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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奔海

爱的礼物爱的礼物
老秦（他让我这么叫

他）年轻时和我同事，又是
文友。我们都爱好文学，
有共同话题，经常在一起
聊文学聊写作。他那时候
就在省市报刊发表了几十
篇散文随笔。小有文名后
被调进机关当秘书写公文
写材料，因为工作忙，便很
少创作。后来升科长、升
局长，直到当副市长，全部
心思都用在工作上，二十
几年来就没有再发表过一
篇作品。

最近老秦从副市长的
位子上退了下来，他又来
找我聊文学聊写作。他说
年轻时候酷爱文学，做“作

家梦”，当官以后因为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就忍痛割“爱”，搁笔这么多年。现在退下
来了，有了大量的空闲，想重拾旧爱重操旧
业，看看能不能圆一圆作家梦。他给自己
订了个写作计划：每周至少写两篇稿子。
他常把他的稿子拿来给我看，并谦虚地请
我指教。

我觉得他的稿子质量不错，应该说都
达到了发表水平，就问他投稿被刊用情
况。他说：“我一个月给我们市报副刊投了
七、八篇稿子，发表一两篇。可能是因为多
年不写手生了写不好了。”

我安慰他说：“现在投稿的人很多，而
报刊版面有限，达到发表水平的稿子也不
可能都发出来。”

他说：“这个我信。但我还是觉得自己
的作品质量不过硬。”

我发现一个情况：秦副市长现在作品
署名用了个“勤劳”的笔名，就问他为什么
不用真名。

他笑说：“我现在虽已进入老年，但我
想把自己当作一个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
从零开始，所以不用过去的名字，而起用一
个新的名字。有人叫我‘秦老’，我干脆就
用这谐音叫‘勤劳’，也勉励自己勤奋写作，
早日实现‘作家梦’。”

我说：“听说市报老总曾经是你的部
下，你要是跟他沟通一下，市报完全能给你
多多发稿的。”

他摇摇头说不。
我又说：“或者你稿子署名用真名，编

辑发现你是老领导也会多多发你稿的。”
老秦说：“作为一个文学老年，我现在

写稿不是图名图利，完全是图精神享受。
我每次给市报投过去一篇，心里就盼着登
出来，然后市报一来就急着翻看，今天没
登，明天会不会登？这个星期没登，下个星
期可能能登出来吧？啊呀，终于登出来了，
真是开心！因为发表不易，发表给我带来
的快乐就更显可贵。我觉得我这样在期盼
中度过一天又一天，日子过得真有趣。你
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
老秦又补充说：“你想啊，要是他们知

道了我的身份，我投去一篇就马上给我发
出来，投去一篇就马上给我发出来，呼呼地
给我发，我就会觉得发表太容易了，那么发
表给我带来的快乐就会大大减弱。那还有
什么意思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
老秦又补充说：“再说

了，他们认稿不认人，只以
质量选稿，这样也促使我
努力进步提高。你说是不
是？”

我说是是是，心里对
老秦油然而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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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感怀党的十九大感怀
（同题）（同题）

◆胡剑

恭迎盛会及时开，举世齐瞻纬地才。
万里神州甘露洒，百年国梦锦云裁。
城盘紫气今呈瑞，骨买黄金昔有台。
窗外秋光辉丽日，垂垂橙橘诱人来。

◆周泽安

华夏群英聚上京，金风和煦满征程。
云蒸霞蔚千山秀，水碧天蓝万派明。
使命萦怀寻妙策，初心不忘请长缨。
强邦固本中兴梦，请看神州众志城。

◆徐增产

盛世空前孰可凭？宏图擘画出高层。
鲁麟歧凤征祥瑞，洛马河图兆复兴。
国势腾骞驰巨舰，民心鼓舞亮明灯。
豪歌奔向新时代，迎面东方杲曰升。

◆张玉清

世纪宣言大道弘，长征接力启新程。
初心永笃为民志，巨手高擎指路旌。
扫净阴霾增气象，铺开憧憬溢欢声。
中华自有雄才出，独领风骚寰宇惊。

◆周佐福

昨夜星光昨夜风，满城旗帜满江红。
最喜南湖岸边走，民心总与党心同。

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深深地
印刻着一位中年男人的背影。

那是几年前一个寒冷的冬
日傍晚，我们一家正在吃饭，门
铃响了，我走过去开了门，看到
门口站着一个穿戴整齐，却一看
就是民工模样的男子，只见他两
只手里提满了东西。我问他：

“请问你找谁？”他有些胆怯地轻
声问我：“这是王老师家吗？”我
一听，肯定是来找妻子的。妻子
是一名中学老师，虽然只当了个
班主任，每天她的电话却像个热
线，学生找她，家长找她，可找到
家里来的，却是第一次。

这时，妻子也来到门口，男
子一看见她，一下子喜出望外：

“王老师您好，我是小强的爸
爸。”看他手里提着那么重的东
西，我和妻子忙请他进屋。只
见这位父亲在门外就脱下鞋
子，放在一边，只穿着袜子便进
了房门，踩在地板砖上。妻子
找了双拖鞋让他换上，又请他
坐下来一块儿吃饭，他忙摆手，
说你们吃吧，我吃过了，我们便
让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站
在那儿，犹豫着迟迟没有坐，似
乎觉得打扰了我们吃饭，只想
说几句话就走；可又觉得一两
句话说不清楚，想来想去只好
落了座。可坐在那儿，又显得
局促不安，手和脚都不知该怎
样放才好。我和妻子都是平民
百姓，都想着尽量缓和他的紧
张情绪。几句话他便谈到了他
的孩子，显出了酸楚的表情，难
为情地说，他老婆说他没本事，
跟他离了婚，留下他和孩子相
依为命，他便一个人带着孩子
从老家来到这里，在附近一个
工 地 打 工 ，暂 时 就 住 在 工 棚
里。他说他住的工棚很拥挤，
用水很紧张，他平时干活又很
忙，只好让孩子住在学校里。
孩子很少回去，就是回去，也不
愿和他多说话。他断断续续地
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些话说

完，几次都说得哽咽……他虽然
没再说什么，可我们清楚，他这
次来就是想让妻子多给孩子一
些关爱，多关心一下孩子的学
习和成长。

说完了这些他就要起身离
开，看看天色已晚，我们也便没有
挽留他；临出门时，我提起他放在
门口的东西，非要让他带走，这位
父亲一下子涨红了脸，不住地把
我往房子里推，然后转身像做贼
似的慌慌张张地跑下了楼。

我追下楼去，路灯下，他已
跑出了几十米远，在一个拐弯的
地方，脚下一绊，一个踉跄，差点
摔倒，我停下了脚步，望着他的
背影消失。那是一个中年男人
的背影，仓皇、狼狈，我的心头一
下子涌上了无尽的酸楚……

进了房门，我和妻子翻看着
一堆礼物，一箱牛奶、两袋水
果，还有一些我们都很少吃的
蔬 菜 ，算 下 来 也 花 了 一 二 百
元。这位父亲自己都过得这么
艰辛寒酸，还给我们送这么多
的东西，我们又怎么能吃得下
喝得下呀！关爱学生是老师的
本职工作，这个礼必须要退给
这位父亲。可是又怎么能把礼
物退回去呢？

我对妻子说还是把礼物折
成钱再退给他的孩子，然而妻子
马上反对，说这样会伤孩子自尊
的，孩子要是知道父亲为了他的
学习去给老师送礼，心里一定不
好受。想来想去，我们决定还是
常把孩子叫到家里来吃顿饭，让
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

几天后，妻子把小强带到了
家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饭桌上，我和妻子不停地给小强
夹菜，让他多吃点、吃饱点，可我
们能感受到，小强吃得紧张和不
安，他受宠若惊，似乎觉得每一
口饭菜都是我们的恩赐。后来，
妻子又叫过几次小强来家里吃
饭，可他再也没有来过。我和妻
子都犯了愁。

左思右想，我终于有了主
意，对妻子说，你用奖励孩子的
办法把这些“礼物”奖回去？妻
子叹口气，说小强是从老家四川
转来的，瘦瘦小小的，平时总是
低着头默不作声，加上成绩又
差，班里几乎没有同学关注他，
他虽然没什么缺点，却也找不到
什么优点呀，奖励他什么呢？可
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在他身
上寻找奖励的理由，再说，每个
人的身上都有亮点。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
妻子什么也没发现，她一天天地
愁眉不展。我鼓励她不能放弃，
因为那些爱的礼物；并笑着说古
人“钻木取火”，我们今人发现一
颗小火星能有多难？！

终于，十多天后的一个中
午，妻子一回到家，就像完成了
一项重大任务般兴奋地对我讲：

“我发现小强身上的一个闪光点
了，明天我就奖励他！”看来，爱
是需要细心和耐心的。

像一颗极其微弱的火星终
于被引燃，渐渐地，小强身上的
闪光点越来越多，开始频频获

“奖”！妻子常在我面前夸小强，
说小强真的变了，变得自信、乐
观、上进，成绩也在一步步提
高。她常常感慨，每个学生都是
可造之材，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并
积极地鼓励和引导，他就一定会
成才！

给他同情和关爱，不如激励
他成才。

转眼几年过去了，今年秋季
开学前的一天，小强突然来到了
家里，高兴地对我们说，他考上
大学了！他是来感谢老师的，说
是老师的那一次次鼓励给了他
上进的信心和动力！我和妻子
这时才给他讲起了那一次次奖
励的真相，告诉他，他有一个默
默爱着他的父亲，将来一定要懂
得回报父亲。小强重重地点了
点头……

九江的早点，品种繁多，口
味独特，令人回味。其中最具风
味和口感的，当数九江萝卜饼!

很多到过九江品尝过九江
萝卜饼的人，大都难以忘却，那
份爽劲，那份滋润，那份热辣，那
份绵软，满嘴生津，韵味无穷。
可以说，但凡食用过九江萝卜饼
的人，下次来九江，还会抽得空
来，寻味萝卜饼，再尝一尝，打打
牙祭，回味那美妙的感觉，让味
蕾过足瘾。

记得有一回，有位朋友从武
汉来九江，陪其用早点，就在街
边一个不起眼的巷口附近，就着
一个简陋的小门面，请萝卜饼唱
主角。萝卜饼块把钱一个，只用
了 10 块钱就招待好了异地朋
友。经济实惠不说，关键的是朋
友挺高兴。总共买了 10 个萝卜
饼，朋友一口气就干掉了8个，吃
得额头沁出汗来，一边吃一边叫

“好吃!好吃!”并说:“走过不少地
方，吃过很多地方风味小吃，九
江萝卜饼，吃得过瘾，越吃越想
吃。不怕你笑话，这 10 个，我都
能干掉!”

九江是座江南水城，拥江揽
湖。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成

因，使得这里的空气湿润纯净。
丰富充沛的水资源滋养着万
物。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
里产出的萝卜个个甘甜，水分
足，加上本地周边生长出的辣椒
口感适中，适宜，调制出萝卜饼
馅料，是最为理想的食材，辅助
其香葱、食盐等佐料，在油锅中
上下反复煎蒸几次，几分钟后，
一个个黄灿灿、香喷喷、热腾腾
的萝卜饼就新鲜出锅，空气中顿
时升腾弥漫起扑鼻的香味，令人
垂涎三尺，性急的人便伸长脖
子，迫不及待地探起上身，努力
从人群中抻着胳膊，喉结上下滚
动着，恨不得一下子就能享用到
萝卜饼。排长队等候，供不应求
的现象时常发生。

本地人对萝卜饼也是情有
独情，每每“过早“，大都削尖脑
袋，探寻可口的美味，开启全天
生活的大幕，愿一个美好的开
始，能给一天带来好心情。通常
情况下，萝卜饼自然成为本地人
的首选。好在九江大街小巷布
满了萝卜饼早点店，为食客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和选择的余地。
市场激烈的竞争又为以质取胜、
货真价实、诚信服务作了最公平

最公正的诠释。低投入低成本
的萝卜饼门店，赢得了消费者的
欢迎，广受市民宠爱，占有了很
大的一份早市，成为这座城市早
晨的一道风景，演绎了特有的美
食文化。星罗棋布的萝卜饼门
点，在丰富人们食欲的同时，也
给九江这座城市注入一股活力
和生机，带来一种特色和品牌效
应。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
往，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开始的。

濂溪区城南菜市场附近，有
家夫妇俩打理的萝卜煎饼门店，
从事萝卜饼经营已经 30 多年。
夫妇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始
终秉持职业操守，诚信经营，童
叟无欺，口碑上乘，生意一直红
红火火，顾客络绎不绝，他们的
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在城
郊买了房。现在，一双儿女也传
承了他们的手艺，自食其力，进
入了萝卜饼行当。

看到这一家人忙忙碌碌的
身影，看到他们脸上洋溢出的笑
容，我在想，我们在品尝九江萝
卜饼时，在享受口福时，更多的
还是在分享今天这有滋有味的
生活，在分享这座城市日新月异
的变化……

◆ 沈师

寻味萝卜饼

我是人间草木（外二首）

◆王爱民

从一小粒火星甩动的尾巴开始
火在火里继续活着
灶坑的炭火
在火盆里继续温热
大红的春联继续溢出土豆的香气

雪花开成了水花
明月已从江南绿到江北
鞭炮在身体的某处关节回响
醒来了芽苞和鸟鸣
父母送别的眼神打进背包
携带一盏灯上路

立起的蛋双黄两头圆
一行归雁下眉梢
是根扁担挑起青天
杨柳吹出的风已经泛绿
我的身子里有个轮子飞转
我是人间草木

今晚有最大的月亮

今晚的月
被很多人看大
看圆，看亮

今晚你离地球最近
今晚我离你最近
最近的距离有最多的爱
想象的爱最美
驱散云雾

那么多的灯光去看
那么多的眼睛去发现
美发现了美
看见了美后面的山水

我不去看天上的月亮
我把看月亮的窗户
趴在窗户看月亮的脸
看成了月亮
一会儿
你是我挂在屋檐下的草帽
有青草的香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风一会是他的尾巴
一会是翅膀

花朵敲响闹钟
春色逼退三百里群山
窸窸窣窣，放下春天的卷帘
小声点，别惊动回家的夕阳

行走的春光迈开碎步
腰肢里怀远去的河流，惜墨如金
拐过街角空留余香
等半月点亮另外的半生

莫回头，岸在岸边
命大，命里的喊声很硬

散
文
苑

乡愁，像故乡流淌的河水，一
辈子都在思绪中哗哗作响。月是故
乡圆，望着天上的月亮，内心总有割
舍不了的情怀。

故乡，心中的故乡，梦里的故
乡。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哪
里就是永远的牵挂。

无限热爱的故土，思念牵挂的
家园，是游子心底里满满的爱。故
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
的事，故乡的情，还有故乡的爱。

故乡情，永恒的故乡情，不因岁
月的流走而变淡。随着时光的磨炼
与沉淀，变得更加浓情而醇厚，在心
中更加芳香与甘甜。

故乡情，深深的游子情怀，无论
去到哪里，无论身在何方，心中永远
深深爱恋着故乡。

挥不去的乡愁，望月思念的地
方，无限眷恋的故乡。乡音，永远不
改的乡音，就是永远的故乡！

心中的故乡

◆ 陈静雅

庐山山路

◆ 桂良尉

山路蜿蜒在山腰
两旁葱绿的花树护卫着走向山巅
迷雾重重迭迭不知山路通向哪里
只记得山路上走过先人无数

总见岩石上的文字
是昔人寄给后人的信笺
剥开苔藓封蔽似的信封
主人激情四溅的爱意贯穿山路

走了的是摇曳生姿的岁月
不灭的便是这脚下给后人开辟的路
世界在雾蔼中永不迷失
爱加持着代代幸福走完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