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路花语

祖国有14亿个孩子
我是其中的一个
却是您最牵挂的
我需要拐杖
我需要搀扶
我需要沟通
我更需要心灵的安慰

是您始终对我不离不弃
给予我知识和温暖
在我幼小的道德观里
种下了善良的秧苗
从此我明白了
人可以贫穷
可以受苦
但一定要光明磊落
为社会注入正义的血液

几十年来
每次遇到刮风下雨
总有人为我遮风挡雨
每次受到病痛的折磨
总有人与我共渡难关
我知道我生活在幸福的国度里
这里太平盛世
这里散发着大爱的光芒

如今我已经不再是
那个十分脆弱的人了
我乐于奉献
我要帮助有苦难的人们

我要强大起来
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今年很特别
我们会看到中秋佳节
红旗飘飘
这是多么壮丽的场景

我们能在茶余饭后
望着天空中的一轮圆月
谈谈祖国71周年来所走过的
峥嵘岁月

我的祖国
一路走来
披荆斩棘
您受过的伤痛
我感同身受

祖国您应该感到欣慰
正是14亿同胞的
坚强不屈、奋发向上
您才永葆青春
此刻作为其中的一个建设者
我同样也是非常骄傲
在这举国欢庆的节日
在这团团圆圆的时刻
我祝福您祖国
祝您越来越强大
我会像14亿儿女一样
永远爱着您

我生活在幸福的国度
凌 梁

一点不浪费

周肇泉漫画

今天是您的生日
14亿炎黄子孙一起为您唱响生日的赞歌
我们不会忘记
岁末年初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
让严冬不结冰霜
如今这场抗疫持久战已经取得胜利
您用速度和实力，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
世界人民叹服您的胸怀
华夏儿女感恩您的母爱

今天是您的生日
也是千千万华夏儿女阖家团圆的节日
伴随着慷慨激昂的国歌声
我洒下幸福的泪滴
那是感恩的泪水
感恩母亲的恩赐
也是自豪的泪水
我是中国人
我自豪

今天是您的生日
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是多么美丽
国旗上紧紧团抱的五颗金星
是十四亿华夏子女心中最亮的启明星
五十六个民族永远与您同心
我们坚信
东方神韵的精彩会源远流长
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今天是您的生日
田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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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不
过遗憾的是，我们每年都只能买月
饼孝敬父亲，母亲患有严重的糖尿
病，已经多年不能吃甜月饼了。而
我这个小女儿秉承了母亲的体质，
近两年来也不能吃甜品了。

从小就特别爱吃传统芝麻饼，
尤其中秋月饼，那个香那个甜，吃
到嘴里，骨头都要酥了……可惜如
今身体不行，我就算是垂涎三尺都
无计可施，每每只能望饼兴叹了。

不过我从来都是个好吃不懒做
之人，我经常做自己喜欢吃的美

食，并在朋友圈晒出来，常常是羡
煞一帮老友。临近中秋节之际，我
就一直在琢磨：自己可以做点饼来
孝敬母亲，顺便自己解解馋。用菜
或者肉做馅，外面粘上芝麻，烙熟
之后肯定也是美味。

有想法就得付诸行动，正好前
几天家里买了白芝麻，晚上我拿出
半斤左右，洗干净，在锅里炒熟炒
香，然后用少许酵母和面，揉成
团放盆里，用保鲜膜包好备用。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开始做
饼。

经过一夜的发酵，面团在盆里
鼓起来老高，甚是可爱，我揉了
几下，嘿，这发酵好的面不沾
手，还很有韧性，随我拿捏扯拽。
我把面团分成小拳头那么大一小
团一小团，搓揉后摊开，包上一
勺咸白菜，做成饼，再在饼两面粘
上炒好的芝麻，嗯，看相还不错！
全部做好后，就等着煎熟吃了。
可惜家里没烤箱，不然可省事多
了。

最后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把饼
煎熟。锅热后，我均匀地淋上一勺

植物油，待油七八成热，把饼放锅
里，稍煎一下，然后加适量水，盖
上锅盖，中火焖至水差不多干了。
开锅，把饼翻一面，小火慢煎至两
面金黄即大功告成。

咸菜芝麻饼出锅了！外脆里
软，咸香可口，一个下肚，浑身都
烫贴，满足感爆棚。二话不说，赶
紧装几个送给父母亲。母亲吃着热
乎乎的芝麻饼，笑得可开心了：

“好多年没有吃过月饼了，现在我
过中秋也有饼子吃了。好吃，好
香！”

自己动手做月饼
齐爱平

拉开窗帘，抬头就能见到窗外
那片绿色。一年四季，橘子树不是
开着花就是挂着果。枇杷树生机勃
勃，枝繁叶茂。香椿树叶春长秋
落，到冬天掉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杆
子了，但我知道枝丫里正孕育着春
天的绿芽。

铺满小院的南瓜藤肆意蔓延，
沿着香椿树、橘子树爬呀爬，从不
嫌累，只想抢占更多的地盘，把树
当成天然的架子，等到秋天挂上一
个个熟透的老南瓜。

低处的空心菜同样长得郁郁葱
葱，是蔬菜里比较易种的菜品。不
需要播种，待来年春天第一茬又脆
又嫩的空心菜上市时，从菜农处买
上两把，切掉末端比较老的部分杆
子，选嫩叶部分炒菜吃，把切下的
部分扦插到地里种，一点也不浪
费。每天早晚浇浇水，空心菜就能
长得很好，不需要特别施肥、喷药
水，看到叶间有类似天牛的硬壳虫
和刀螂，带上手套抓一抓，基本上
没有其它特别贪吃的小虫子了。这
种菜插下就能成活，能从春天采摘
嫩叶吃到秋天，一直采一直长，只
要有足够的阳光和充足的水分，再

生能力超强。一年绿三季的空心
菜，原名叫雍菜，又名藤藤菜。种
菜的卖菜的菜农叫习惯了，都叫空
心菜。这种菜既可欣赏又可作蔬
菜，虽然味道不是最好，却是最受
欢迎的，在缺少青菜的夏季，是一
味不可多得的绿色菜蔬。

窗外，绿叶在阳光下舒展，在
风中舞蹈，时而还能遇上东张张西
望望探头探脑找虫子吃的小鸟和绕
枝叶飞舞的彩蝶。对绿色的喜欢，
让我想起那篇著名的《囚绿记》，
心里颇有些激动和感慨。文章的
作者陆蠡1939年曾住北平，喜绿
的他发现住处的窗外有一株常春藤
时，欣喜地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
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
屋子，企图囚系于屋内，视作绿
友。然常春藤有着自己独特的个
性，“永远向着阳光生长，永不屈
服于黑暗”。于是，陆蠡在离开前
仍然把它请回了属于它本来的地
方。第二年，流徙于南方的陆蠡，
见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极具
正义感的他愤怒忧烦，生出一股
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此时，常
春藤恰好成为陆蠡对祖国明天的希

冀与坚信，于是动笔写下了《囚绿
记》。

欣慰的是我不必牵绿，绿色的
植物就在我身边自由自在地生长，
不受任何限制地享受阳光雨露。因
为喜爱绿色，在当初造房子时我宁
愿缩小图纸上的建筑面积也要留下
巴掌大的一块土地，来种树种菜，
以致房间小得成了名副其实的蜗
居。不过我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尽
情地享受泥土带给我的快乐。因为
种上了树和蔬菜，让我可以白天听
鸟叫，晚上听虫鸣，实现了小小的

“田园梦”，做一名随心所欲的现代
农夫，甚至挖了深沟既排水也蓄
水，空出土地的一角，让荒草自由
生长，只为抽几根狗尾巴草玩，还
能欢快地追着青蛙跑。

是啊，绿色是自然，是生命，
它总能给人以喜悦，以快乐，以幽
静。而我窗外的众绿友们，就这样
年复一年地陪伴着我。我只需坐到
我的书桌前，就可与它们静静地对
视。春天，绿友给我以希望，夏
天，给我添清凉，秋天给我以诗
情，冬天给我以温暖。要说何以解
忧，唯有绿植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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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随着年岁的增长，许多东西
由原本的陌生，变得熟悉，以至于
亲密，到最后都变得习惯了。习惯
了，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的
终极关系。

早上七点，天蒙蒙亮，我猛地
乍醒，一看表，从床上弹起——快
迟到了。急急忙忙穿衣、洗脸、吃
饭。老爹问我今天起这么早干嘛，
搞得跟打仗似的？不是周末嘛！他
知我平时工作时间长，晚上又常熬
夜看书写稿，周末的早上一向很
懒，爱睡懒觉。我一听他这么说，
顿时蒙了，对呀，今天是礼拜天
啊！我怎么把它给忘了。

一日在厂里上班，一同事忧心
忡忡地在找着什么，急得满头是
汗，把他工作的地方都快翻得底朝
天了。于是我好心地走过去，问他
怎么了？询问要不要帮忙？是不是
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丢了？他说他的
一把火钳找不到了，还问我有没有
拿？我说：你为这急个啥啊！单位
库房里火钳多的是，随便去拿一
把，又不用你花钱的。他说这不成

啊！这把火钳跟了他好多年，如同
他身上的手足，用习惯了。假如再
换一把，虽然是新的，但干过活的
老手都知道，一开始用的时候会硌
手，用不习惯，这跟新买的车，刚
结婚的新人要磨合道理一样。我说
鞋也是这样，旧鞋总是穿着最舒服
的——习惯了。

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春节，我
跟着姨夫去天台的外婆家。那天下
了长途汽车，天已经完全黑了，摸
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一户人

家，门半掩着。姨夫冲里面高声叫
嚷着，用当地的方言喊着屋内主人
的名字。老旧的木门，“吱呀”一
声开了，迎出来一对中年夫妇。姨
夫和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并把我
介绍给他们认识。他们是我妈年轻
时认识的老相识。这时已是晚上六
七点，我已饿得肚子咕咕叫，天气
又冷。屋主人知我二人还没吃饭，
二话不说，煮了碗青菜肉丝面，面
很细，当地特有；猪肉很香，应该
是自己养的，因为在吃饭的厨房

边，就有几只土猪养着。他们用一
个“海碗”，给我满满地盛了一大
碗。那时我胃口小，那天却不知怎
的，却狼吞虎咽地吃着；或许是
实在饿坏了，又或许冬夜肚饥，
吃着陌生人给的面，特别的香。
这碗面过去了大概二十年，我还
一直记得。而对于母亲每天的洗衣
做饭，我却很少有什么感想，细究
其因，无外乎习惯了。这是很不应
该的。

总而言之，一个再普通的人身
上都有很多习惯。比如：一个地方
待习惯了，一旦离开，就会有一种
念想；一种食物吃习惯了，就上了
瘾，戒不了了；一件物品陪伴的时
间久了，一旦失去，就会觉得很不
习惯；一个人被爱习惯了，往往觉
得理所当然；一段情在一起习惯
了，就往往割舍不下……许多时候，
你的习惯，在别人看来很不习惯；你
的不习惯，在别人看来却很自然。
人是一种感情很丰富的动物，在时
间这个魔术师面前，会令人表现得
很不一样，你不必太惊讶。

习 惯 了
沈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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