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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

■行走笔记■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
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情牵着你……不要问我到
哪里去，我的路上充满回忆，你
也祝福我，我也祝福你，这是绿
叶对根的情意……”

这首歌曾无数次地叩击着
我的心弦，每次听到，我都产生
强烈的共鸣，让我不由自主地想
起 一 个 人 —— 程 兄 。他 叫 程 福
庆，与我亦师亦友亦兄弟。

1995 年 1 月，我考进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被分配到
调研室工作，和程兄成为一个办
公室的同事，从此开启了我俩二
十多年的深情厚谊。

程兄高高瘦瘦的，戴眼镜、
气质儒雅，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
象。他讲话逻辑清晰、抑扬顿挫，
文化功底深厚。

他手把手地教我写材料，领
着我到办案一线采访，提示我如
何构思文字，从哪几个方面写，
如何下笔，不同体裁的材料各有

什么特点；写材料尤其要提炼好
题目，“起好题目一半文”，一个
好的题目能起到引人入胜，凝练
主题的作用；如何展开、如何收
笔，要做到“凤头、猪肚、豹尾”。
他形象地比喻说：“写材料如烹
小鲜。”写作就像是烹饪，搜集素
材是第一步，就像到市场上去买
菜，要挑选质量上乘的蔬菜；构
思是第二步 ，就是根据现有的
菜，考虑做啥菜，继而择菜、洗
菜、切菜等等；第三步就是做菜，
或蒸、或炸、或炒，放什么调料、
放多少，火调到多大，在锅里待
多长时间，就是要掌握火候、搭
配好调料等等，只要做好了这几
步，一桌色香味形俱佳的菜品就
大功告成了。当然，这需要长年
的日积月累，反复实践揣摩，更
要不怕吃苦，耐得住寂寞；板凳
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
他还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先
河，你性格沉稳，能坐得住，适合
写材料。”工作中，他积极给我创

造学习机会。
一次，他应邀去某中学讲法

治教育课，还把我叫上，我和他
一同坐在了临时搭建的讲台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讲台，讲台
上有校长、他和我。当时正值初
秋，下午两点多，天气还很炎热，
他在露天讲台上一鼓作气讲了
一个半小时，把法律常识、青少
年犯罪案例、教育学、心理学等
内容高度融合，有机结合，或娓
娓道来，或慷慨激昂。驾轻就熟、
运用自如的演讲风格，把枯燥的
法治课讲得极富感染力，数百名
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偌大的操场
秩序井然，所有孩子的目光都集
中在演讲台。

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领略
如此高质量的法治课，既感到新
鲜，又学到了一些讲课的技巧，
更为他的才华所折服，也为我后
来登台讲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来检察院之前我对检察业
务不熟悉 ，所以一时进不了工
作状态 ，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材
料经常过不了关 ，我对自己的
能力便产生了怀疑 ，于是便打
起了退堂鼓。

“先河，你有一定的写作基
础，只是来检察院时间尚短，假
以时日，你一定能行，我会全力
支持你。”程兄极力给我打气，
帮我分析问题症结之所在。

在 他 的 鼓 励 和 帮 助 下 ，经

过几番“白加黑”“五加二”的拼
搏努力和磨练 ，我这个榆木疙
瘩逐渐开了窍 。我撰写的材料
开始被上级院转发，与此同时，
我开始向报社投稿，并且“上稿
率”不断提升。

2001 年，我发表在《济南时
报》上的一篇新闻稿件登上了

《检察日报》，从二三百字的消息
稿件拓展成一篇几千字的通讯
稿件。2002 年 5 月，我光荣地出
席了全国检察系统优秀通讯员
培训班，其间，著名作家莫言应
邀到班讲课，就文学创作问题讲
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他特别强
调文学创作要大胆的联想。这次
培训班对我很有启发和触动，引

领我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的道
路。

回顾我的成长之路，程兄功
不可没，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更
有程兄的一半！“人生得一知己
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程
兄，我永远的好兄长！

2009 年 程 兄 离 岗 ，我 们 还
会隔三差五地通个电话，嘘寒问
暖，他每次从农村老家带回来的
蔬菜、瓜果都要分给我一大半，
尤其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劳
逸结合。人生路上，有这样的一
位知己，幸事！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
历城区检察院）

征文启事

在忠诚担当的使命中，在初
心不变的岁月里，我们的单位是
否还有一些特别之处让人感动
铭记：那些鲜活的，有趣的人和
事，成为单位里的亮色——是地
处祖国最南最北？是海拔最高
最低？还是少数民族人员多？
有曲折的发展历程？或者，一次
难忘的集体活动……每一个检
察院都是不一样的检察院，请和
我们分享你的检察院最与众不
同的魅力吧。

本栏目将长期向全国检察
机关征集稿件，来稿要求：

1.主题：以散文体裁讲述所
在检察院的独特魅力，可配图

2.字数：1500 至 2000 字
3.投稿邮箱：lhfk7@vip.163.

com（邮件标题请注明“不一样
的检察院”专栏投稿）

程 兄
傅先河

大漠之南，昆仑山下，天边小城，玉都且
末。这是新疆且末县对自己的描述。

我在若羌，发过介绍若羌的短文。相信
大家对若羌位置之偏远，已有印象。比起若
羌 ， 且 末 更 甚 ！ 从 若 羌 行 车 4 小 时 才 是 且
末，不折不扣的口袋底。天边小城，名副其
实。

这里，有一群感动中国的模范支教群体，
河北保定学院 14 名毕业生。2000 年他们以青
春芳华，辞亲别省，远赴大漠。18 年来，他们
在这里辛勤耕耘，陪桃育李，奉献了自己最宝
贵的青春岁月。他们在这里干事创业，教书
育人，在这里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他们虽然
都比我年轻，但在援疆支边方面，他们走在了
我的前面，我应把他们视为“前辈”。

去年秋初，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
目中看到了他们的动人事迹，又读到了总书
记给他们的回信。真的为他们感佩，为他们
骄傲。我在 2018 年 10 月 14 日我的朋友圈中
转发了他们的事迹，激起好评如潮。这是一
群不负青春的大漠志士，这是一群慷慨悲歌
的燕赵儿女！有朝一日我若来且末，一定要
去看望他们。

今天终于成行。这次来且末有三件事。
一是扶贫包联，二是检察调研，第三件事就是
看望这批支教群体。今天下午，我与他们在
且末二中见了面。青春的面孔已经成熟，但
风采依旧。当年的女大学生侯朝茹，给我们
一行做了导游。她与其丈夫一同来疆，在这
里缔结了爱情，生了孩子。孩子已经 15 岁，上
了高中。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从乌鲁木齐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想给
他们带点儿家乡特产。记得还有点保定酱
菜，找来找去就剩了两小瓶。一小瓶春不老

天边小城，看望那群
感动中国的燕赵儿女

——西域书简之八

马行西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检纪检监察组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西柏坡
开展了“缅怀先烈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基因践行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活动
中，二级巡视员、纪检监察员张裕臣有感而发，创作了《歌唱西柏坡》，后由作曲家
陈祥福作曲，形成此作品。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字里行间，《歌唱西柏坡》跃动着对那段红色岁月的款
款深情。

■红色心声■

■舌尖记忆■

每年冬天，是父亲为我们炒花生的季节。
父亲炒花生，可真耐得烦。生煤炉，洗沙

子，沙子炒热，倒入花生用文火慢慢地炕。家
里的几个孩子口味不同，有喜欢嫩的，有喜欢
老点，还有的在我看来，她就是爱吃煳的。老
头儿守着炉子勤翻炒，严格把控着火候。这
一锅，要欠把火，余温使花生刚刚熟透，揉开
红皮，花生仁白白嫩嫩；再一锅，要炕熟出锅，
花生仁呈淡淡的黄；下一锅，要炕得透透的，
花生仁焦黄焦黄的。

从小学住校，花生就是必备食物。炒花
生、油炸花生米，可以从周一吃到周六。这种
普通的食物吃了几十年，从未厌烦。它不似
苦 瓜 、芫 荽 、韭 菜 等 性 子 激 烈 ，让 人 极 喜 极
厌。花生甘而香，和平可贵，不喜欢吃的人恐
怕很少吧？

最好吃的花生，定格在儿时暑假，紫茉莉
盛开的傍晚。父亲有次从大田回来，我们老
远就闻到花生味儿。不用看就知道，扯断的
花生须根一定正冒着白浆，浓烈的生浆气、土
腥气混合在一起……和妹妹飞快地凑过去，
果然，自行车后座夹了几兜花生，绿油油的秧
子缀满果子。我们巴巴地望着，没想到向来
严肃的父亲竟然分给我们一人一兜，还笑着
说，把饱籽花生数清楚，给我报个数。

带土的花生，碧茸茸的蚂蚁草，胭脂红的
紫茉莉，浅紫的马兰花，粉白粉白的花生仁，
无论时光如何漫漶，它都清晰如昨。

花生的味道
晋桂荣

时 光 总 是 太 匆 匆 。 童 年 那 一 大 兜 清 甜
的，有着牛奶般液汁的花生，气味还未消散，
父亲就退休了。他来农场几十年，是侍弄庄
稼的行家。突然没了土地，老头儿一时空落
落的。他整天背着手，四处转悠，终于寻到几
块隙地。父亲立刻开荒，种菜，种花生，忙得
不亦乐乎。

儿子一年级时，为积累作文素材，父亲专
门带他种花生。老头儿耐心地教小家伙挑选
花生种，祖孙俩还把种子数得清清楚楚记本
子上。儿子挑选的九十颗花生在父亲指点
下，种得有模有样，春天的小嫩芽蓬勃生长。

转眼，小子上了大学。他的案头，常年青
青翠翠。一粒花生、半块土豆、一个小红薯，
都被养得千姿百态。临近暑假，他的花生盆
景，开了几十朵金灿灿的小黄花，煞是喜人。

冬日岑寂，家人围炉闲坐。父亲总是慢
悠悠地剥着花生，淡淡的时光细水长流……
谁知年底，父亲病重住院，接连两次手术，使
他元气大伤。

怎么给虚弱的父亲补充营养，我颇费思
量。翻《本草纲目》，竟然没找到花生，有些难
以置信。不甘心，又邮购了《本草纲目拾遗》，
清代的赵学敏解得清楚：“花生，悦脾和胃、润
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花生又称“长
生果、成寿果”，长期食用，有助于延年益寿。

原来，花生竟有这么多好处。于是，我隔
三差五地变着法子做羹汤，花生、莲子、薏仁、
红枣、枸杞轮番上阵。母亲摸着下巴说，我和
你爸都吃胖了。

久闻书法可以静心，现在离春节还有几
个月，好好练字，为父亲写副春联，请他亲手
贴上。父女一场，这是我永久的念想。

说 练 就 练 。 当 我 拿 起 笔 ，才 知 临 帖 不
易。边熟悉笔墨，边浏览法帖，最后选择了赵
孟頫的《妙严寺记》。

无牙小儿如我，斗胆去啃核桃，真是无知
者无畏。每天一笔一画地临摹，虽然写得很不
像样儿，但父亲总是说，和前几天的比比，好多
了。又顺手在毡子上放颗长长的、有四粒仁的
花生。看我不解，他有点得意，拿过毛笔，往花
生上一架。哦，原来是笔搁呀，太有创意了。

如是，每晚临帖两小时，坚持了将近百日。
大年三十下午，客厅里长长短短铺满春

联，大红洒金，红底黑字：花开富贵财源广，竹
报平安福寿多。横批：吉星高照。乍一看，挺
糊弄人。父亲仔细比对，来来回回终于在矮子
里面挑了将军。想来真是汗颜，太难为他了。

母亲按老规矩熬了面糨糊。父亲贴好春
联，我看着不由脸红，躲在一边不吭气，真是
字怕上墙啊。可老头儿很满意，他退后欣赏，
连连说，不错不错，才练了几天，咱们晋老大
就能写春联了。父亲今天精神特别好，母亲
刚捞出的卤肉，他也要点评，嗯，猪蹄颜色浅
点好，经得住回锅。又说，花生米还剩个瓶底
儿，等会儿我来炸点。

备下花生米，帮父亲扎好围裙，在锅边看
他操作。凉锅凉油，入花生米拌匀后，再打开
火，随后加几粒花椒快速翻炒，听到此起彼伏
的炸裂声，即可盛入敞口大碗。趁热洒入一
汤匙白酒，“刺啦”一声，香气扑鼻。拌少许
盐，嚼之酥脆，真可声动十里。

空气中，似乎仍飘逸着炒花生的香味儿……
不经意发现我的花生笔搁，已有了岁月痕迹。

此去经年，朔风又起。父亲的炒花生，今
生，我再也吃不着了……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

记忆中父亲是不会做饭菜的。他年轻时
在机关上班，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下班回家
就吃现成的。我几岁时母亲出门了，赶上过
节要吃饺子，是邻居的婶子来家帮忙和面和
馅。1986 年春节，母亲到旗里哥哥家给大嫂
侍候月子，临走时包了不少饺子放在仓房里
冻上，告诉我们想吃的时候一煮就可以了，谁
成想那年过年晚，正月还没出去就开化了，冻
饺子一化一冻便成坨，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只
好吃了好几天片汤。

但回想起来，母亲不在家时，父亲做过的
一些饭菜还是很可口的，香味还在腮边。

还是吃“冻饺子”那个春节，我和弟弟骑自
行车去了四十里外的叔叔家拜年，住了一宿回
来。去的那天父亲在家就将一条三斤重的花

父亲做菜
马俊华

■亲情如山■

鲢鱼化了，说等我小哥俩回家来吃。第二天下
午，我和弟弟一进家，就见挨着房门的大灶台
里侧的小灶台的小铁锅咕嘟咕嘟地开着，热气
顺着锅沿不停地钻出升腾，灶下火正红，炖鱼
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邻居阿姨看见我们
回来就隔着院墙说：“你爹早就把饭做好了，老
是在外面看你俩呢！”父亲一壶酒，我和弟弟两
碗饭，以往在家很难看见笑容的父亲，在两个
孩子跟前却是那样温和。那顿鱼好吃极了，汤
还泡了饭。现在都说鱼经过一冻肉就发死，不
鲜了，在我看来这次绝对是例外。

也是那几天，父亲想到我快开学走了，过
年的猪肉还不少，自己也不会做什么花样，就
问经常到家玩耍的蒙族小同学，他家的猪肉
怎么吃，同伴回答说就是切成大块干炖，如同
手把羊肉一样。父亲也这样照做，把排骨剁
成两寸来长，很均匀，铁锅木头火炖得烂熟，
但父子三人吃了几块也就腻住了。

酱茄子这道东北家常菜在父亲的手中我
也是吃出了味道。1986 年夏，我高二放暑假，
蔬菜自产自足，豆角、辣椒、茄子、西红柿，院
子里都有。母亲先前做的酱茄子我感觉就是
把茄子一炖，再放上大酱就行了，味道一般。
而父亲的做法是在油锅里先把茄子煎熟了再
放大酱，相比之下味道大不相同。其实，我现
在在家做酱茄子与父亲的做法一样，不知当
时父亲是和谁学的。高粱米饭就着酱茄子，
那天吃得很撑肚皮。

这个假期里吃得最多的菜还是父亲做的
柿子鸡蛋汤。我家住村头，出门不远就是野
外，小鸡十分好养，有二三十只呢，每天都能
产十多枚鸡蛋。柿子鸡蛋汤做起来相对简
单，爆锅、添汤、加盐、放入切成块的西红柿，
最后甩上几个鸡蛋。印象里，我负责烧火，父
亲当大师傅，他穿着白背心拿着铲勺，猫着
腰，笨拙地在灶台旁操作，天热加锅烤，本来
就好出汗的父亲更是流汗不止，大热天，我和
弟弟喝着热汤当然也是如此。

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每每想起心里总
是很酸楚，父亲去世也快三十年了。当年他应
当十分向往今天的生活，但没有享受到，而他
辛勤抚育的孩子们都越来越美满幸福了。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检察院）

暮色太湖 白英/摄

■桑梓情怀■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是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留下的诗句，说明这里
自古就是丝麻之乡。不过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忙于糊口的农民并不专门成片种植苘麻。因
为苘麻与野草一样，在荒地上河渠边，自生自
灭。所以苘麻又被农民称为苘棵子，意即野
草。中秋节前后，苘杆成熟，有心人把野生的
苘棵子收集成捆并沤过之后，扒下发臭的苘
皮在河里漂洗干净，挂在木杆上晾干成雪白
的麻丝，用来加工成绳索。

村剧团移植样板戏时，上好的苘麻丝演
变成了梆子戏中李奶奶、沙奶奶头上的白发。
受了这样的熏染，我和小伙伴们也把苘麻丝
做成假发，晚上套在头上，躲在月夜的阴影之
中，模仿电影《白毛女》中奶奶庙一场的情节，
突然跳出来和大人开玩笑。被惊吓者错愕的

故乡的月亮
李红旗

表情和温和的斥骂，是我们追求的效果。
野地上的苘棵，在低矮的野草中亭亭玉

立，心形的绿叶腋部开着黄色的小花，花谢后
结出半球形的蒴果，里面的种子未成熟之前
如雪白的米粒，富含水分，像水果一样甜香，
成熟之后，如大粒黑芝麻，是我们解馋的点
心。中秋节下午，外婆用发面和芝麻盐做成千
层饼一样的圆形大月饼，差我采来苘麻的蒴
果，其上部放射状的纹理在边缘形成尖锐的
半软毛刺，适合当作模具，在月饼的表面压印
美丽的圆形花纹。

傍晚，太阳的余晖涂抹着九色斑斓的原
野，我看到邻居大爷赶着牛车从大田归来，吆
喝声，黄牛的哞哞声缓慢悠长。西边的山头晚
霞如血，东边一轮硕大的朦胧新月伴随着袅袅
炊烟，在树梢中冉冉升起。

晚上，外婆把蒸好的月饼切成一边是圆
弧的众多三角块，搁在小方桌上的大搪瓷托
盘里，端到院门口的空地上，邀请邻居一起赏
月。屋里昏黄的油灯吹灭之后，屋外就是月光
世界，大家围坐在小方桌周围吃月饼、赏月、
闲话。月亮像银盘一样在寂静浩瀚的太空中
慢慢飘移，美丽庄严得令人肃然起敬。秋虫的
鸣叫清晰悦耳，让人自觉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月光洒在苘叶上如同秋后的白霜，使人感觉
到轻微的寒意。月亮的倒影在村中缓缓流淌
的河面上轻轻晃动，远处的山头银装素裹，山
腰的树林薄雾如纱。月过中天，树影东移，大
人们讲古论今谈兴未减，孩子们满地撒欢玩
兴正浓。次日早晨，苘叶的表面布满了洁白闪
亮的露水，好像月光留下的痕迹。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和几个伙伴相约到河
边玩耍，河面上月亮的倒影和草木的阴影构成了
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追逐中，我从窄矮的石板桥
上一脚踏空掉到河里。齐胸的河水缓缓流淌，像
绸缎一样擦身而过，脚下被流水洗净的细沙，像
地毯一样柔软。我顺势潜入水中，用手指堵住鼻
孔抬头望月。只见水波平静之后，那天上的一轮
圆月更加明亮清晰，如同在玻璃后面轻轻晃动，
清水隔断了尘世的声音，天地之间，仿佛只剩我
和月亮相互凝视，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月亮。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检察院）

面酱，一小瓶酱黄瓜。不成体统，而且飞机不
能携带。带点儿什么呢？秘书提醒写几幅字
儿吧。遂铺纸研墨，做书几幅，以为敬意。其
中口占一绝：

燕赵子孙西域情，
芳华尽付大漠中。
甘泉喷涌昆仑下，
桃李万千沐春风！

窗外秋雨
淅淅沥沥
一盏孤灯
一杯浓茶
泛黄的照片
溢流的怀念
任夜色疯长
由背影模糊
梧桐树
三更雨
一叶叶
一声声
空阶滴到明
（作者单位：陕西省丹凤县检察院)

雨 夜
张红艳

■心湖一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