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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殿

暮聚霜雾凝成雪，

晨遇娇阳灿为山。

姿雄英发盘于颠，

情柔化水润人间。

日照
金山

◎曾利华

妈妈，我想对您说
◎马尧

小区是在麻雀叽叽喳喳地相
互交谈中醒来的，我也是，小区内
长势茂盛的花草树木也是。

小区坐落城北，远离市中心。
昨夜的一场春雨，来得急，去得也
快，但却很快让小区陷入了湿漉
漉的宁静。这种宁静一直延续到
晨光熹微，才被叽叽喳喳的麻雀
声打破。

起初，听到麻雀的叫声，我以
为时间很晚了。当我睁开矇眬的
睡眼，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
一看，才早上6点。我甚是恼火，这
些不知好歹的家伙，这么早就起
来吵吵嚷嚷，当年被列为“四害”
之一，真是罪有应得！可我静下心
来，细细聆听他们争先恐后叽叽
喳喳的叫声后，竟慢慢听出许多
乐趣。我想，这些城市中的小精
灵，定是因为昨夜的那场雨，而早
早归了巢，或栖身于某个屋檐，度
过了一个夜晚。当天色渐亮，他们
便早早出来，齐聚小区空坪中的

某棵桂树，一边上下跳跃，一边聊
着昨天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的春雨，聊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不断的扩张和日益焕发的新颜，
聊着他们自己曾经在乡野中四处
觅食而被稻草人吓飞的陈年旧事
……然后，他们又展开翅膀，齐齐
飞往不远处的一株香樟，开始一
个新的话题。

听着听着，我突然发觉，这
些麻雀真是可爱，在这个静谧的
清晨，他们婉转的叫声，清澈而
纯粹，就像天籁之音，悠扬地飘
在小区的上空，让那些如我一样
先是在沉睡中被唤醒，尔后聆听
着叫声恍惚间回到了大自然怀
抱的人，尽情享受着喧嚣来临前
难得的一份惬意和宁静。其实，
在我老家的房前屋后，田间地
头，山野草从，麻雀最为常见。特
别是时入酷夏，一大片的田野，
翻滚着金色的稻浪，长满艾草的
田埂上，时常可见一只又一只的

棕黑色麻雀，跳来跳去，啄食虫
类或谷粒。而在村前的禾坪上，
三五成群的麻雀也不畏灼人的
阳光，从半空中箭一般地俯冲而
下，停留在一片散发清香的稻谷
前，饱食一顿后才心满意足疾飞
而去。

就在我放飞思绪的时候，两
只麻雀来到了我卧室的窗户上，
他们一边欢快地鸣唱，一边在防
盗网上跳来跳去，相互嬉戏。我和
衣而起，轻轻地拉开窗帘，不想却
被其中的一只麻雀察觉，他扭转
脑袋瞅了我一眼，便扑棱着翅膀
尖叫着倏地飞向不远处的一棵香
樟树，另一只也一路鸣叫紧随而
去。我暗自笑了，其实我并无恶
意，我只是想近距离瞧瞧这类久
未接触的小精灵，但他们却因我
的举动，受了惊吓。

因羡春光觅远芳，才停一树
又奔忙。风寒翎羽声声乱，破草屋
檐饮严霜。临窗而立，略带凉意的

春风轻拂着我的脸颊，几句关于
麻雀的古诗句跃入脑海，我的内
心头荡起一片小小的涟漪。窗外
的桂树、香樟树上仍有数只麻雀
叽叽喳喳，窜上窜下，不远处的栅
栏围墙上，也有几只驻足停留。看
着这些小精灵，听着他们欢快的
叫声，我突然问自己，这些麻雀是
从哪里来的？是从遥远的乡村“农
转非”的吗？如果是从乡村来的，
那他们因什么而来？是厌倦了乡
村还是向往着城市？我不得而
知。但我清楚，这些身材娇小、外
表朴素的麻雀，他们时常成群结
队从城市的上空一掠而过，已然
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引得哪些
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小孩们驻足
观望。而在这座繁华的城市，更多
的麻雀则散落于各个公园、小区，
甚至街边的某棵小树。他们已经
融入这座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
部分，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份活
力与亮丽。

五月的风，带来了清凉的夏
天，坡上的杜鹃开了，姹紫嫣红铺
满山野，路旁的俄色也开了，洁白
轻盈团簇在枝头，一片一片像坠
落凡间的云朵。妈妈，最美的季
节，大自然奉献最美的姿颜，这是
为了迎接您的节日。

给我们生命，带我们来这世
间，体验人生所有的精彩，抚育我
们成长，教育我们做人，让我们有
勇气有担当经历人生的所有艰难。
妈妈，您是我们最需要感恩的人。

可是妈妈，我们最想说，对不起。
对不起，妈妈，因为您的孩子

是纪检监察干部。
妈妈，因为我们是纪检监察

干部，所以，让您心疼了。每一位
母亲，都想自己的孩子是天底下
最幸福的人，拿最丰厚的薪水，做
最轻松的工作，有最闲暇时光，交
最真心的朋友。可是我们好像都
没有做到，我们的工资不高，我们
的工作很辛苦，我们休息时间不
多，我们的朋友很少。我们的生活
朴素清贫，我们买不起豪车，住不
起别墅，为了办案，我们需要翻山
越岭，加班加点，熬更守夜，我们

常常没有节假日，因为工作的特
殊性，我们的圈子很窄，我们有些
孤独。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遭遇
冷眼谩骂。您看到我们这样，一定
很心疼吧？对不起。

妈妈，因为我们是纪检监察
干部，所以，让您担心了。

每一位母亲，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平平安安，被世界温柔以待。
可是妈妈，我们不敢向您保证能
做到。打虎拍蝇，执纪问责，我们
需要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案件，
有时候，也会有危险的。打击，报
复，算计，陷害……这样的伤害随
时可能出现，我们无法预料。或者
在某个时间，我们会突然接到命
令，然后从您的视线里消失一段
时间，音讯了无。妈妈，您一定很
担心吧?对不起。

妈妈。因为我们是纪检监察
干部，所以，让您受累了。

每一位母亲在年老时，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承欢膝下，共
享天伦之乐。可是妈妈，我们经常
在您的生活里缺席。因为繁忙的
工作，我们无法时时陪伴，悉心照
顾。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您用尽全

力对我们呵护。我们成长，您却衰
老，青丝变成白发，目光浑浊，脊
背佝偻。我们需要妈妈时，妈妈随
时都在，而妈妈需要我们时，我们
却常常不在，甚至到了这些时候，
还在帮我们分担生活的重担，帮
我们照顾孩子，帮我们操持家务，
尽力帮助我们您能帮助的一切。
生病了，自己去医院，难过了，自
己安慰自己。作为您的孩子，我们
内疚，惭愧，却也只能内疚，惭愧。
妈妈，您辛苦了，对不起。

很多的对不起，可是我们知
道，妈妈您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们。
电话里，您总是嘱咐，好好上班，
注意身体，您会把微信上大段大
段的心灵鸡汤和养生知识转发给
我们，您会不凡其烦让我们保证
不要熬夜，早点睡觉。您只能用这
样的方式继续关爱您的孩子。妈
妈，我们没说过，但我们都知道，
我们满心的感恩。

可是我们还想说，妈妈，因为
我们是纪检监察干部，所以，您要
骄傲啊。每一位母亲都希望自己
的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
为被别人需要的人，成为优秀的

人。妈妈，我们应该做到了。在学
校里，我们是勤奋的学生，在工作
岗位上，我们是最敬业的职工，就
像您从小教导我们的，要忠诚，勇
敢，有担当，妈妈，我们这样做了。
我们成为纪检监察干部，从此肩
负神圣而光荣的使命，手擎利剑，
惩恶扬善，我们为保护群众的利
益而战，为维护社会的风清气正
而战，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正义
的执着，我们坚定而自豪。妈妈，
您也为我们而骄傲，对吧？

妈妈，5月12日是您的节日，
在这个鲜花盛放的日子，我们希
望您的笑容也像斑斓的花儿一样
明艳。妈妈，请您放心，您的孩子，
会保护好自己，也会不断的完善
提升自己，谨记您的教诲，努力工
作，好好生活。也希望妈妈，保重
自己的身体，给我们更多的时光
和机会，让我们慢慢弥补对您的
亏欠。愿时光慢一些，再慢一些，
好让我们挽着您的手，慢慢地陪
着你走。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其实我
们最想说：妈妈，谢谢您，我们爱您！

妈妈，节日快乐！

下乡时，看到一户人家的院落里
晒满了茵陈、蒲公英等草药，小小的
庭院里弥漫着幽淡的药香，沁人心
脾。看着这些熟悉的草药，我的脑海
中不由迸出儿时关于采药的往事来。

春日里，万物争奇，百草葱茏，是
采药的大好时光。彼时，关山脚下的
家乡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人采
药是为了接济生活，当然了，对孩子
们来说，靠采药完成勤工俭学的任务
是最好不过了。

一出门就是山，所以，采药是很
方便的事情。周末的清晨，女人娃娃
们按照原先商量好的打算，早早就起
床了，唤上妯娌姐妹，提上篮子，拿上
铲子，兜里还不忘塞块干馍和一瓶泡
好的淡茶水，踏着春天的第一抹朝
阳，就出发了。一路上，杨柳摇曳，蝴
飞蝶舞，山桃花、杏花、山茱萸，春花
像是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盛会，争先
恐后的把昔日里寂寥的山点缀的一
片绚烂，枝头的鸟儿飞来飞去，春风
佛来也暖哄哄的，想，桃花源也不过
如此吧。

其实，女人娃娃们采的药也不过
是常见的茵陈、蒲公英、地丁草一类
的草药，而那些菖蒲、柴胡、苍术、防
风、寄生、川地龙等值钱的药，我们是
可望而不及的。美好的东西具有无法
抵挡的诱惑力，而又不易得到，因为
那些药都长在深山里，得走很远的路
程，费很大的事才能找到。

茵陈、蒲公英和地丁都是茎叶类
的草药，它们低调而平凡，又很不起
眼，算是百草里面的平民了。在家乡
陇州，它们随处可见，沟沟梁梁，山山
卯卯，地边水渠旁，一簇簇，一丛丛。
眼尖的人如果发现了药的影子，大家
都欣喜若狂，忙不迭的就地而蹲，一
手捏紧草药的叶子，一手按照根部，
一铲子下去便会收入篮中。手快的人
一般很快能采一篮子，如果运气不
好，整整一早上，也会没收获。这样一
来，东面地里采一些，西面山卯上采
一些，跑来跑去，早已累得人气喘吁
吁了。我采药时，喜欢在山上没人种
的地里采，那里的药长的相对集中一
点，有阳光、雨水、春风的呵护，还很
肥硕，主要是地里的荒草、虫子什么
的都有，是那么热闹，这会让我觉得
这样的田地就跟人一样，活得丰富多
彩，充满不安和诗意，也不孤单寂寞。

采回来的草药，选个吉庆的日子
仔细挑拣后，倒在房檐下或者院子
里，在阳光下晾晒。闻着满院子扑鼻
的药香，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过不
了多日，它就可以变卖，那勤工俭学
的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我采药时，很多时候是跟着祖母
去的。我眼尖，祖母虽然老了，眼睛花
了，但是手脚麻利，我发现有药的影
子，祖母就开始采药了，那些药在她
眼里如同珍奇异宝般金贵。而我却无
所事事的抬头望着天空中的一朵云，
地边的一朵花发呆。或者看地里的一
群蚂蚁怎样搬家，从地这头到那头，
它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像是人类
要完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就这
么有排山倒海的声势，于是，我再充
当个“预言大师”：最近要下雨啦。

时光知味，草木皆情。采药的次
数多了，见得也多了，才知道百草皆
药。那些看似平平常常的植物其实才
是治疗百病的良药。比如，车前草具
有止泻、利尿、祛痰等作用；有一种叫
狼牙草的草药是治疗咯血、吐血的最
好药物；富有诗意的苍耳子则有治疗
皮肤痒疹的作用，称为“痒家功臣”。
看来，看似貌不惊人的草药其实暗藏
玄机，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让
人叹服。就连《诗经》里也有不少草药
描写呢，比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采药的时光简单而美好，它不仅
给我贫瘠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一笔财
富，是弥足珍贵的回忆，更是我人生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连接着故乡和
大地，是生命的神经和血脉，让人难
忘。

采药
◎文雪梅

晨光中的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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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谷雨摘新茶，
今岁春寒少嫩芽。寻遍半
山般若叶，炼成一握老君
砂。”南方有谷雨摘茶的
习俗，传说谷雨这天的茶
喝了会清火、辟邪、明目
等。所以谷雨这天不管是
什么天气，人们都会去茶
山摘一些新茶回来喝。

谷雨茶清香，有诗
云：“诗写梅花月，茶煎谷
雨春”。明代许次纾在《茶
疏》中谈到采茶时节时说

“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
雨前后，其时适中。”朱权
在《茶谱》中从品茶、品
水、煎汤、点茶四项谈饮
茶方法，认为品茶应品谷
雨茶。

谷雨茶必须是谷雨
这天采的鲜茶叶做的干
茶，而且要上午采的。民
间还传说真正的谷雨茶
能让死人复活，肯定很多
人听说过，但这只是传
说。可想这真正的谷雨茶
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有
多高。

据说，谷雨采摘的新
茶，具有生津止渴、消暑
清热、祛病延年的功效，
精通茶道的人就常说品
茶应品谷雨茶。也许谷雨
茶真是对健康有益，能使
人无时不进入一种淡泊
宁静的养生境界。难怪陆
羽的茶经中说：“聊四啜
五 与 醍 西 湖 甘 露 抗 衡
也。”《神农本草》中也
称：“茶味苦，饮之使人
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宁 心 静 气 ，虚 怀 若 谷
……”

谷雨茶是文人骚客
的最爱。唐昭宗时户部侍
郎陆希声《茗坡》云：“二
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
露华鲜。春醒酒病兼消
渴，惜取新芽旋摘煎。”唐
代僧侣有饮茶风尚，晚唐
著名诗僧齐已留下了三
首与谷雨有关的茶诗，其
中一首是《谢中上人寄
茶》：“春山谷雨前，并手
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
和易晚天。且招邻院客，
试煮落花泉。地远劳相
寄，无来又隔年。”

在轻雾如烟的茶丛
中，翠绿鲜嫩的春山野茶
很稀少，乃至天色将晚
时，还未采满筐。尽管谷
雨佳茗难得，但文人墨客
茶友还是慕名前来品尝
购买今年的新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