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速读 13

愿做一块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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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旗交管大队集中开展夜查行动
净化岁末年初交通秩序

为切实落实好“百日整治”及“百日安全行动”工作要求，2018年12月17日和18日晚，
准旗交管大队以中队为单位，在全旗境内组织开展夜查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

行动中，大队根据辖区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律、特点，将中队民警分为多个行动小组，
对酒驾、醉驾、涉牌涉证、报废车上路、闯禁行、超速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查处，
对查获的交通违法行为，全部予以上限处罚。

同时，执勤执法民警在夜查过程中，对每一辆接受检查的的驾驶人都要进行“开车不
喝酒、喝酒不开车，系好安全带、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安全提示，对查处的交通
违法当事人，进行现场和事后交通安全再教育，积极教育和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交通陋
习，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刘 江）

姜，烹饪辅料，颜色不
及秋之南瓜光鲜，大小更不
能类比。从集市归来的人，
也只是附带买一点而已。

一开春，我家院子整出
一块空地，本想播撒一些花
草的种子，待到花开时，小
院充满了生趣。不想，趁我
出差不在家，妻子买了生姜
的种子，种在了那片空地
里，我虽心有不悦，但也只
好作罢。

妻子浇水，施肥，精心

管理着生姜的生长，不多
久，从泥土里拱出一片片小
叶片。暖阳欢跳，青翠的小
叶片一天天长大，一簇簇幼
苗铺满空地，一地绿丛在小
院里充满生机，夏时，一株
株生姜稞茂密起来。妻子开
始打顶，摘除花蕾，每隔几天
摘除一次，以减少养分消耗，
促使养分向地下根状茎积
累。妻子注意观察，发现个别
严重的病棵及时拔除，并挖
去带病菌土，在病穴内撒施

石灰，再用无菌土填埋。如遇
大雨，妻子立即排涝保苗。转
眼到了秋天，在妻子的悉心
管理下，生姜喜获丰收，堆满
了小院的一角。

我家姜多，但不能作为
主食，一次煮上一锅去吃。
凡有人串门，妻子会送上一
点，邻居家的菜肴上，也都
用上了我家的鲜姜。妻子热
心，分送鲜姜与别人，我却
不为心动，反感的思想反倒
一天天加重。姜，非贵重礼

物，不过一种烹饪辅料，用
量少得几乎可以忽略掉。饿
了，家里的姜再多也不能拿
来充饥。接下来的日子里，
妻子每次把姜放到别人手
里时，我都心有不快，对生
姜的态度，也由不冷不热，
忽而变得厌倦起来。

忽一日，一位食堂师傅
闯到我家来。他夜间驱车贸
然而来，一定有什么要紧
事，谁知，他只说带一些生
姜回去，准备给辛苦加班加

点的人做一顿好吃的夜餐。
还说情况实在特殊，试先未
配齐生姜。我白了他一眼，
心里直嘀咕，吃饭又不是吃
姜，何故呢？师傅一眼看穿
了我的心思，中肯地说：“缺
姜不成菜，鱼肉虽好，少了
姜这些辅料增色添味，何来
满口香？”师傅高兴地带走
了半筐鲜姜，去做他的事情
了，我满脑子萦绕的，都是
师傅那句关于生姜的话。

在我们的生活中，宴席

上的每道菜几乎都少不了
姜，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
会有姜隐藏在菜篮子的最
下面。看不见的是味道，姜
默默地为大餐增味添香，给
每个小家庭送来温馨，这不
起眼的姜，隐了形，却成了
事。

在人生的河流里，我愿
做一块姜，甘愿为别人默默
地增色添彩，把人间的每道
人生大餐共同做美做好。

文/董国宾

忽然因为一个词而心
动：轻欢。轻欢，而不是清欢。
苏轼说，人生有味是清欢，清
欢指的是清淡的欢愉，那种
味道很难言传，应该是人生
历练后的彻悟，是繁华落尽、
洗尽铅华之后的淡然，把人
生看透看淡而心生欢愉，这
个词有点深奥有点悬妙。

而轻欢就不同了。我以
为，轻欢的轻，指的是轻快，
轻盈，轻灵，轻松，是微微动
起来的感觉；轻欢的欢，指的
是欢乐，欢快，也是动态的。
清欢，是内心的感受；轻欢，
是外在表现。轻欢，轻快地动
起来，欢乐地生活。相比较而
言，轻欢是直接的，可看可感
的，带有感染力。它不故作高
深，也不肤浅庸俗，比小资多
了几分烟火气，比俗世多了
几分诗意，实在是让人欢喜。
而且这种欢喜，深浅正好，没
有大喜大悲，就是心上跳跃
着的小欢喜，不会让人心花
怒放，只是轻轻的，心动了一
下，暗香浮动恰恰好。

如果能够在苍茫浮世
中，寻找并保留一种轻欢的
状态，真的是人生之幸。

那天我们3个人去一个
朋友家做客，谈笑中，她忽然
来了兴致，要为我们唱一段

黄梅戏。她喜欢黄梅戏多年，
是资深票友，说黄梅戏是她
生活中的锦缎，让她的人生
舞动出生动斑斓的色彩。

朋友换上戏服，唱起了
《女驸马》的经典唱段。她轻
舞衣袖，举手投足间灵气毕
现。她的唱腔婉转动人，动作
轻盈灵动，真的是妙极了。看
着朋友陶醉在自己喜欢的
戏曲中，那么幸福和愉悦，我
也觉得心上有一只轻盈跳
跃的小鹿，很欢悦。朋友唱
完，我们鼓掌，她给我们讲这
个唱段的特点，我们听得饶
有兴致，还谈了自己的感受。

有人唱，有人听，有展
示，有欣赏，彼此理解，还能
和谐互动，创设出非常美好
的氛围。

想想我们几个人，平日
里忙忙碌碌，忙着在职场中
与自己、与别人打一场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也忙着在柴
米油盐中把母亲、妻子、女儿
的角色诠释得无可挑剔。有
的时候，生活中的琐碎和烦
恼会消磨人的灵气，如果你
沦陷其中，就会变得暮气沉
沉。不过还好，我们懂得在生
活的夹缝中寻找那点点轻
欢。曾经我们推崇简静生活，
以为岁月静好是生命的最

佳状态。可如果生命之水静
得连一丝涟漪都没有，那该
有多沉闷！

轻欢，就是轻轻敲破沉
闷的鼓声，让生活有了节奏
感，有了动起来的活力。我们
几个好友中，有的坚持练瑜
伽，有的加入了书画协会，有
的是驴友群里的群主，我们
时刻记得，要让自己保持欢
喜心，要让生命处在愉悦状
态。轻欢，就是要轻轻动起
来，走起来，让生活的静水变
成清浅的流水。流水不腐，户
枢不蠹，生活生动起来，就能
收获更多的小确幸，从而丰
富生活，让生命更加有质感。

轻欢，是我们必须要保
持的状态。不要离群索居，不
要孤家寡人，这不过是你不
愿改变现状、不愿接纳多姿
多彩生活的借口。生活最慷
慨，赐予我们广阔而丰饶的
天地，何必做一只困在井底
的青蛙？

让生命起舞，给生活注
入活力，活出轻欢的状态。

与日月相望，与山河对
坐，与草木交谈，与流水唱
和，与书香融合，与音乐共
鸣……与生命把盏言欢，
轻轻欢悦，浓浓滋味，尽在
其中。 文/马亚伟

别来有恙，这话听来很
怪，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见怪
不怪了。

为么不先说，算是埋个
伏笔，先说原词———别来无
恙。

别来无恙出自《元曲选·
冻苏秦》第三折：“岂知你故人
名望，也不问别来无恙。”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
我本来是老伙计，以前咱们
见了面问寒问暖，发微信点
个赞，没想到如今你升官发
财声名显赫了，见了面也不
问问我身体咋样，发微信也
不给点赞了，这算啥啊，忒不
厚道了。

之后，这个词就主动地
接受了前车之鉴，用作了别
后通信或重逢时的问候语
了。

如在《三国演义》第四十
五回中，蒋干见到了周瑜，曰：

“公瑾别来无恙？”
这儿就是客套话了，意

思是说几天不见，您身体还
好吧？

当然不能说，几天不见，
您没生病吧？

意思虽然一样，但后者
却让人烦。

据记载，战国时期的《易
传》一书是如此解释“无恙”
的：“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恙，
噬人虫也，善食人心，故俗相
劳问者云无恙，非为病也。”

按照《易传》的说法，那
么别来无恙的“恙”，就是一种
在草丛中聚居的虫子，这种
虫子的特点是“善食人心”，简
直像食人虫，而不是一种疾
病，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老爸是医生，他老人
家讲，从医学上来说，“恙”就
是一种恙虫，又称恙螨，可引
起恙螨皮炎，属于传播性疾
病。

恙虫病，就是感染后的
恙螨幼虫叮咬人体所引起的
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特征
为起病急骤、持续高热、皮疹、
皮肤受刺叮处有焦痂和溃
疡、局部或全身浅表淋巴结
肿大等。

想想好多人都有过这种
病，也就不再认为是骇人听
闻了吧？

恙螨寄生的地方通常是
杂草丛生的野外环境，上古
时期卫生条件差，人们露宿
野外，因此常常会患上恙虫
病。

现在，喜欢在外睡觉，或
野外辛苦打工的人，一定要
小心喽！

因为恙虫病是一种急性
传染病，所以古人见面的时
候，生怕传染给自己，就不再
照顾面子了，握手前，先互相
问一句“别来无恙”。

这就是说，伙计，几天不
见了，您身上到底有没有恙

虫啊？若是有的话，您可得说
实话，千万别传染给我啊，我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老爹老娘
呢！

如今，随着农药的不断
喷洒和医疗技术的不断发
展，恙虫几乎被灭绝了，“别来
无恙”这个词也逐渐退出了
历史的戏场子，转而换成了

“亲！我想死你了！”“哈喽！抱
抱！”

曾经让人羞于启口的
“亲”和“抱”现在都成了口头
语，好吗？

好不好且不论，但事实
也没几个人敢亲敢抱，为么？

看看吧，士别三日，张三
成了开滴滴的，谁知道他对
打车的美女起没起过歹心下
没下过毒手啊？李四成了跑
高利贷的，谁知道他是来搞
钱的还是来躲账的啊？王五
干了传销，谁知道他是来坑
亲戚的还是来坑朋友的啊？

恙虫已没多年，如今咋
又遍地？惹得人心惶惶，兄弟
不是兄弟。

新的恙虫，真的是食人
心啊！

现在，人与人见面，虽不
会再问“别来无恙”，但从心里
却会感觉已经是“别来有恙”
了，你防我我防你，都心存芥
蒂，让人与人越来越陌生，感
觉都像有病似的。

文/杨福成

人生，勤以修身，故须

身体力行；生命，俭以养德，

方可德高望重。

春种，才有秋收；瓜熟，

才会蒂落。与自然相同，人生

有信念，才会有追求；生命有

向往，才会有诗和远方。

不论身份，只要能成为

他人的记忆，即是人生的欣

慰；无论身价，只要能成为他

人的回忆，即是生命的幸慰。

仁者之仁，就在于忘却

曾经施惠于人；贤者之贤，就

在于不忘曾经受惠于人。

一时艰难困苦的生活，

既害怕面对窘困，更不敢挑

战痛苦，又困又苦的日子只

会越过越艰难。

什么都不懂，人生一定

愚昧；什么都不想，人生一定

平庸；什么都不干，人生一定

无为。

小人交友藏奸，故虚情

假意；君子交友真诚，故情投

意合。

所谓知己，有一种理解

是：有时相知如己，有时熟知

过己。其知，即知心、知情、知

趣不一而足。

朋友多了，有真有假，

但时间久了，真的假不了，假

的也真不了，前者如诤友，后

者如损友。

老朋友似陈酿，越久越

觉醇香；好朋友如香茗，越品

越觉回甘。 文/巴特尔

别来有恙生命中的轻欢

思露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