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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天袁 有朋友在闲暇之
余袁 把自己 12 年坚持下来的电
子日记在电脑上汇集成册遥 本
是 4300多天的日常琐事袁 每次
也就三言两语袁 却不曾想有 50
万字之多遥 如此海量文字袁天成
的数据库袁朋友来了兴致袁他好
奇地搜索关键词语或单个字袁
一段一段的回顾经历袁 借以打
发那片刻的时光袁 也不失为一
种意外收获之喜遥

在众多关键词之中袁我对极
富生活气息的几组数据很感兴
趣遥 从日常生活来看袁朋友提休
息是 2057 次袁散步 683 次袁上网
473 次曰带酒字有 1167 次之多遥
有意思的是 袁 记录喝酒是 47
次袁醉酒却是 70 次袁说明野醉冶
对谁都记忆深刻袁 其他的是出
差住酒店尧朋友相聚去酒家曰记
录儿子是 2579 次尧 老婆是 753
次袁 孩子才是每个家庭中真正
的野王者冶遥 从心态记录来看袁高
兴 79 次袁累 41 次袁喜 36 次袁遗
憾 27 次袁哭 15 次袁好奇他为何
而哭袁 他解释说是记录儿子的
12次哭袁自己仅仅才 3次遥

时间承载着真实感遥 把每个人一生比作一个电脑
程序袁运行人世间数十年之后袁你所留下的记忆既是数
据袁也是回不来的光阴遥 朋友花一些时间来分类梳理袁
这在他人生程序的长河里袁 只不过是又产生了一条新
的时间数据而已遥我和这个朋友同事十余载袁通过他的
分析袁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袁但时间给予的真实感
没有他那般逼真和震撼袁 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时间才有
生命力遥

很多次下班回家袁我计划着今天要做的事袁决心很
大袁待坐到书桌旁袁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遥 浏览一会儿朋
友圈袁腻了袁转换频道看看新闻曰朋友上了新段子袁瞅
瞅曰正傻乐着袁又来了一条新闻推送浴 就这样袁在不知
不觉中玩到深夜十一点半遥 一天就这么毫不留情地结
束了袁 再准点进行第二天凌晨的序幕重启遥 我有点后
悔袁竟然没有留住时间遥

说道理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遥听人说袁成人之间最
大的教养就是不试图说服他人遥 在自我约束和懂得时
间管理上袁我不会想改变谁袁唯一想提醒的是我自己袁
因为时间确实是世界上最公平尧公正的衡量单位袁它至
今不曾欺骗过谁遥

毕竟袁人一辈子真的不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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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苦瓜炒蛋时袁 锅铲用力一磕袁 竟然把铁锅凿穿
了袁用了 5年的小铁锅遥

下午去买锅袁先到超市转了转袁贵袁貌似都是为电磁
炉设计遥信步到离超市不远的菜市场袁杂货店的老头儿大
声指着一只双耳锅院野烧煤气袁就这个啦袁祖祖辈辈都用这
个浴冶后一句话简直是个最绝妙的广告词袁立刻打动我遥就
选这家了浴

我充作内行地敲了敲一只锅的锅底袁 卖锅的老头儿
一手抢了过去袁他不是敲袁而是用力往地上硬磕好几下浴
又是一个活广告要要要我的锅质量好得很浴 然后自豪地告
诉我院野回去先用洗洁精洗干净袁再用一块钱白猪肉炸油袁
整个锅过一遍油袁就可以炒菜了遥 冶

要价 15元袁 一分不少遥 我也是来了兴致袁野借机冶还
价院野你不是说要一块钱白猪肉钥少算一块啦遥冶他点点头袁
竟然答应了遥

移过几步就是肉档袁女档主割下一块肥肉给我袁笑着
说院野这锅会生锈袁要用油擦一擦遥 冶

另一档档主则高声提醒我院野回去要先煮鱼袁再煮肉袁
最后煮豆腐遥 冶什么钥我赶紧探过头去院为什么啊钥他一脸
大智慧院野嗨袁 新锅都是这个规矩啰遥 一定要这样煮过三
次袁以后才有鱼尧有肉尧有福气遥 不按规矩来袁不好的遥 冶

哦袁买个新锅袁突然就知道了这么多讲究袁值得值得浴

买锅记
荫 飞扬

不知道为何袁有的时候莫名其妙会发呆走神袁就那
么一瞬间袁 比针尖还细的时间袁 神思就飞梭一样地来
了个穿越遥

某一天上午袁我埋头坐在电脑前整理文件袁突然发
现一片金灿灿的阳光就照在桌角袁 它像只鸟儿一样不
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进来袁落在那里袁发亮耀眼的样子
像一声雄鸡破晓的打鸣遥 猛然抬头看窗外袁窗帘高卷袁
外面绿树成荫袁夏日炎炎袁一切都分分明明遥 桌角的那
片阳光袁 也像极了多年前某一次考试前照亮过我的那
片阳光遥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阳光了袁 它照在桌角的哪
个位置钥 此阳光与彼阳光有何不同钥 细究不起遥

雨后的夏夜袁趿拉着拖鞋袁着短裤薄衫袁倚在闹市
高楼看灯光夜色袁 都市如同喧嚣了一天的巨兽疲乏地
放低了身段遥 突然一阵凉风吹过袁 像一大瓢凉水醍醐
灌顶袁从头到脚遥 此景此情袁让人想起多年前在放鸡岛
的沙滩袁轻轻摇晃的夜色里袁把脚伸进温柔的海水里袁
细沙在脚上流过袁清凉之气慢慢升腾遥 那样的夜袁精神
像被洗涤过一般袁可以呆坐着听半夜的涛声袁听半夜的
虫鸣遥

周末去老城区袁 一路上迎面而来都是戴着口罩的
人遥 在坊间挺立的梁柱旁袁在粤剧名伶旧照片前袁在亭
台池畔石阶之上袁在如意坊车流不息之间袁老人小孩袁
高矮胖瘦袁男人女人袁纷纷扰扰遥 我突然觉得彼此就是
在走一场台步袁那些亭台灰瓦尧琴萧弦乐尧拱桥白坊尧
街道车流袁都是道具遥 斑马线上袁一拨人走来袁一拨人
走去袁拉开了一幕剧的开场遥

这些不经意的走神袁有时会吓到我自己袁这些突然
冒出来的想法袁找不到由头曰有时又让我惊奇袁它是那
么新鲜袁短短几秒的时间袁就把所有情节和情感都充溢
到丰满遥 但是有可能下一秒袁又像被乌云迅速掩盖袁一
下子黯淡下来袁只剩下些轮廓袁再也看不清楚袁想不起
来遥

毛姆在叶月亮与六便士曳里说院要记得在庸常的物
质生活之上袁 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遥 这个世界就
像头顶上夜空中的月亮袁它不耀眼袁散发着宁静又平和
的光芒遥 也许袁这走神的瞬间袁就如月光流泻袁照进了
角落遥

一瞬间的走神
荫 陈中奇

母亲的厨艺不错袁 每次回到娘家我都会
把减肥抛到脑后袁大吃特吃遥 一边吃袁一边忍
不住夸赞母亲的手艺遥 母亲说院野看着你们吃
得香袁我心里可美了遥 其实做饭也是种享受袁
做好一道菜袁端到餐桌上被你们抢光袁我就特
别高兴遥 我要是有本菜谱就好了袁 学着做些
菜袁把你爸照顾好袁他的口味可刁呢浴 冶我没说
什么袁悄悄把母亲的话记在心里遥

回到城里袁我转了几家书店袁发现里面卖
的有关做菜的书很不适合母亲遥 母亲平时做
的是家常菜袁不如从网上下载一些菜谱袁然后
打印出来装订成册袁一定特别实用遥 我开始在
网上搜索袁筛选袁对有些内容还会做些修改或
补充袁然后打印袁装订遥 一番忙碌后袁一本野菜
谱冶终于诞生了袁我还取了个名字叫野妈妈的
味道冶遥

我把菜谱交给母亲后袁 她的眼里露出了
惊喜遥 母亲一边认真地看菜谱袁一边说院野上次
我不过是随口一说袁你还真上心了遥 冶当时邻
居婶子正陪母亲聊天袁 她对我说院野你的心真
细啊袁难怪人们都说闺女是小棉袄遥 小棉袄就
是贴心袁懂爸妈的心思遥 冶

母亲听了袁 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幸福
表情遥 那种表情袁我永远忘不了袁有点开心袁有
点欣慰袁 还有点骄傲袁 总之是特别幸福的样
子遥

我忽然明白袁做儿女的一定要心细如发袁
学会揣摩父母的心思遥 儿女帮父母实现小愿
望之后袁他们会觉得自己被儿女重视袁特别有
存在感和满足感遥

我跟一个男同事谈起我们做儿女的要心
细如发的话题袁他很赞同我的观点遥 他说袁以
前他带着父母去吃大餐尧到南方旅游袁也没见
他们有多开心遥 后来他为了给父母买一种蛋
糕袁跑遍了全城袁这件事倒让父母感动得差点
流泪遥 还有一次袁他在一家饺子馆吃到一种水
饺袁特别像小时候祖母包的饺子味道袁于是他
立即开车接父母来吃遥 那次袁两位老人也特别
感动遥

其实袁最能打动父母的袁并不是我们做什
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袁而是生活中的小细节遥 做
心细如发的儿女袁始终把父母放在心上袁他们
自然会感受到来自儿女的关爱袁 这也是他们
最大的幸福遥

做心细如发的儿女
荫 王纯

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主妇袁每隔一
段时间袁家里都有食品过期遥也自责袁
但吃一堑不长一智遥 也懊恼袁出外点
餐都有光盘意识袁为什么在家就放任
呢钥

8月袁我看到节约粮食的相关新
闻袁痛下决心不再浪费遥 马上在家翻
找食品袁果然搜出许多存货袁有的买
了自己都忘掉了袁 很可能又放到过
期遥 各种零食尧调料包尧茶叶尧黄豆尧
黑豆尧花生尧玉米面尧方便面尧红枣等袁
应有尽有遥 找出即将过期的袁抓紧时
间消化掉遥 每天定时用红枣泡水尧吃
核桃袁闲置的保健品也按时服用袁甚

至还拿出久置不用的豆浆机袁自制营养早餐遥
做饭更是细心计划袁控制好分量袁再也不敢浪费遥 以

前炒一大盘五花肉袁现在减量袁再配上少量的豆角尧干竹
笋袁做了一小碗红烧肉遥 再用一块炒菜剩下的羊肉袁做一
锅碎肉抓饭遥 还把不吃的芹菜叶捋下来当青菜扔到汤锅
里袁将以前不要的莴笋叶烫了凉拌吃噎噎这些变化袁不止
让家里的餐桌多了新的创意菜式袁还将以前老是吃剩菜尧
倒剩菜的习惯改了袁现在做的分量刚刚好袁饮食健康还不
浪费袁家人也认可了我的节俭食谱遥

此后袁我的节俭兴致更高了院茶叶罐摆在暖水瓶前袁
每天不忘泡茶曰水果保鲜袁争取不放坏曰一盘拌面吃到蒜
姜一粒都不剩曰剩米饭和燕麦煮在一起袁晚上又是一锅新
鲜的粥曰以前熬小米稀饭尧玉米糊糊袁我都是拎着锅接净
化水袁水多水少没标准遥 现在我用碗当量杯袁每次一人一
碗袁绝不多余遥 总之就是家里的每一项食材都用上袁估算
恰好的量袁不浪费袁也不用吃剩菜袁还保证了餐桌有新菜
品与营养餐遥

某天袁我煮茶叶蛋袁还发面蒸了两笼韭菜鸡蛋包子遥
爱人惊奇道院野你要做巧妇了钥 冶我笑了袁确实平时懒得做遥
让他更惊奇的是袁我摊煎饼袁将买的杂粮米和黑米掺进白
米里袁说是有益于控制血糖袁其实是让闲置的食材都有了
用武之地遥 把所有存放在家的食品袁全部拯救曰把所有闲
置的食材袁都拿来烹饪袁这成了我近期的一大爱好遥

节约粮食袁从现在做起遥但也要保证一家人的三餐饮
食健康袁就得改变原来固有的思维袁多花点心思了遥 都知
道浪费可耻袁很多人在外用餐袁能做到光盘袁但在自己的
小家里袁一些浪费的习惯还未能杜绝遥也许因为是隐秘的
角落袁觉得浪费了也没人看见遥殊不知无数个小家组成国
家这个大家袁所以在家里也要用实际行动袁全方位多层次
地向浪费说野不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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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袁 和在母校高三毕业班任教的好友闲聊时袁
得知一年一度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于近日送至莘莘学
子手中袁不禁想到 2007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情
景遥

记得我是傍晚时候收到的录取通知书袁邮递员上
门时袁妈妈去开的门遥 只听一个浑厚的男中音话中含
笑地喊院野恭喜恭喜啊袁 你家闺女大学录取通知书到
了遥 冶听到野通知书冶三个字袁我赶紧从楼上冲了下来袁
但还是没有妈妈手快遥 只见她已打开了快递封口袁喜
滋滋地瞅着大红的录取通知书直乐袁看到我下来赶紧
把通知书递给我袁眼里还含着激动的泪水遥 我知道袁手
中这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袁不仅是对我十多年寒窗
苦读的肯定袁也寄托了妈妈的期望遥 因为看到它袁她高
考失误的遗憾终于得以弥补遥

其实妈妈能读到高中毕业已经着实不易袁外公家
条件不好袁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遥 妈妈他们兄妹三人袁
妈妈排行老二袁大舅和小舅都没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
务农袁只有我妈坚持念了下来遥 那个年代袁农村重男轻
女思想十分严重袁男孩子都读不了几天书袁更别说女
孩了遥 当时外公也想让妈妈回家帮忙袁可她实在太优
秀了袁从小到大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袁中考又很顺利
考上了射阳中学遥 外婆说袁即便是在那样的好学校袁我
妈的成绩也从来没差过遥 高三那年袁家里差点揭不开
锅袁外公又萌生让我妈退学的想法袁特地跑到学校问

老师我妈能不能上大学遥 老师说如果我妈都上不了袁
其他人更没指望袁 外公这才咬了咬牙让我妈继续念遥
谁想到袁到了高考时袁我妈生了场重感冒袁头晕乎乎地
进了考场袁连卷子上的题目都看不清楚袁结果落榜了遥
老师劝外公让妈妈复读袁可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遥

就这样袁妈妈带着遗憾回到家遥 一位中学老师怜
惜她袁便推荐她到村里的小学当了代课老师袁又介绍
她和我爸认识袁过了几年便有了我和我妹妹遥 但是要
照顾孩子照顾家袁妈妈只能离开心爱的校园遥 在她的
观念里袁一直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遥 她没能改
变自己的命运袁便把希望寄托在她的学生身上袁寄托
在我们姊妹身上遥 当年她和我爸相亲时袁我爸站在教
室门口袁差点因为她那嘶哑的声音而拒绝见面遥 她老
师说那是她太实心眼了袁本来声音不那样袁就怕孩子
们听不清楚袁每次上课都用尽全力尽量喊大点声遥

在她的期望和鼓励下袁我进了她当年的中学遥 尽
管入校成绩不理想尧班级排名靠后袁我慢慢地一步一
个脚印往前袁从班级倒数一跃成了班级第三袁最后顺
利地考上了大学遥

养儿方知父母恩袁又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派发的
时候袁想到如今越来越好的工作和生活袁我赶紧拨通
妈妈的电话袁 感谢那些年她对我严抓厚爱的辛勤培
养遥

又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时
荫 邱玲娜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五日袁当我接到射阳县人
民武装部发来的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时袁 我激
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袁 因为梦寐以求当一名
人民解放军的理想终于变为现实遥 从此袁我踏上
了军旅生活的历程遥

是月十三日下午袁南京军区野临汾旅冶部队
的接兵干部袁将我们这批入伍的新兵集中起来袁
随后给我们每个新兵分发全套军用物资遥 让我
难忘的有四件军用品袁即一条印有野将革命进行
到底冶红字的白毛巾曰一只军用水壶曰一只军用
搪瓷缸和一只军用挎包遥

在部队这所的大学校里袁我们这批新兵接受
了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院长途跋涉尧翻山越岭尧
风餐露宿噎噎这近似实战的训练袁 对我们每个
新兵锻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遥 当年袁我们在野外
拉练的口号是院野苦不苦袁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曰
累不累袁想想革命老前辈浴 冶这期间袁那四件军用
品一直伴随在我身边遥 每当口渴时袁旋开水壶盖
喝口水袁顿感沁人肺腑曰汗流浃背时袁用白毛巾
擦把汗袁立刻头脑清醒起来遥 有空闲时袁我将挎
包中存放的毛主席著作和雷锋日记拿出来学

习袁并书写心得体会笔记袁方便自如遥 那只搪瓷
茶缸袁不仅用它来漱口刷牙袁倒茶喝水袁还有时
用它打菜吃饭袁倒也是十分简单快捷遥 这四件军
用品袁虽然值不了多少钱袁但它跟随我在军旅生
活中所起的作用袁那是无法估量的遥 即便后来我
在部队岗位变了袁 职务变了袁 但是这四件军用
品袁一直跟随我走南闯北袁伴随我在光荣的野临
汾旅冶军营里袁度过了火热军旅生活的十七个春
秋遥

一九八七年二月袁我从部队连政治指导员岗
位转业到地方工作遥 在临离开部队的头一天晚
上袁在千头万绪之中袁我特地将这四件军用品一
件一件找齐袁精心存放在箱子里袁生怕搬家时丢
失遥 我到地方工作直至光荣退休近十年袁一晃三
十三年过去了遥 期间家搬了几次尧旧式家俱更换
几次袁唯有这四件军用品袁我一直舍不得丢弃袁
精心珍藏袁脏了洗干净袁坏了修补好遥

时光荏苒袁日月如梭遥 时代在发展袁社会在
进步袁 生活在改变遥 每当我看到这四件军用品
时袁一段军旅情感油然而生袁难以忘怀浴

我珍藏的四件军用品
荫 徐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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