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 该怎么形容呢" 请原谅我真的没想好!

#这么好吃的火龙果要留一片给老爸$%

卫生间里的我那时是怎么了& 允许我文

字的苍白和表达的无力! 只记得那一刻& 喉

咙是哽咽的& 眼角处一定有泪花!

如果& 你有件小棉袄& 你就有了那片火

龙果& 有了满满的幸福& 所有的累在你咽下

那片火龙果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了!

有女如斯& 再累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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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友伴闲茶当先

柳 萌

松'竹'梅被古人喻为#岁寒三友%&倘若公

开征求#闲趣三友%的话&我想人们十有八九会

投烟'酒'茶的票&原因很简单(很少有人会一

生拒绝这三样)特别是茶&从老辈儿的人起&就

被列入开门五件事(油'盐'酱'醋'茶*在这么

古老的排行榜里&茶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

这#闲趣三友%中&它自然比烟酒二位更有人缘

儿*何况烟常有#禁%+酒常被,限%&唯有这茶可

以自由自在生存& 用它的美好品格温存着人

间&成为我们一生一世好伙伴*

我结识的人比较多& 其中不乏 ,酒鬼%和

,烟民%&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上佳的

即兴表现*比如&有位,酒鬼%诗人&参加完朋友

婚礼&别人问他对新娘子的印象&此君大赞,比

二锅头还美%& 此话从此成为朋友间赞扬美丽

的口头禅*再比如&有位,烟民%朋友&困难时期

凭票购烟&此公耐不住烟瘾&菜叶子晒干加辣

椒面&用糊窗户纸一卷自做烟*这都属于他们

那个群体中&可以入史的尖端人物*当然&他们

也用这些行为&证明烟酒都不好惹&只要上了

瘾&就会被弄得,神魂颠倒%*茶&则完全不同&

由于自身的温和& 永远让人保持优雅风度*如

果说交朋友的话&就要交这样的朋友*

因为茶有如此温顺的性格&各样的人都愿

意与其为伴& 各种场合都会有它的身影* 读

书' 绘画喝茶& 开会' 聊天喝茶& 这都是体

面之事* 如果吸烟' 喝酒& 那就难免遭人厌

烦& 而且会被视为不懂礼貌* 国家首脑接待

外宾& 桌上可以放杯茶& 绝不会错谈国家大

事- 工人在现场劳动时& 可以放一大桶浓茶

水& 止渴而绝不会误工- 歌唱家喝茶润润喉

咙& 把嗓音调理得舒适些& 唱起歌来会更优

美- 跑长途的司机喝茶& 提神解乏浑身增加

力量& 再长的路都不觉得远..总之&跟茶交

友结伴一起走&这人生就会越发美好&绝不会

让你上当受委屈*

相比之下&烟酒则不同*著名诗人郭小川

先生&那年因吸烟起火丧命&从此再读不到他

的诗歌&每每想起都令人感慨万端*至于酒惹

的祸&光因司机醉酒&死于车轮下的冤魂&每年

都难以计数&让人痛惜之中感到无奈*这是生

命的脆弱吗"是&好像也不是*反正不管是多是

少&酒总得担当点骂名*茶在这方面就无此忧

虑& 所以同样能给生活带来情趣的烟酒茶&茶

似乎应该被更多的人&首选为真诚+正直的朋

友*我想&这总不能被人说成是我这个爱茶人

的偏见*

跟我有过交往的人& 知道我喜欢喝茶&有

人就或送或寄茶叶给我&我又拿这些茶叶招待

别人&以茶交友&以茶会友&就成了我生活的一

部分&茶也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特别是到了

晚年&真正形成诱惑的东西&好像越来越没有

几样*唯有喝茶聊天儿&我从来都是随叫随到*

我在一篇同样是谈茶的文章中说(,悠闲的时

候&泡上一杯茶&懒散地坐在窗前&捧着一本书

阅读*茶气袅袅&书香漫漫 *不时地呷上一口

茶&随意地翻上几页书&心神都会清爽如风*所

有的声音都哑默沉寂& 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

息&还有那书页的翻动声&整个人仿佛都溶入

累的时候，想起那片火龙果

丁 智

片刻的小憩也是奢侈& 这就是最近我的

工作状态* 噢不& 准确地讲& 应该是近十年

我一贯的工作状态*

每日清晨六点半& 被闹铃无情叫醒& 振

奋精神坐上班车 & 赶赴
!"

公里外的单位 *

倒掉茶杯中的剩茶& 打来满壶的开水后& 浑

身的发条立刻上紧& 迅速进入疯狂状态/00

赶写一篇接一篇的信息 + 报道 + 总结 + 经

验+ 先进事迹& 整理一份份会议记录* 间或

又要整理各类教育活动方案& 时间真是不够

用& 只能拼命挤那块 ,海绵%& 眼见得 ,海

绵% 被压榨得 ,滴水不剩%* 没有办法& 好

多时候走着去办就行的事& 于我而言& 已经

养成跑步的习惯了* 以至于听到走廊上咚咚

的脚步声 & 大伙常诧异地从办公室探出头

来& 看看是哪个家伙如此大胆& 敢在走廊上

,锻炼身体%*

苦也罢 & 烦也罢 * 每次拖着疲惫的身

躯& 回到办公室& 总有暮鸟归巢的愉悦感&

尽管明知这种愉悦很短暂* 管它呢& 且先撇

开三千烦恼& 就在那堆满案牍的三尺办公桌

里& 和可爱的同事们拉呱拉呱& 逗笑一番&

偷得浮生半日闲嘛* 这个时候& 或是啜着一

杯咖啡 & 任香气缭绕 & 抑或沉醉于红茶小

饮& 任甘甜在齿间回荡& 配上红茶小饼就绝

了$ 为什么不呢"

只是偶一抬头 & 瞥见办公桌上堆积如

山& 等候处理的文字材料& 信马由缰的思想

才又穿越回来& 恍如南柯一梦* 唉& 继续码

字吧* 想来& 于我而言& 苦命至此& 想偷半

小时清闲亦不可得& 又岂能奢谈半日哟*

再累& 有希望总是好的* 何况& 家里总

还有件 ,小棉袄% 在等着我$

此刻& 那个可爱的小东西& 她一定在课

堂上踊跃回答老师的提问& 又一定在本子上

记下学校里的趣事& 等着放学飞奔回家一本

正经地说给老爸听*

毫不夸张地说& 这辈子最庆幸的事& 就

是拥有了这样一个开心果* 有时& 我的确在

想& 她是不是上帝可怜我的辛苦& 大发慈悲

之下& 赏赐给我的珍宝呢*

真的是块珍宝* 哪怕只是歪着小脑袋 &

嗲嗲地对我说话& 于我也是一种乐趣* 你乏

了& 她还会来一句& 爸爸& 月亮奶奶晚上为

什么不睡觉呢" 听得我立马 ,石化%& 当然&

疲劳指数也至少下降七成*

世上最动人& 最能叩动心弦的东西& 莫

过于发自内心的& 对他人的关爱* 岁月在流

逝& 小小的个头缓慢在拔高& 关爱家人的情

感也在小小的心田潜滋暗长* 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 小东西居然知道端一杯茶给沙发上

的我& 也不知从何时起& 晚上加班回家晚一

些& 小东西总要打来电话关切地问这问那*

那天的晚饭后& 我削水果给她& 是火龙

果& 火红的外衣看得人心里暖暖的* ,你吃

吧& 我去洗澡%& 继而进卫生间* 门合起的

一刹那 &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句稚气的声

春日游大乘山

谷 盈

春日百无聊赖 & 如果不出去游玩一下 &

就太辜负了大好春光& 于是我们一行人决定

去大乘山赏景踏青*

路上行人不多& 阳光暖暖的没有冬日的

冷清和夏日的焦躁& 或许是因为看的人心情

好的缘故& 车和人都带着一种舒爽风流的感

觉* 正当我们叽叽喳喳地说笑时& 忽地一群

鸟从路旁的一大片空地上成片飞了起来& 这

鸟体型像乌鸦& 嘴是红色的& 是我平日不常

见到的& 这么大一群让我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这次出游& 春光明媚& 勃勃生机都是可以预

料的& 唯独这么多的鸟从田野里忽然飞起让

人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不由自主地想象这么

一大群罕见的鸟停在这里要干什么& 是有什

么人类不知道的东西吸引了它们& 还是它们

要去哪个地方& 还是飞累了在这里小小休憩

一下* 它们像一生只为一个目标而努力的荆

棘鸟那样的执着& 还是像隐士一样生活在人

迹罕至的丛林里有自己的王国11

总之& 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 我就放任

自己的思维天马行空地发散起来* 这一路上&

因为邂逅了一群奇怪的鸟而引发的想象& 让

我感觉和自然更亲密了一些*

走过普严寺时& 我特意看了看那棵银杏

树& 它依然粗壮挺拔* 绿绿的叶子在春风中

欢快地拍着小手掌* 我曾经为它的一张照片

感到惊艳& 照片里这棵树& 叶子在绚丽的秋

阳下金灿灿的& 在朱红的寺门衬托下仿佛穿

越了时空* 从那之后& 我所有关于寺庙的想

象里& 寺门前必有一棵这样历经百年却依然

活得喧嚣热闹的银杏树* 当我沉醉在关于秋

的想象中时& 蓦然回首& 发现身后春水蜿蜒&

绿意绵绵& 就这样一转身心灵就神奇地经历

了两个季节的熏染& 于是我便从山脚走向大

乘山的深处去感受这大好春光*

一路上& 我们都拎着袋子挖草药& 在城

市里任何东西都需要购买& 而在山野里只要

你想就可以摘野花挖草药& 总让我有一种得

了便宜的感觉& 于是就愈挖愈开心* 怪不得

总把自然比作母亲& 世上也只有父母可以让

子女无偿地索取吧$ 我们几个人不由自主地

奔着各自认为草药多的方向挖去& 于是几个

人就分散了& 刚开始还聊几句& 声音在寂静

的山林里能传出好远& 后来就慢慢地安静下

来了& 耳边只听见树木的沙沙声* 我又沉浸

在自己杂乱无章的思绪中& 心底不知道和谁

在默默地交流& 或许是嫩嫩绿草& 或许是散

发着松香的松树& 或许是敦厚的泥土& 或许

是我自己吧* 不管怎样& 这样的一番交流总

让我有既沉重又轻松的感觉& 沉重的是我又

要走出自然回到城市中去面对现实& 轻松的

是抹去了心灵的灰尘& 没有迷失自我*

挖草药累了& 我们就放弃了爬到山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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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李长江不由有些

泄气&他心里默默祈求&但愿能

把他抢救过来$

三天后&萧河林的手指动了

一下*李长江一直紧锁的眉头总

算舒展开了*

七天后& 萧河林睁开了双

眼&他看了看房间&似乎对自己

躺在这里感到不解*小敏坐到他

床前&未语先哭&,河林&你终于

醒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他缓缓

地问*

,这里是医院& 你已经昏迷

了四个月了*%小敏说*

见萧河林能说话了&时刻准

备着审讯的李长江& 立刻带着几

个刑警走进了病房&他叫一名刑

警把小敏带出病房后&直接就问(

,萧河林&你把吴静心藏哪儿了"%

萧河林似乎不大明白李长

江说的话&愣愣地看着他*李长

江拿出吴静心的照片给萧河林

看&,就是这个女孩*%

萧河林盯着照片看了一会

儿&说(,我杀了她*%

十八

十里镇的欧景花园&突然开

进来一串闪着警灯的警车&小区

里的居民感到吃惊和好奇&纷纷

围过来看热闹&互相询问发生了

什么事*

,听说是出了命案*%

,我的天&这世道*%

萧河林从一辆救护车上被

抬了下来&他躺在担架上&还挂

着吊瓶*他的手微微抬起&指向

前方&警察便抬着他朝前方走*

萧河林被抬着到了
5

栋一

单元三楼二号房* 李长江拿出从

萧河林病床的床头柜找到的钥匙

开锁& 却打不开*,是不是这一

间"%他问*萧河林微弱地点点头*

正要找东西弄开门&一名中

年男子出现了(,你们要干什么"

这是我的房子*%

,把门打开&我们在办案*%

,房里面什么都没有啊*%中

年男子犹豫着说*

,叫你打开就打开& 要不我

撬门了*%李长江厉声说*

中年男子十分不情愿地掏

出钥匙开了门*这是一间三室两

厅的屋子&面里空空荡荡&家徒

四壁&连一张床都没有*这让李

长江感到困惑&尸体呢"尸体在

哪里"

,你是不是把尸体移走了"%

他问中年男子*

,什么$尸体"%中年男子惊

得眼睛都瞪大了(,我进来看过

几次&什么也没有&有尸体我还

不报案嘛* 我这套房子是清水

房&自买了后我就没住过&几个

月前租给了一个人&可他一直没

有来住过*%

,是不是这个人"%李长江指

着担架上的萧河林*

中年男子凑近仔细看了看

脑袋绑着白纱的萧河林(,就是

他&他怎么受伤了*%

,萧河林&尸体藏哪儿了"%

萧河林指指厨房&李长江快

步冲进厨房里* 厨房里也是空空

如也&连砧板都没有一块*李长江

四下端详&灶台吸引了他的目光*

灶台约有一米高+ 半米多

宽&连接了厨房的两面墙&长约

有两米*一般人家&灶台水泥板

下面应该是空的&以便于放置坛

坛罐罐&可这个灶台从上到下都

砌得严严实实& 外面还贴了瓷

砖&看上去像一个大箱子*

突然&李长江明白了&他朝

外面的警察喊(,去车上拿镐子

铁锹上来$%

几个警察冲下楼& 很快把镐

子锄头铁锹锤子等工具拿了上来*

,扒了它$%李长江指着灶台

说*

一刑警挥起镐子重重地砸

下去&灶台面板上只掉了一块皮*

,不用砸面上的水泥板&扒

掉正面墙就行了*%李长江说*

正面这面墙明显好敲多了&

几锤下去& 就出现了一个大窟

窿*李长江低下头用手电筒往里

照&一股臭味扑入鼻孔&他不由

后退了两步*这种臭味他再熟悉

不过了& 这是尸体发出的臭味*

他发现里面是空的& 好像有衣

服*

,再挖$%他说*

窟窿不断扩大& 随后有头

发+衣服+手+腿露了出来&当正

面墙全部敲掉后&一个女子出现

在李长江眼中*李长江倒吸一口

气&他不得不佩服这个萧河林聪

明*在都市谋杀&一般都是分尸

处理&用这样省事而安全的方法

藏尸绝无仅有*这个砌得严严实

实+美观漂亮的密封灶台&后面

租房的人肯定是不会拆的&除非

房主自己看不顺眼敲掉它&否则

它将永远保存下去&尸体将永远

不会被发现* 尸体已变乌黑&有

些地方已腐烂&有蛆在爬*

,我的天$真有尸体*我还奇

怪租房的人怎么把这灶台下面

封起来了*% 中年男子脸色都变

了*

李长江招手&叫刑警把萧河

林抬进厨房(,你杀害的女孩就

是她吗"%

萧河林突然浑身颤抖起来&

他想开口说话&可双唇剧烈地颤

抖&使他发不出声*

他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说出

一个字(,是*%

连载!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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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城
在新兴大都市吉都%有两户人家%一户是经商的千

万富豪% 一户是贫穷的祖孙隔代家庭% 他们本互不相

识&一天%富家女儿吴静心在街头与贫家孩子萧河林偶

遇相识%两个内心孤独的人情趣相投%她和萧河林隐秘

来往%不久%吴静心神秘失踪了'(从此%吴静心的母

亲踏上了执着而又辛酸的寻找女儿之路& 吴静心最终

回家了吗)

清泉 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 庄志全
/

摄

最是一年春好味

张 颖

今年立春后的一场大雪& 下得飘飘洒洒&

酣畅淋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湿润*雪过天晴&

是河边采蒿的好时候 & 那是野菜中我的最

爱000白蒿* 每年初春&去黄河滩采蒿是我的

一大爱好*黄河滩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在旷野

中游走+奔跑&可暂时忘却尘世的俗事和烦恼*

北方的正月&水瘦山寒&万物尚在萧条之

中*去年冬天&华北干旱&干枯的植物得不到水

分&也懒洋洋的&没能像往年春天那样,欣欣然

睁开了眼%*今年正月&过了元宵节白蒿才刚刚

发芽&逡巡半日只采到几棵*

白蒿以两种方式生长(一种是种子随风飘

落&随遇而安&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但

这种白蒿一般长到二月才能采摘&正月里的苗

太小&小到无法辨认-一种是从蒿的根部发出

的嫩芽&这种嫩芽需,拨云%方能,见日%* 蒿草

远看是一片黄枯&大都两三尺高&有的还相互

纠缠生长在一起* 此时需要蹲下身子&睁大眼

睛&从乱蓬蓬的黄叶中看到一点绿&那便是刚

探头的白蒿*戴上手套&连根拔起&你会摘到一

簇绿意盎然的蒿朵*劳作一晌&能采摘两三斤*

白蒿&学名茵陈&经冬不死&春则因陈根而

生&可保肝护肝* 一到春天&吃茵陈+喝茵陈茶

已成为家乡人的一大习俗*我们这里盛传一则

谚语(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拔掉当柴烧*中医

则讲,三月茵陈治黄痨&四月茵陈当柴烧%* 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地居民还是更,迷信%正

月的茵陈&认为正月的茵陈药性最好*

白蒿是我们当地人的一种习惯称呼&因其

叶子绵软如绒&绿中发灰发白&气味芳香而得

名* 春天是保肝护肝的最佳季节&所以一到春

季&注重养生的+肝脏不好的以及常年战斗在

酒桌上的人们就开始变着法子食用茵陈了*正

月的茵陈&因药效好&株叶小&大多晾干后当茶

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茵陈茶%* 泡茵陈茶可

繁可简*可开水泡捂&可沸水冲煮&稍讲究点的

在泡茶时添十余粒枸杞&加三五颗大枣&去核

撕碎&不仅保肝去湿且益气补血* 泡出的茶绿

中泛红&清香浮动&在玻璃杯中如琥珀般摇曳&

闻之气息幽颤&品之唇齿留香* 我常将新鲜的

茵陈反复淘洗&阴干后装进透气的袋子&泡茶

时直接拿出一把&加上喜欢的,作料%&也省去

了洗茶环节* 即使到来年,青黄不接%时&仍有

库存可供*

二月的茵陈&朵大&叶茂&做,白蒿蒸麦饭%

是最好不过的了* 区区一碗白蒿麦饭& 看似

简单& 其麻烦程度不亚于雕龙画凤* 把茵陈

精拣细择& 除去黄叶败叶& 剪掉根部& 用清

水淘洗七八遍之后& 平摊在竹筐里沥去水分&

不过也不必沥得太彻底& 叶子湿漉漉的时候

就开始筛入面粉& 不多不少& 刚刚能薄薄裹

上一层即可* 放入食盐+ 花椒面+ 葱花搅拌

均匀& 大火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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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出锅* 麦饭好不好

吃& 关键是提味儿的调料& 细细地剁些蒜苗

或者榨点蒜汁& 淋点芝麻油& 最好再掰几段

干辣子& 热油 , 啦% 那么一下& 顿时满屋

都氤氲着茵陈蒸熏后的芬芳& 滋味悠长* 如

果陆游在的话一定会吟诵( ,日长处处莺声

美& 岁乐家家麦饭香*%

白蒿&写在书上只是一种植物&长在河滩

只是一种野草&泡在水里只是一种饮品&盛在

我心里便是一片绿荫11

!作者单位"河南省孟州市检察院$

书中*这时难道不是一种享受吗"%这是我晚年

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这样抬高茶的地位&对于有些爱酒嗜烟

的人&好像有点不怎么厚道&那就只好请其原

谅啦*谁让我交上茶这位朋友呢*各有所好&各

认其友&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反正茶这个朋

友&我算是真心交定了&没有一点商量*

打算了* 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持爬到山顶固然

有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畅快感& 但在这个懒

洋洋的春日里& 且让我放下一切负担随心所

欲吧& 待下个美好的季节里我将怀着轻松愉

悦的心情沿着山路一路爬上山顶$

!作者单位" 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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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

吃素的沙漠狼

妻子来电话(,妈来了&下班路过市场割点

肉*%他嘴上答应着&可心里不爽(岳母住得近&

隔三差五来&妻不是割肉就是买鱼*下班&他去

了酒馆*妻子打来电话问&他骗她说领导让陪

客*估计着岳母走了&他才假装醉意朦胧回到

家*敲开门&他愣了000竟是自己乡下的娘$

登长城

史占旗

我在长城上攀登，
沿着当年万杞良
匍匐的路径。
脚下踩踏的砖石，
一次次压垮他的背脊。
我用汗水
享受攀登的兴致，
他用血泪
承受劳役的苦痛。
我查寻砖石的缝隙，
是否还有残留的血痕？
登上高高的烽火台，
俯瞰长城的雄姿。
身边游人的欢笑，
淹没了孟姜女
遥远的哭声。

!

心湖一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