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日情怀

十年
认识你已逾十年，每每想

起，心中都很温暖。在一起的时

候心中感到无比的平静与安宁，

分开后怅然若失却又愉悦相伴，

想你能懂。不常见，却常常忆起

你，忆起往昔。

在最纠结落莫之时认识你，

不知前路何往，不知取舍是否值

得，你给了我阳光般的心境，你

却混然不晓，就在昨日，仍然惆

怅，却未讲与你听，只想享受着

这简单的快乐，一如从前。

想起与你一起看日落黄昏，

被日暮一点一点的包裹，渐渐的

浸在黑暗中，回去的路上，看到

窗口透出的点点灯光，灯光下应

该是温馨的，车内很静，如同我

的心。心若沉浮，浅笑安然。人生

境界，就是心灵的境界。

我们是知已，不是很懂，却

可走入心里，期待我们的这份情

谊经历下一个十年。

相识十年，想想时间过的太

快，犹如白驹过隙，想起刚刚和

你认识好像就是前不久的事情。

不知前世多少次回眸，才有今生

十年的缘分。虽然不信神佛，但

仍感激上天的眷顾。

想起初次相识的时候，正是

轻狂鲁莽只看到你美丽的容颜，

不曾想，经过了多年之后，才发

现你美丽容颜下面那个优雅的

灵魂，这聪慧而雅致的灵魂才使

人欲罢不能。

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二十年的同学聚会已经结

束快一个月了，回想在那短短的

两天时间里，大家的欢歌笑语，

开怀畅饮，相聚时的那份同学情

谊，分别时的衷心祝愿，让我有

着诸多感慨。

同学聚会第一天晚上安排

的活动是怀旧晚宴，大家都相互

问起现在的情况聊个没完，回酒

店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半夜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以

前上学的地方。忆往昔，无限感

慨涌上心头。二十年的光阴，不

长也不短，二十年前，我们风华

正茂。如今，我们再次相聚，几个

同学去接来了当年的班主任倪

老师。当倪老师开始点名的时

候，大家都大声喊声“到”，仿佛

又回到了二十年前……我们在

母校自由活动，过往的那一幕幕

再次浮现在眼前，忘不了老师们

的谆谆教导，忘不了课堂上的刻

苦攻读，忘不了宿舍里熄灯后的

神侃会，忘不了夹在他书本里的

小纸条，忘不了学校门口小吃店

里香喷喷的糊汤粉，忘不了骑车

去汉江边的疯狂……这一切的

一切，都让我们回味无穷，想起

来都是那么的美好和亲切，这是

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财富，足以

让我们一生去倍加珍惜……

人生沉浮二十载，同学情义

始最真。我们每个同学所走的路

不尽相同，在经历世事的浮沉之

后，才发觉，最难以忘怀和割舍

不掉的依旧是那份老师同学间

的真挚情谊，这段情值得我们用

一生去回忆、去收藏。文/梁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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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现

◎◎人生絮语

炒米汤
夏天，屋里常分为两个截然

不同的世界。

母亲那头，是热上加热。夏

天，已经够热了。母亲这一代的

人，节俭惯了，不习惯开冷气。而

火上浇油的，还有炒米汤的热。

炒米汤，是儿时至今的消暑

饮品。将小米用铁锅炒热，加入

白糖等调料，后再注入凉水，直

至小米煮至开花，炒米汤也就做

成了。之后，将炒米汤舀出来，放

在小坛子里，置于清凉的清水

中，也就成了消暑良品。

冷天烧炕，伏天吃米。老家

流传的这句话中，所谓的“米”，

便是炒米汤。旧时的人家，院子

里大多有一口井。而到了夏天，

井水中的坛子，便成了酷暑中的

一道风景。黄昏时分，归家的农

人们手一伸，结果一碗炒米汤，

一饮而尽，已成了一种乡间夏日

的习惯。

如今，条件好了，可以用冰

箱代替井水。但炒米汤，仍旧是

苦活儿。到了夏天，炒米汤的消

耗量大。母亲往炉火前一站，往

往便是大半天。等一坛坛的炒米

汤，几乎饮尽，母亲肩膀上的擦

汗巾，也几乎全湿了。

与母亲截然相反的，是我们

这头。

夏日里，开着冷气，手中一

碗炒米汤。小饮一口，丝丝清凉

从舌尖开始，蔓延至全身。那一

刻，顿觉酷热的夏日，原来也有

着美妙的时刻。可这美妙，却是

母亲的挥汗如雨所换来的。一念

及此，心中顿时感慨万分。

于是，夏日的家中，便由此

分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以

锅碗瓢盆为中心，热气蒸腾中，

清脆的炒米声，汇成了一曲夏日

的旋律；而几米之外的另一个世

怀念
我与内蒙古徒步万里长城

第一人高旺先生既陌生又熟悉。

说到陌生我确实是从来未见过

其人，而我熟悉的却是读过他的

许多文章与书籍，早已听闻过他

痴迷研究和保护长城的感人事

迹。在我心中高旺先生是一位求

真务实，很接地气且敢于担当的

学者与专家。他是我开始爱上长

城和研究长城文化的心灵导师。

记得在20多年前的一个周

日，我到呼市大学路文化商城购

书，无意中看到一本《内蒙古长

城史话》，署名作者高旺，当时我

就想此人一定是清水河县籍的

内蒙古徒步考察万里长城第一

人高旺，打开书的扉页浏览作者

简介后，果然是意料中的高旺先

生，于是，我二话没说购买了这

本书。当晚我就将这本书通读了

一遍，看完高旺先生这本书后，

使我了解到了许多从前所不知

道的长城方面的东西，可谓是大

长知识，打那时起，我便开始对

长城和长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后来又通过朋友先后得到

了先生编著的《博览长城风采》

《长城访古万里行》《长城烽火》

等书籍，当时对我来说能得到有

关长城方面的书籍资料，那真是

如获至宝。

高旺先生写作文笔朴实，可

读性强，那几年通过阅读高旺先

生的书籍，我的长城知识增长了

许多。加之在文化人圈儿内老有

人和我谈起高旺先生，介绍他严

谨的治学和研究态度，评说他举

债自费考察和研究长城的事迹，

赞扬他追求真理和不卑不亢的

人格魅力。正是在高旺先生精神

的鼓舞与激励下，使我不由地喜

欢上了长城与长城文化并渐渐

走上了研究长城文化这条道路。

从起初单纯阅读书籍资料，到后

来我也开始走出去实地探访，先

后到山西偏关、平鲁、河曲、宁武

等地考察长城，拍摄了许多照

片，撰写并发表了不少文章，因

此得到了社会有关方面的认可，

相继加入了相关协会、学会与研

究会。回头想想，这些与高旺先

生是分不开的，是他编著的书籍

和他的高尚品质与精神将我带

到了创作与文化研究这条道路

上。

高旺先生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起考察研究长城是从清水河

县境内开始，他对清水河县的各

代长城了如指掌，他的研究成果

屋后的花草
最近，有件事让我心情很不

爽。

我屋后种得花草，总有人破

坏。我重新种上，又被扯掉，那个

人似乎与我较上了劲。我得罪谁

了？他为什么要损坏我的花草？

这很影响我的心情，我不得不仔

细思考一番。我在这住了近20

年，一直与人为善，应是毛孩子

干的吧？可如果是毛孩子，那毛

孩子也太执着了吧？这么坚持不

懈扯我的花草，省人不利己，图

啥呢？

一次与邻居闲聊，聊到这件

事。邻居说他家门前的花，也被

毛孩子扯，不得已只好都搬进室

内了。领导说他曾经喝斥过一个

破坏他花的小孩子，很顽皮的一

个小孩。小孩子的父母在这烤羊

肉串卖，也是我院子里一个租

户。

既然是个毛孩子，我也无可

奈何。反正我种多少，他会扯多

少，我干脆不种了。只是花钵里

渐渐长满了杂草，看着，总觉得

不爽。总认为荒了地，误了季节。

但你与小孩子讲不了道理，并且

我连他人都没见过。

一天，我打扫屋后的卫生

时，在花钵边看到一张撕了的试

卷。我反正没事，将它们拼凑起

来。这是小学二年级的单元测试

试卷，上面有很多红叉叉，只考

了48分。我想，这孩子成绩不好，

肯定心里有很大压力，这才拿我

的花草撒气吧。如果这样，我也

就不怪他了，毕竟，他只是揪花，

也没干太过分的事。

隔几天，我在家准备做饭。

一个小男孩用婴儿车推着个小

女孩，经过我窗边。小男孩可能

以为没人，给他妹妹说：“我给你

摘一朵花吧？”可是，他突然意识

到，上面没有花了。小男孩这时

也看到我了，有些窘。“小朋友，

那是你妹妹吧，好可爱？”我故意

与这个小男孩子套近乎。

小男孩估计也就八九岁的

样子，长得倒是很机灵。他点点

头。“要是这里有许多花，你经常

就可以带你妹妹来看看了。可是

都被别人破坏了。”小男孩立即

说：“叔叔，不是我摘的。”

“我知道不是你，你一看就

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如果你看到

哪个小孩子损坏的话，能不能帮

我照看一下，我们让这里开出美

丽的花来好吗？”

小男孩点点头。我后来再补

◎◎城市动画 种上花草，就没有人再破坏了。

后来，我再次遇到了那个小男孩

子，她推着她妹妹来我这看花。

“你看这花，不几天就成活了。只

要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种花与学

习一样，你付出了，肯定有回报。”

他点点头，礼貌地对我说谢谢。

后来，我再也没遇到这个

小孩子了。听人说，他爸换了做

生意的地方，搬走了。至今我也

不确定，以前是不是他损坏的

花，也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了我

的话。 文/龚本庭

界，冷气氤氲，米汤在手，说不出

的惬意。

热世界，是爱；冷世界，是被

爱。热世界的人，心中满满是爱，汗

如雨下，脸上却是满足的笑容；而

冷世界里，被爱的幸福，同样也是

夏日里美丽的风景。 文/郭华悦

为后来清水河县长城文化研究

奠定了基础。听当地人士讲，清

水河县自2005年起就将沿袭了

几十年的一年一度举办一次的

传统“物资文化交流大会”重新

冠名为“长城文化节”。2017年8

月9日“长城文化节”期间，我因

围绕长城撰写并在报刊上发表

了许多的文章，受邀前往清水河

参加了首届“长城文化艺术成果

长城奖”颁奖晚会。那天我在获

奖名单上看到高旺先生的长城

文化系列作品被评为“文化艺术

成果突出奖”，非常欣慰。

高旺先生去世已18年之久，

当地有关部门能够给一位逝者

评奖、授奖，其中饱含了一种多

么博大的情怀。高旺先生的感人

事迹、做出的贡献与高尚品格，

令人肃然起敬，故今提拙笔以文

记之，怀念已离我们而去的高旺

先生。 文/吕达超

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太

多，也不太少。只不过是把别人

一两年的浓情，融化在了十年

里。正是这融化后的淡淡的而又

不失浓烈的情感，如此温馨浪

漫，让内心常有涟漪，只是在心

底里■你留下的那个位置却从

未改变。

下个十年当然会在一起。可

以自控的皮囊，加上浪漫的灵

魂。夕阳下大海边两个身影挽手

轻轻细语的画面，才会更加诠释

十年的浓烈和平淡。文/晓 海

◎◎饮食男女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走进

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一些小事

令你不能释怀，影响着你的心

情，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岁

月的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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