,
那个时候我自然不能深刻领
会,�但现在他老人家那些话语
给我的帮助也是显而易见的。

■黄显耀

非常道

刻度
衣柜侧板上，已画了十二

道横线。每一道，虽无具体高
度，却是成长的刻度。细数这
十二道递升的横线， 每年生
日，女儿被摁贴在墙上“我不
要”的窘态，或主动站在墙边
“又长高”的笑脸，如电影般在
脑海闪回， 令我忍俊不禁。这
小家伙，不经意间，已长到这
么高， 年龄的刻度指向十二
岁，对她的未来，我满怀期待。

儿时玩伴， 因突发脑溢
血，与死神擦肩而过。前去探
望， 昔日那个胖乎乎的壮小
伙，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失去
意识，毫无知觉。

一根长长的输液管，将吊
瓶与他连起， 随着液体的滴
落，刻度的下降，药液满载着
生的希望一点点浸润到他的
体内。一瓶，再一瓶，又一瓶；

一天，再一天，又一天。听家属
说， 每天看着吊瓶药液刻度的
一降再降，读着体温计、血压计
刻度的慢慢趋于正常， 紧绷的
心丝丝舒展开来。 这一系列刻
度，与一个人的生命、一家人的
幸福相连，令人揪心牵念。

几十年不遇的大雨突袭，
考验着我生活的这座小城。眼
见穿城而过的大河中，一根竖
起的流量监测杆，刻度一个个
被洪水无情漫过，最后整根杆
消失。因工作关系，我一直在
防汛指挥部坚守。 降雨量、水
流量，每隔半小时从各监测点
发回，递增，心中紧张的刻度
几欲涨到嗓子眼儿。

子夜时分，某站最高降雨
量累计近六百毫米，主河流量
达一千九百立方米/秒。 这刻
度，意味着河流两岸居民需要

撤离。那一夜，全城无眠，守着
刻度，守着小城，守着亲人。后
来我受指示， 群发了两条信
息。一条，凌晨两点，“最大洪
峰已过，水位渐渐回落，市民
不要恐慌，静等回返通知”；一
条，凌晨三点，“洪水已回落至
安全水位，降雨结束，可以回
家休息”。这一系列刻度，与生
命财产有关， 与安全稳定有
关，与小城命运有关，令人心
存敬畏。

原本冷冰冰的刻度，因与
人的生活甚至生命相连，而骤
然有了热度、厚度、高度，左右
着心情、人情、世情。故而，不禁
对人生历程中遇到的每一个刻
度，油然而生敬畏，并乐于用刻
度来体味人心、规正生活、指引
未来。

■张金刚

别害怕来不及

讲故事

沉甸甸的行囊

近日，诗词大会火了，掀起了
全民读诗热潮，让人们重温诗词的
美。对于中医药人而言，诗词不只
是美的，更是实用的。一曲《水调歌
头·汤头拾趣》 可收纳三十个药方
名称。诗词中的中医药，将中医药
的博大精深与诗词的优美韵律完
美结合，既便于记忆。

一年元宵节夜，老友在花灯会
猜灯谜， 电话求助， 抛来一句诗：
“天上碧桃和露种， 日边红杏倚云
栽”（打一中药）， 谜底自然是清热
凉血的凌霄花。

“是草皆为药， 无山不出云。”
作为极具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的
植物， 许多中药如菊花、 芍药、菖
蒲、黄芪、丁香等，皆为清供佳选、
诗中常客。不过严格意义上的中药
诗要数药名诗。

药名诗多取当归、熟地、益智等
字面含义，或以谐音字隐藏药名，或
为药名之谜面， 或以药名分嵌于词

之首尾，读来不觉有回环往复之趣。
古来文人多涉猎医书， 盖为求文字
之乐，诗客骚人多有药名诗传世。

辛弃疾《定风波》邀医生马荀
仲同游，词曰“山路风来草木香，雨
余凉意到胡床。 泉石膏肓吾已甚，
多病， 提防风月费篇章”， 暗藏木
香、禹余粮、石膏、防风等药，可谓
工巧。 最后“湖海早知身汗漫，谁
伴？只甘松竹共凄凉”，甘松虽为中
药，亦不失诗情。然若一味迁就药
名，反损诗趣，故药名诗少佳作，如
稼轩先生这般，已属不易。

诗专写药性、药理的，确有医
家专门研究，称为本草诗。清代赵
瑾叔的《本草诗》、朱东樵的《本草
诗笺》、陆典的《本草诗》为此类诗
集代表。文人也做本草诗，苏东坡
曾赞薏苡仁：“不谓蓬狄姿，中有药
与粮，春为芡珠园，炊作菰米香。”
毕竟药食同源， 薏仁兼有二妙，诗
也清新素朴。 ■王腾腾

谈古今

诗词中的中医药

缘溪入山深，满目是寒林。不见鸟飞过，惟有流水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