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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方成

清晨起床
我撸起袖子
使劲抹灰 擦地
我 把 我 的 小 屋 捡 拾 得

干干净净
因为
尽管狭小
也是祖国的一寸寸土地

白天上班
打开饮水机
需要五滴水
绝不浪费第六滴
因为
每滴水 每度电
都是祖国珍贵的能源

走在茫茫人海
看到跌倒的人
会迅速上去扶起
因为
不管他流的血
还是我流的血
都是炎黄子孙的血液

假日
站在泰山 或是黄山
离开
总会把周围捡拾干净
生怕落下了一个小纸片
因为
所有的景点
都是祖国美丽的容颜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总会饱含满腔热泪
行一个庄严的敬礼
因为
是这面血染的旗帜
让我挺拔了腰杆

李梓民

庄严宣告，建立新
中国，环球震撼。 神圣
使命 ，开天辟地 ，红色
中华发展。 绘蓝图、布
棋局、 八方齐奋战，予
忠烈 ，更多慰藉 ，要见
群星灿烂。

英雄倾注情感，钢
铁铺成干线；天下光明
夜 ，三峡还宏愿 ；唤醒
茫茫大漠 ， 太空飞火
箭。 人民放眼，量准辉
煌者，撰写经典。

游宇明

最近几个月， 我好像得了“杂粮
病”，早晨一定吃包子，包子的主料是小
麦，中晚餐则吃“混合米”。“混合米”是
我取的名字，其中大约百分之四十是精
白米，百分之六十是杂粮。 我家的杂粮
品种丰富极了，粗略列举一下，就有小
米、荞麦、高粱、薏米、红米、黑米、玉米
碎、紫糯米、糙米、燕麦、东北粘米等十
多种。 哪天不这样吃，心里就会非常不
安。

杂粮这玩意，我其实并不陌生。 老
家在湘中山区，水田少，旱土多。 小时
候，生产队每年只能分回人均150公斤
左右的稻谷，碾成米，也就100公斤多
一点，那时的我们非常能吃，二三十公
斤一袋米， 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吃完，但
如果不是过节， 很难吃到纯粹的白米
饭。 平常的主粮，要么是吃一小团白米
饭，再吃玉米、小麦粑、高粱糊、芋头汤；
要么是将红薯米拌在白米饭里一起煮，
一锅白如冰雪的饭因此变得黑糊糊的，
颜色难看不说，口感也很差。那时，我天
天梦想着离开家乡，不再吃杂粮。 1981
年考上大学， 以后分配在城里，30多年
的时间， 我从来没动过吃杂粮的念头，
就像要跟它斗气一般。 当然也用不着
吃，这些年大米的供应非常充足，不要
说城里人，就是我老家的乡亲也早已是
餐餐大米饭了。

对杂粮生出亲近之心，直接的动机
是想瘦身。

35岁以前， 我的体重从来没超过
70公斤。 70公斤不是个小数目，但我身
高1米85，长年这点体重也算是“人比黄
花瘦”了。那时真的很奇怪，我吃东西很

乱，牛肉、猪肉、狗肉、鸡肉、沙琪玛、法饼、瓜子、花生，逮啥
吃啥，肥瘦不挑，吃的量也相当恐怖，十斤月饼，我可以一
个人几天就干掉；八九斤的西瓜，我上午一半、下午一半，
根本不用别人帮忙。可我就是不长胖。现在呢，肥肉早已不
吃，副食也一两个月难得买一回，却见风长肉，最初是75公
斤、80公斤， 后来是90公斤、92公斤、95公斤。 因为过肥，
2011年患上了高血压，一天不吃药，收缩压能飙到170汞
柱以上，简直要人命。我跑过步、做过仰卧起坐、吊过单杠、
爬过山，减肥、降血压的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去年托单位之福在市中心医院做了一次体检，结果是
原有的慢性病一样不少，还蹦出一种新的：动脉轻度硬化。
我问检查的医生，动脉轻度硬化是怎么来的？医生说，凡是
患高血压的几乎都有。 我急了。 生活中有些病是非常麻烦
的，比如脑溢血、中风、心肌梗塞等，而它们往往都是动脉
硬化闯的祸。于是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治好高血压病呢？血
压不高了，动脉不就可以延缓硬化吗？

机会往往等着善良的人。 体检后一周，我接到中心医
院的电话， 邀我参加一个有关心血管疾病的健康讲座，主
讲者是我的老朋友、全国著名的“为民医生”胡卫民。 那天
下午，我特地早早坐车到了现场，在前几排坐下。卫民讲了
“三高”的发病机理，此类患者应该注意些什么，其中还谈
到一个理念：肥胖是万病之源，一个人不胖了，包括高血压
在内的很多病就可能不治而愈。

我下决心瘦身，过年时，在浙江一所高校工作的女儿
恰好回来休假，我便跟她探讨何等方式最有效。女儿说：老
爸，多吃粗粮吧，粗粮热量比较低，又相对难消化，不容易
产生饿感。 女儿走南闯北，比我有见识，读的书也多于我，
我自然从善如流。 转瞬间，女儿便从网上给我购买了十来
斤杂粮，有八九个品种，吃“混合米”的时光由此开启。

吃杂粮再适当节食的瘦身策略显然是成功的，第一个
月，我的体重由95公斤降到了90公斤，第二个月，变成了
85公斤，如今，体重是76公斤，血压也于减肥的第三个月恢
复正常。

世间之物从无绝对的好坏，杂粮也不例外。 而杂粮的
际遇，其实也就是我们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徐志强

六月的天时而炎
热，时而凉快，天气也变
化莫测。周五下午，西半
城骤暗， 阴云在天边急
行军，一跑到东边，倾盆
暴雨就砸了下来， 不过
来得快去得也快， 阳光
躲了小会空闲， 又劈头
盖脸地照下来。 小满一
过， 街边多出三轮摩托
车的身影， 瓜农老汉停
在小区门口， 一掀车上
的幕布，就地开始吆喝：
卖西瓜了， 又甜又红的
大西瓜。

这让人恍惚，莫非夏天提前到来了？ 如
果挑选夏天最具代表性的事物，西瓜必定排
名靠前，水果中更是无可替代。 想来只有夏
天那么火红的烈日，才能在地里产出相映通
红的西瓜。 西瓜品类中，有白瓤的三白西瓜，
皮肉似冬瓜；也有黄瓤的瓜，外形近似哈密
瓜，果肉甜蜜，各具特色。 但我以为，唯有红
瓤青皮的西瓜与夏天最相般配。

老农车后厢的青色条纹的瓜并排而立，
绿意葱茏，像未经雕琢的翡翠。 它圆圆滚滚
的模样，让我对西瓜生出亲切的喜爱。 这位
老汉初来乍到， 加上对季节过早的怀疑，我
上前问，这瓜保不保熟，老汉划拉几刀，直接
给瓜开个小洞，取出的肉红而厚。 不言而喻，
瓜熟透了。《诗经》有云，“七月食瓜，八月断
壶”，吃瓜时令足足提前一个月。

西瓜本是几千年前非洲的野生葫芦科
植物，也不知道经历多少阴差阳错后，它被

培育成炎炎夏日的避暑圣物。 徐光启《家政
全书》提过：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 又有言
它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土特产。 在传入中
国后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它一度珍贵到只供
给皇家，皇家膳食一贯讲究，相传慈禧太后
只吃中间一瓤、最甜最沙的果肉；而百姓们
发现西瓜通体是宝，食尽果肉后“西瓜脆衣”
可入药，清热消暑，处理掉外层绿皮，可作凉
菜，切丝或片，蘸酱油吃，生脆清淡； 西瓜籽
休闲可嗑。 现如今，西瓜飞入寻常百姓家，人
人均可享用。

酒店餐厅装盘， 会将西瓜切成三角形，美
则美观，但缀着的果肉太少。 家里分西瓜，切成
弦月形状，啃过后就是月牙。 大片也有弊端，切
得稍微宽一点，中间部分牙齿不太够得着。 最
过瘾的，还是抱半边一勺一勺舀着吃。 记得学
童时代放学后坐在电视机前，盘着腿，边吃边
看动画片，尽管没有空调，但那就是夏天最幸
福的时光。 瓜瓤中空后，再一圈一圈地刮外层
的肉，直到透出表皮微微的青色后，最后呵的
一声，汲取最后一滴红汁。 长大后，有次看见10
岁左右的表弟，按上述步骤吃完，将西瓜剥两
个洞罩在头上，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 西瓜有
称号———青门绿玉房，这些小孩子，和他们银
铃般的笑声，也住在童年防护罩的“青门绿玉
房”里，快乐再简单不过了。

汪曾祺回忆印象中的夏天：西瓜以绳络
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在我看来，吃西瓜和吃火锅一样，一群
人吃就更好了。 生活毕竟要有仪式感，仪式
感唤醒沉睡的记忆。 白背心、青门绿玉房、蒲
扇、拖鞋、树荫底下，搭建出一幅美好的情
景。 众围坐，“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
有风。 ”一口咬下去，真是夏天的味道。

青
门
绿
玉
房

我和祖国
（外一首）

王孝忠

七十华诞普天庆，
特色盛世满目春。
军威浩荡振山河，
国歌雄壮越古今。
五星光辉神州地，
红旗漫卷太空门。
不忘初心圆梦想，
复兴铸就民族魂。

庆新中国
七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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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军

最早相识武汉，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晚上，我们全
家从河北省张家口市迁回湖南。 那时，我6岁左右。 隆冬的寒
夜，我蜷缩在父亲的怀抱中熟睡，突然，父亲把我摇醒，大声
说：宣宣，快看，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
父亲指着窗外一片灯火通明的天地让我看。 于是，我在梦境
中，记住了一座长江大桥，和“武汉”这个地名。

老天给了我再次品味武汉神韵的机会。 我应邀参加华中
科技大学的一次培训。 眼前那鳞次栉比的高楼，来去匆匆的
行人过客，一切似曾相识，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时光经年，岁
月不居，面对这座似曾相识的城市，我想，是时候好好感受一
番这座城市的体温与气息了。

武汉的早晨好似格外早些，5点才过，东方便露出了鱼肚
白。 我换上跑步鞋，走出别墅区，沿一条绿草茵茵的道路向前
走去。 此时，天空垂幔，偌大的校园还在朦胧中呓语，似乎还
能听见翻身的骨节声响。 抬眼望去，眼前一片开阔，清风迎
面，空气中似有一张湿润的嘴唇在脸上亲吻，柔柔的，倍感舒
爽。 令人惊叹的是，学校的占地面积达7000多亩地。

这是一座森林式大学，绿化覆盖率达72%，夹路而立的全
是高大苍劲的古树，树荫如盖，青翠欲滴，还有房前屋后的一
片片绿篱，一块块藤蔓，处处绿色，充满生机，能听到各种鸟
儿唧唧，翅膀的扑棱之声此起彼伏，一群群欢快雀跃、五颜六
色的飞鸟随处可见。 奇怪的是，它们都不怕人，两只长尾巴鸟
就在我眼前秀恩爱，双起双飞，腾空而起，还特意围我绕一
圈，卿卿啾啾，好不快活。 此时此刻，人与自然，一派和谐。

而后的每个早晨，我都在校园里穿梭，体验着这里的每
个日出月白，车马人流。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各类道路有个新
发现：宽敞的主干道，四通八达、畅通无阻，走到腿抽筋，还没
到尽头。 而支线小路有所不同，一排排的绿篱把各个建筑间
隔开，形成不同的区域空间。 有天，我想抄近路走捷径，寻鸟
鸣探幽途，越走树愈多草愈深，还有一根根挺拔的修竹，然后
一面绿墙横亘眼前，过去不得，只好打马回走。 就这样来来回
回好几个回合，才明白许多小径都用绿篱修竹或齐腰灌木形
成一道又一道屏障。 眼巴巴看着前方有房有路有新的天地，
就是无法越过，只得返身而归。 也许，道路是有玄机吧。 人生
大道宽且直，但也有藩篱和阻道，有迷局和无奈，虽说条条道
路通罗马，但也得辨别是非，懂得人生取舍罢。

武汉的惊奇处，还有光谷。 当车停下来，一个宛若巨大喇叭
的建筑物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占地518平方公里、世界一流的
高科技园区以她神秘的魅力召唤着我们。

在展览厅，我们随着密集的人群缓缓地移动，讲解员生动的
话语介绍配合着实景模式，令人神思渺远，遐想无边。 在这个网
络四通八达的世界，一切是那么遥不可及，恍恍惚惚，一切又是
那么真实，可触可感，血肉交融。 光谷的科技成果灿若星辰，让我
们切身体会到一次次图腾与飞跃， 时代巨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
感知力和想象力。 在这里，华中科大的老师还讲了一段趣事，华
中科大为鼓励和表彰校友们的特别成就， 专设了一个“杰出校
友”奖台，2016年授予两位校友，一位是美国一家医院的院长，另
一位是张小龙。 接到通知后，在美国的医院院长激动万分，第一
时间就乘机返回母校；张小龙却在微信中再三推脱，说他离这个
荣誉还有差距，还要继续努力才对得起母校；于是校方不得不派
了一名曾经教过他的任课教授，亲自到腾讯上门做工作。 终于，
一年后，张小龙接受了荣誉。

从这神秘笼罩的光谷出来，让人不得不感叹世界的博大，不
得不叹服科技精神，也不得不对武汉产生更多的时空联想。

游宇明

最近几个月， 我好像得了“杂粮
病”，早晨一定吃包子，包子的主料是小
麦，中晚餐则吃“混合米”。“混合米”是
我取的名字，其中大约百分之四十是精
白米，百分之六十是杂粮。 我家的杂粮
品种丰富极了，粗略列举一下，就有小
米、荞麦、高粱、薏米、红米、黑米、玉米
碎、紫糯米、糙米、燕麦、东北粘米等十
多种。 哪天不这样吃，心里就会非常不
安。

杂粮这玩意，我其实并不陌生。 老
家在湘中山区，水田少，旱土多。 小时
候，生产队每年只能分回人均150公斤
左右的稻谷，碾成米，也就100公斤多
一点，那时的我们非常能吃，二三十公
斤一袋米， 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吃完，但
如果不是过节， 很难吃到纯粹的白米
饭。 平常的主粮，要么是吃一小团白米
饭，再吃玉米、小麦粑、高粱糊、芋头汤；
要么是将红薯米拌在白米饭里一起煮，
一锅白如冰雪的饭因此变得黑糊糊的，
颜色难看不说，口感也很差。那时，我天
天梦想着离开家乡，不再吃杂粮。 1981
年考上大学， 以后分配在城里，30多年
的时间， 我从来没动过吃杂粮的念头，
就像要跟它斗气一般。 当然也用不着
吃，这些年大米的供应非常充足，不要
说城里人，就是我老家的乡亲也早已是
餐餐大米饭了。

对杂粮生出亲近之心，直接的动机
是想瘦身。

35岁以前， 我的体重从来没超过
70公斤。 70公斤不是个小数目，但我身
高1米85，长年这点体重也算是“人比黄
花瘦”了。那时真的很奇怪，我吃东西很

乱，牛肉、猪肉、狗肉、鸡肉、沙琪玛、法饼、瓜子、花生，逮啥
吃啥，肥瘦不挑，吃的量也相当恐怖，十斤月饼，我可以一
个人几天就干掉；八九斤的西瓜，我上午一半、下午一半，
根本不用别人帮忙。可我就是不长胖。现在呢，肥肉早已不
吃，副食也一两个月难得买一回，却见风长肉，最初是75公
斤、80公斤， 后来是90公斤、92公斤、95公斤。 因为过肥，
2011年患上了高血压，一天不吃药，收缩压能飙到170汞
柱以上，简直要人命。我跑过步、做过仰卧起坐、吊过单杠、
爬过山，减肥、降血压的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去年托单位之福在市中心医院做了一次体检，结果是
原有的慢性病一样不少，还蹦出一种新的：动脉轻度硬化。
我问检查的医生，动脉轻度硬化是怎么来的？医生说，凡是
患高血压的几乎都有。 我急了。 生活中有些病是非常麻烦
的，比如脑溢血、中风、心肌梗塞等，而它们往往都是动脉
硬化闯的祸。于是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治好高血压病呢？血
压不高了，动脉不就可以延缓硬化吗？

机会往往等着善良的人。 体检后一周，我接到中心医
院的电话， 邀我参加一个有关心血管疾病的健康讲座，主
讲者是我的老朋友、全国著名的“为民医生”胡卫民。 那天
下午，我特地早早坐车到了现场，在前几排坐下。卫民讲了
“三高”的发病机理，此类患者应该注意些什么，其中还谈
到一个理念：肥胖是万病之源，一个人不胖了，包括高血压
在内的很多病就可能不治而愈。

我下决心瘦身，过年时，在浙江一所高校工作的女儿
恰好回来休假，我便跟她探讨何等方式最有效。女儿说：老
爸，多吃粗粮吧，粗粮热量比较低，又相对难消化，不容易
产生饿感。 女儿走南闯北，比我有见识，读的书也多于我，
我自然从善如流。 转瞬间，女儿便从网上给我购买了十来
斤杂粮，有八九个品种，吃“混合米”的时光由此开启。

吃杂粮再适当节食的瘦身策略显然是成功的，第一个
月，我的体重由95公斤降到了90公斤，第二个月，变成了
85公斤，如今，体重是76公斤，血压也于减肥的第三个月恢
复正常。

世间之物从无绝对的好坏，杂粮也不例外。 而杂粮的
际遇，其实也就是我们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母亲的心
母亲的心
总站成一轮明月
守望着一群离散的孩子
离散的孩子在东海
在南海
在阿里山
在金门马祖

母亲的心
总燃烧成一团红日
温暖着一群离散的孩子
离散的孩子在东海
在南海
在阿里山
在金门马祖

无论天涯海角
不管风狂雨骤
离散的孩子
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搭乘世界上最快的高铁
车号叫
中国

罗瑞花

“这么盛大的节日，还穿校服？ ”文娱
委员清秀的小脸惊讶得变了形。

“那穿什么呢？ ”我笑着问她。
“穿我们最喜欢的民族服装。‘五十六个

兄弟姐妹是一家’， 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展
示祖国的服饰特色和文化啊。 ”她边说边唱，
手舞足蹈，门口的同学都被她逗乐了。

穿民族服装来唱《爱我中华》，这个创
意确实不错，可操作起来难。

“去网上搜寻购买，一点都不难的。 ”
“我们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呀。 ”“我喜欢傣
族姑娘的筒裙。 ”“我还喜欢……”

在爱国激情和青春热浪的包裹下，我
同意他们试试，文娱委员高兴地飞出了办
公室。

我不由想起了很久以前的那个国庆
节。

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城里来了一个
姓慕容的老师，教我们班语文。 开学后不
久，慕容老师从四五年级的学生中挑选了
30人组成一个合唱队，说要去参加区里的
唱歌比赛。 这在我们青溪小学是从没有过
的，被选中的我们兴奋不已。 放学后，慕容
老师在礼堂里教我们唱《中国少先队队
歌》和《送别》，开始，慕容老师一句一句

教，我们跟着唱，后来，我们唱，慕容老师
拉二胡为我们伴奏。

只差一个星期就要比赛了，慕容老师
要我们穿好演出服装来彩排一下：白色上
衣，女同学配黑色短裙，男同学配黑色长
裤。 他没想到这成了千难万难的事。 乡里
孩子，往往要到过年时才有可能做一件新
衣服，有的从来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捡兄
姐的旧衣服穿，短裙子那就更别提了。

那天下午，青溪小学的礼堂，上演了
世界上最不堪的一场服装展示会：我穿了
妈妈的白底小蓝花汗衫，领口早已失去了
收缩，耷拉到了肩膀；班长李云的白衬衣
是他父亲当兵时穿的， 又黄又皱又宽大；
袁小花的黑裙子是她奶奶的围裙……这
哪是一个合唱队。 慕容老师若有所思了一
会儿，说：“同学们，衣服的事，我来想办
法。 大家到我办公室去量一下身高。 ”

我们忙脱下自己的“奇装异服”，狐疑地
背靠着办公室的墙壁，让慕容老师用米尺量
身高。 我还记得我当时的身高是1米37。

国庆节那天，慕容老师拿来一身身叠
得整整齐齐的衣服，要我们换上，告诉我
们这是他联系城里的一个学校借来的，要
我们表演完后洗干净还人家。 我们欣喜雀
跃地换上雪白的上衣， 女同学配黑色短
裙，男同学配黑色长裤，鲜艳的红领巾飘

在胸前。 忽然间，我们觉得自己贵气了许
多，连平时老是喜欢勾头含胸的袁志喜也
把腰挺直、把头抬了起来。 那次比赛，我们
青溪小学合唱队获得了全区第一名，每人
奖励了一个有盖的搪瓷杯。

当我们把城里的校服洗好叠齐交给
慕容老师时，心里满是不舍。 袁小花偷偷
对我说：“我穿着裙子睡了一晚。 ” 我说：
“我们加油，到城里读书，就有这么漂亮的
校服了。 ”

袁小花一直没穿上城里的校服，小学
毕业就去广州打工了， 我读到了城里，但
已过了穿白衣黑短裙的年龄。 这身节日的
盛装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国庆前夕的社团活动是难得的练歌
时间。 我放下正在批阅的作文本，往操场
走去。 操场上很多班级都在排练，歌声此
起彼伏，让人振奋。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
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优美熟悉的歌声
把我引到了古樟树下， 我不由惊呼起来，
这真是美的荟萃啊。 典雅的旗装，勇武的
藏袍，精悍的马褂，还有洁白的哈达，闪亮
的银饰……瑶族小伙穿着斜襟短衣，壮族
姑娘系着精致绣花围裙，维吾尔族大叔穿
着绣花衬衣……学生们陶醉在自己优美
的歌声和节日的盛装里。

学生问我国庆节穿什么衣服， 我说，
我会穿上最美的礼服，和你们一起唱《爱
我中华》。

节日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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