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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着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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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渐黄的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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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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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石村遗址无关
却在遗址的边界盛开
一瓣花一千年
夕照年轻又老了
下一个黎明
再复制一个鸟形鬹
不知道它的用处
不知道它的来历
只是我和它之间的联系
在生命的大河里
不是偶然相遇
是必经之地的一次重逢

22
借我一下废墟的土壤
再借我一下烈日的辉光
沧桑是我脚下的底肥
我比废墟高
围挡无法拦住我
远古的太阳照着我的先祖
现在又认真地照着我
我擦亮我的盔甲
在时光里留下吉光片羽
我比废墟高

又到了星期天，吃过早饭，夫人问
我，中午想吃什么，我说好久没有吃肉
火烧了。夫人说，太好了，我也爱吃你
做的肉火烧。

其实，夫人做的火烧很好吃，每次
去厦门，儿子的同事来家里做客时，就
爱吃我夫人做的火烧。但是做肉火烧，
相对来说是我的强项。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5岁那年吃
的肉火烧。当时我随父亲乘火车，由新
汶去青岛看望爷爷奶奶。列车到达潍
坊火车站时，正是早饭时间。那时都是
普通客车，在潍坊火车站停车十几分
钟，父亲利用这个时间到站台上买早
餐。不到十分钟，父亲手里拿着一个油
乎乎的纸包回来，放在座位前面的小桌
子上，打开一
看，啊，原来是
几个肉火烧，
圆圆的，反正
面烤得焦黄，
油乎乎的，散
发着浓浓的肉
香，拿在手里，
还 有 一 些 余
热。我急不可
待地拿起一个
咬了一口，肉和大葱馅的，满口流油，真
香啊。一会功夫，一个肉火烧就进了肚
子。也许是香味太浓，旁边的一位刚上
车的乘客对我父亲说：“潍坊肉火烧，可
是当地名吃啊。”另一位乘客看我吃得
香，也想下车去买，刚走近车厢门口，站
台上开车的哨声响了，列车员关上了车
门，列车徐徐开动，他扫兴而归，重新坐
在座位上，对我父亲说：“过几天我还要
从青岛返回，也买几个尝尝。”父亲急忙
拿起一个肉火烧递给他，几经推让，这
位乘客还是没有好意思吃。

从此以后，每次随父亲外出，父亲
问我想吃什么饭时，我都首选肉火烧，
只要有卖的，父亲都满足我，真是感受
到父亲对我的疼爱啊。

后来我在父亲单位食堂也吃过几
次肉火烧，但是没有潍坊的肉火烧好
吃，难怪它能被称作潍坊名吃。

我是1983年在龙口矿务局（现龙
口矿业集团）北皂煤矿参加工作的，该
矿投产时，有1000多名职工是成建制
从位于潍坊市的坊子煤矿调来的，食堂
许多老师傅也是潍坊人，自然他们做的
肉火烧就是潍坊风味。在北皂煤矿工
作的几年里，我是食堂的常客，总喜欢
在下班时，买几个肉火烧带回家，和父
亲共享。

后来，我调离了北皂煤矿，没有时
间和机会去该矿食堂品尝肉火烧。于
是，我就自己在家里学着做。尽管自己
很努力，却始终做不出那种味道。近几
年，通过百度查阅才知道，原来潍坊肉
火烧在肉馅的调味上，离不开花椒等佐
料，实践了一下，果然效果不错。

肉火烧对龙口矿区的井下员工来
说，也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这是因为党
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煤矿井下矿工的生
活，几十年前，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煤矿
班中餐供应的相关规定。而且，随着物
价的提升，班中餐的标准也不断提高。
就以龙口矿业集团为例，在2003年以
后，在各生产矿井的井口设立了员工超
市，职工下井前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
择食品。但是在此以前的几十年里，一
般由生产矿井的食堂按照费用标准加工
成食品，由各区队派专人领取并送到井
下工作地点。记得1996年时，梁家煤矿
职工班中餐就是每人发两个肉火烧。当
时我在梁家煤矿宣传科工作，有一次到
食堂班中餐车间采访，正赶上师傅们加
工肉火烧，师傅拿出一个刚出炉的肉火
烧递给我，一吃，还真是挺不错的。遗憾
的是，班中餐只供应井下职工，在职工食
堂的窗口却没有卖的。我的好朋友小张

负责他们区队的班中餐领取，有时个别
职工请假不来上班，班中餐就剩下了，为
了避免浪费，小张有时就送我几个尝尝。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肉火烧还曾是
龙口矿务局招待省部级领导的主食。
那是1992年1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
委员、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来龙口矿
区视察工作，傍晚时刻，时任烟台市委
书记陈建国也风尘仆仆赶到龙口矿务
局北皂煤矿。晚饭时间，领导们谢绝了
在酒店就餐的安排，来到北皂煤矿职工
食堂，和矿工一起就餐。食堂的师傅见
领导到来，将肉火烧、水煎包、糖包、烤
地瓜和大米稀饭都端到了领导就餐的
桌上，另外给黄部长加了一份虾仁炒豆
芽，领导们对矿工的家常便饭非常感兴

趣，几乎都品
尝了肉火烧，
吃 得 津 津 有
味。我还拍摄
了黄部长和陈
书记吃肉火烧
的镜头，这幅
照片还曾发表
在《 烟 台 日
报》，并入选了
烟台市庆祝改

革开放三十周年摄影展。这个场面，也
感动了现场的炊事人员，他们激动地
说，真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来吃饭，每
人消费不到5元钱。

听潍坊来的朋友说，如今潍坊的肉
火烧等名吃依然畅销，只是在原来的基
础上又增加了新品种，比如三鲜馅的肉
火烧等等。说起来也不奇怪，如今国家
富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对
生活的需求和选择自然也多样化了，也
就应了那句话：与时俱进嘛。

但是如果让我选择，我依然还是喜
欢过去那种纯正的肉火烧，焦黄而油乎
乎的外表，散发着浓浓的肉香。这是因
为，小小的肉火烧，是地方饮食文化的
传承，有着悠久的历史，融入了劳动人
民的智慧。对我而言，肉火烧不仅寄托
着情，寄托着爱，还伴随着我的成长，承
载着一串串难忘的故事。

每年三月间，我们都会迎来一次政
治生活的盛会，那就是全国两会。今年
年初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大
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相继发布了适当推
迟召开两会的决定。在我的记忆中，40
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就像窝了一个冬天，翘首盼望着阳
春三月和那久违了的春风，每年三月，
我都会守候全国两会的如约而至，期盼
着全国两会上那些引人瞩目的事，比如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代表委员们纵论
国是的纵横捭阖，还有总理
记者招待会上那些睿智又不
乏幽默风趣的答记者问……

30年前的1990年3月，
我奉命赴京参加全国两会报
道，先是简短的培训，接着就
入住了位于西直门内大街的
原总政招待所。二楼一个宽
敞的套间，外间住着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的两位老记者，
我和另一位新华社记者住里
间。靠南边窗户的一个桌子
上，放着一台传真机和一部
电话机，加上几个采访本、一
大摞稿纸和一支钢笔，就是
我们的全部家当。

其实，对跑全国两会的
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张
进入人民大会堂的“牌牌”。
这个采访证分为几种颜色，
分别表示可以进出大会堂的
哪个会议厅和万人大会堂的
哪个楼层。红色采访证级别
最高，拥有这张“牌牌”的记
者可以上主席台，主要是摄
影、摄像记者，统共也就几
张。我戴的是蓝牌，允许在
大会堂内各个会议厅采访。

我当时跑“对外”，也就
是采写中国新闻对境外的报
道，主要面向港澳台和欧美
国家华文媒体。当时对外记
者人手紧缺，人家跑“国内”
的记者一人蹲守一两个人大
代表团，而对外新闻编辑部
分派给我的，则是山东、安徽
和东三省5个人大代表团，
这些代表团分别住在总政招
待所、西苑宾馆，加上隔几天
就要跑一趟人民大会堂，真
是忙得团团转。

采访了全国政协和全国
人大开幕式，就一头扎到各
个代表团，安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黄河三角洲农业
综合开发，黑龙江林区开发非木产业，
辽东半岛新一轮对外开放……一篇篇
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新闻稿，通过新华
社对外新闻通稿线路传向海外，经常能
在新华社设在人民大会堂广西厅的发
稿中心，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境外媒
体采用的版面，用的都是北京“电头”。

全国观念、全球视野，是国家通讯
社记者的基本功，对外记者更是要时刻
绷紧这根“弦”。道理挺简单：自家人明
了的事情，要让邻居知晓，那必须具备
某种解释性能力。全国人代会开幕前，
我就扎进安徽省人大代表团，采访了凤
阳县农民杨锦礼代表。那年全国两会
的主题就是稳定和改革，这位农民代表
直言：“我们农民最盼望社会稳定、经济
稳定、政策稳定。”这番话就成了消息
《凤阳农民的心愿》的导语。消息是这
样交代凤阳这个特殊县份背景的：“历
史上，凤阳县以贫穷和‘凤阳花鼓’闻
名，12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里
发端并席卷全国。这个制度已成为中
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标志。”同一天采写
发表的消息《安徽农业将持续升温》，则
从中部农业大省的视角，展示了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发生
的巨大变化和可喜前景。

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时任第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
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孙起孟代表，在他
的家乡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联
组会议上发表的经典论述，时隔30年，
言犹在耳。会上，孙起孟首次提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应遵循“有同
有异，大同小异，求同存异，长同消异”
四原则，令人耳目一新。当时已年近八
旬的孙起孟思路清晰，他说，要强调中
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大同”，并且致力
于求同，对“小异”要通过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等有效方法，实现自
我约束，尽可能地化“异”为

“同”。题为《孙起孟谈中共
领导下多党合作四原则》的
对外通稿播发后，被《人民日
报》海外版和许多境外华文
媒体全文采用，也使我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这一凸显中国特色的政治优
势，有了全新认识——中国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仅思想
深邃，更有民族血性和坚挺
脊梁，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
和国家危难的时候。

那时我还在新华社山
东分社当记者，自然不会放
过山东代表团新闻人物和
新闻事件的蛛丝马迹，从政
府官员到民办企业家，从知
识界精英到“平民”代表，都
成了我采访报道追逐的对
象。时任新牟国际联合企
业总公司董事长的常宗琳
代表，是七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成员，与党和国
家领导人同台共商国是。
当年他所在的村办企业下
辖5家分公司，其中3家出口
企业创汇逾千万美元。30
年前，常宗琳就在全国人代
会上呼吁：对乡镇企业作为
中国农村经济砥柱的作用
应有充分的认识。当时只
是觉得常宗琳的说法挺新
奇，就直接写进了新闻的导
语，现在看来，还是低估了
这位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
的远见卓识。

庄严的全国两会召开期
间，也不乏轻松有趣的新鲜
事。一个周日，大会休会。
晚上，同一驻地的山东、安徽
人大代表团的代表们相约举
办一场联欢会。我想，山东
代表团有吕剧表演艺术家郎

咸芬代表，安徽代表团有黄梅戏表演艺
术家马兰代表，两人同台表演，会不会
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果不其然，马兰
登台表演的是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七仙女”有了，而“董永”的角色却没人
敢应承，在推选“董永”的过程中，笑料
迭出，欢乐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我赶
紧跑回房间，一气呵成新闻特写，传真
给新华社发稿中心。第二天，这篇特写
作为两会“花絮”，刊登在《人民日报》海
外版第四版，标题是《“七仙女”点名寻

“董郎”唱音未绝掌声四起》。稿子不
长，味道挺浓。

全国两会报道，紧张而有秩序。大
会闭幕当天，照例是总理的记者招待
会。我们一干记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
广西厅，围坐在一台大屏幕电视机旁，按
照分工，每人负责记录一个问答。现场
整理完成的问答随即录入、审定、播发，
与会场时效几乎同步。回到下榻处整理
会议期间所发稿件，竟有近40篇，感觉还
不错。会前，编辑部领导给每个记者定
的“好稿”上限是3篇，末了却给我评了5
篇，也让我有点儿意外之喜。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
时。”每逢全国两会召开，我都会不由自
主地想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也会更
加珍惜那些并不如烟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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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

诗歌（旧体诗除外）。要求
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
代读者审美和品位。来稿请
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
账号信息，以便发放稿费。
投稿邮箱：

lifeng@ytdaily.com

国庆长假最后那天国庆长假最后那天，，放飞了一个周放飞了一个周
的心的心，，终于开始收拢了终于开始收拢了。。清晨清晨，，换完鱼换完鱼
缸里的水缸里的水，，就开始浇阳台上的花就开始浇阳台上的花。。倏然倏然
发现发现：：两年前从建档立卡联系户都女士两年前从建档立卡联系户都女士
家剪回来插植在自家花盆里的钱串子家剪回来插植在自家花盆里的钱串子，，
几枝顶端已零星开出了泛粉色的簇簇几枝顶端已零星开出了泛粉色的簇簇
小花小花，，煞是令人惊喜煞是令人惊喜。。

钱串子钱串子，，产自南非产自南非，，是一种目前很受是一种目前很受
国人喜爱的景天科多肉植物国人喜爱的景天科多肉植物。。它之所以它之所以
有这么个讨喜的好名有这么个讨喜的好名，，是因其外形酷似是因其外形酷似
一串串钱币一串串钱币，，很多人都愿种养它来讨个很多人都愿种养它来讨个
好彩头好彩头。。当然当然，，都女士家也不例外都女士家也不例外。。

两年前两年前，，政府号召每名机关干部都政府号召每名机关干部都
要与一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成对子要与一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成对子，，经经
常走进他们的家庭常走进他们的家庭，，了解所期所盼了解所期所盼，，帮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助解决实际困难，，送去党的温暖送去党的温暖。。我的我的
联系户是姜格庄街道东场村的都女士联系户是姜格庄街道东场村的都女士，，
她时年她时年5050岁岁，，打小患有智障打小患有智障，，生活处于生活处于

半自理状态半自理状态，，3939岁时丈夫意外去世岁时丈夫意外去世，，现现
已已2525岁的女儿靠着不稳定的工作常年岁的女儿靠着不稳定的工作常年
漂泊在外漂泊在外。。由于生活自理能力差由于生活自理能力差，，都女都女
士后来只能常年居住在离东场村士后来只能常年居住在离东场村11..55公公
里的北头村老母亲家里的北头村老母亲家，，生活花销基本靠生活花销基本靠
低保金维持低保金维持。。我第一次到都女士母亲我第一次到都女士母亲
家家，，是东场村党支部杨书记陪同的是东场村党支部杨书记陪同的。。都都
女士见到杨书记女士见到杨书记，，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紧紧拉住她的手紧紧拉住她的手，，面带幸福笑容的脸庞面带幸福笑容的脸庞
也紧贴在她的膀头上也紧贴在她的膀头上，，然后站在一旁木然后站在一旁木
讷地说着些含糊不清的感谢话讷地说着些含糊不清的感谢话，，场面很场面很
是令人感动是令人感动。。我和都女士的老母亲坐我和都女士的老母亲坐
炕交谈前炕交谈前，，都女士抢先用手擦了擦炕席都女士抢先用手擦了擦炕席
后后，，就站到母亲身边微笑盯看着我就站到母亲身边微笑盯看着我，，还还
不时用不时用““表情包表情包””调和着融洽的气氛调和着融洽的气氛。。

我起身时我起身时，，见窗台上摆着一盆从未见窗台上摆着一盆从未
见过的花草植物见过的花草植物，，就好奇地问就好奇地问：：““是什么是什么
花这么漂亮花这么漂亮，，好养吗好养吗？？””都女士母亲介绍都女士母亲介绍

说说：：““它叫钱串子它叫钱串子，，很好养的很好养的，，剪下一根枝剪下一根枝
条条，，撸下几层叶片撸下几层叶片，，插在土里就能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而
且不出且不出33年根茎就能连满一花盆……年根茎就能连满一花盆……””
看我喜欢看我喜欢，，老人家随手剪下老人家随手剪下44根枝条用根枝条用
塑料袋包好送给我塑料袋包好送给我。。临上车临上车，，都女士母都女士母
亲指着门口的一垛柴草告诉我亲指着门口的一垛柴草告诉我：：““俺闺女俺闺女
虽然有病虽然有病，，但很爱干净但很爱干净、、很爱美很爱美，，这垛松这垛松
柴毛柴毛，，全是她一点一点搂回来全是她一点一点搂回来，，又一层一又一层一
层码上去的层码上去的。。””站在一旁的都女士嗯嗯地站在一旁的都女士嗯嗯地
点着头点着头，，又憨憨地又憨憨地、、不停地向我们招着不停地向我们招着
手手，，直到车离开了她的视线直到车离开了她的视线。。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是高富不管是高富
美的帅哥靓妹美的帅哥靓妹，，还是矮穷丑的凡夫俗还是矮穷丑的凡夫俗
子子，，其追求美的理想境界都是一致的其追求美的理想境界都是一致的。。
3535年前年前，，我在老山前线参加对越防御作我在老山前线参加对越防御作
战战，，吃住条件都比较艰苦和简陋吃住条件都比较艰苦和简陋，，但战但战
友们爱美的表现友们爱美的表现，，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
忆深处忆深处。。战前适应性训练时战前适应性训练时，，我们住在我们住在

文山州砚山县平远街文山州砚山县平远街，，那里的仙人掌长那里的仙人掌长
得漫山遍野得漫山遍野、、花美异常花美异常，，有的高两米有有的高两米有
余余，，战友们争相与之拍照留影战友们争相与之拍照留影，，有的还有的还
挖回来栽植于花盆中挖回来栽植于花盆中，，和随身物品一起和随身物品一起
携带到前线携带到前线，，直至凯旋归来直至凯旋归来。。到了前到了前
线线，，闲暇之余闲暇之余，，战友们和我利用废弃的战友们和我利用废弃的
各种口径的弹壳各种口径的弹壳、、药筒药筒，，制作出拐杖制作出拐杖、、老老
鹰鹰、、和平鸽和平鸽、、水烟斗水烟斗、、烟灰缸烟灰缸、、铜戒指等铜戒指等
等等，，花样迭出花样迭出，，美不胜收美不胜收，，至今睹来至今睹来，，还还
奇美夺目奇美夺目、、倍感亲切倍感亲切。。

提及战友爱美提及战友爱美，，我永远铭记着一起我永远铭记着一起
参战牺牲的一位参战牺牲的一位1919岁的新兵和一位岁的新兵和一位2222
岁的班长岁的班长。。在一次战斗中在一次战斗中，，敌我双方打敌我双方打
得非常激烈得非常激烈，，突然一发炮弹在那个小战突然一发炮弹在那个小战
士身边爆炸士身边爆炸，，他被炸得血肉模糊他被炸得血肉模糊，，当被当被
战友抬到安全地带战友抬到安全地带，，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一位年轻漂亮的女
护士前去抢救他时护士前去抢救他时，，小战士预感到自己小战士预感到自己
不行了不行了，，就用微弱的气息跟女护士提出就用微弱的气息跟女护士提出

最后一个请求最后一个请求：：““可以抱我一下吗可以抱我一下吗？？””当当
时湿润了眼睛的现场所有的人时湿润了眼睛的现场所有的人，，都把目都把目
光转向了女护士光转向了女护士。。女护士含泪点了点女护士含泪点了点
头头，，并轻轻地把他抱起来并轻轻地把他抱起来，，在他的脸上在他的脸上
亲吻了一下亲吻了一下，，小战士感动地流着泪小战士感动地流着泪，，然然
后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后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说起那位班说起那位班
长长，，他更酷爱美他更酷爱美，即使在猫耳洞狭窄的
空间里，也用破损的钢盔养着一棵老山
兰。他爱花如痴，护花如子，晴天端出
晒太阳，晚上守在枕头旁。即使这样，
上苍也没有眷顾班长的“美愿”，在一次
夜战中，他抱着心爱的老山兰血洒疆
场。惊悉噩耗，我曾以叙事体诗含泪写
下《班长的兰花》：兰花，以她的隽秀和
刚劲，吸引着老山将士，激发着他们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伟大祖国的炽爱——
阵地上/钢盔里/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啊/
那是班长青春的花/炮火里把她来守卫/

焦渴中把她
来浇洒/啊/
兰 花/你 是
班长心中的
花/你 是 班
长 远 方 的
她//战 壕
边/血泊里/
有一棵火红
的兰花/啊/

那是班长生命的花/一腔热血已洒尽/双
手还紧抱着她/啊/兰花/你是班长心中
的花/你是人民骄傲的花//猫耳洞/泪眼
中/有一棵跳动的兰花/啊/那是班长英
灵的花/两颗心已融合/远方的她又捎来
了情话/啊/兰花/你是战士心中的花/你
是祖国强盛的花

英雄已故去，留美在人间。大自然
面前，谁都有爱美的权利，可为了祖国
江山的美，为了人民生活的美，多少革
命先烈、仁人志士，付出了美好的青春
和生命，奉献了真诚的大爱与大智。

钱串子开花羞答答，精心呵护美万
家。两年过去了，我因故再没去过都女
士家，但我相信：她家在包户干部的接
续帮扶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棵
沐浴着阳光雨露的钱串子花也一定会
越开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