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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春时节，又一个甜蜜浪漫的情人
节如约而至。爱情、鲜花、巧克力，还有
诉说的或者写下来的海誓山盟⋯⋯

有别于这些常规的图文桥段，我们
特意准备了一辑军营写真奉献给大家。

边疆，无垠大漠，雄伟口岸，钻天白
杨，娇柔蒲公英，更有那清风中猎猎飘扬
的国旗，这样的背景之上，小我的卿卿我
我，瞬间放大了，升华了，保家卫国的大
爱在这里萦绕⋯⋯

主人公是跟随“江苏最美拥军人物”
朱立凤“朱妈妈”一起慰问新疆边关的两
个“兵儿子”及其爱侣——韩浮、高凯和
金小龙、李静。采访朱妈妈20年来第15
次拥军之旅的常州电视台杨铭老师因陋
就简，拿起手机，用他的爱心，更重要的
是用一个资深摄像师的眼光，创作了这
些军营里别样的风景。

当我在键盘敲下这些文字，耳畔想
起了那首军旅歌曲《当你的秀发拂过我
的钢枪》，在天山脚下茫茫边疆采访朱妈
妈和她的兵儿子们的故事，这首歌曾一
次次让我们动容——

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别怪我保持着冷峻的脸庞，
其实我有铁骨，也有柔肠，
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
当兵的日子短暂又漫长，
别说我不懂情只重阳刚，
这世界虽有战火也有花香，
我的明天也会浪漫地和你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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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天，
常州市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迎
来了一位青年
学生，他就是
来自台湾的刘
庭玮同学。

2015年8
月，常州市妇
儿中心民乐团
赴台湾交流演
出，在两岸孩
子的互动演出
中，刘庭玮和
妹妹都是主持
人，他们操着
口音浓厚的台
湾普通话，但
丝毫不影响调
动常州孩子的
现场情绪，这
个演出轻松随
意 又 气 氛 热
烈。时隔 1 年
多，如今，刘庭
玮已经从台湾
新北市三和国
中毕业，考入
了台北市立大
学。大二那一
年，学校有去上海交流研学的名额，他
得知消息后立刻申请，终于获得了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交流一个学期的机
会。转眼，1 个学期过去了，寒假快要
来临，刘庭玮就要返回台湾了，他抓紧
时间要和因民乐而结缘的大陆同学再
见上一面。于是，他安排好访友行程，
先到南京，与南京第九中学民乐团的
小伙伴见面，然后再折返到常州，与常
州小伙伴袁圆见面。袁圆是省常中高
二学生，也是常州妇儿中心民乐团的
团员，当年也随团赴台参加了交流演
出活动。虽然刘庭玮比袁圆大了 3
岁，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们
两人在赴台湾交流演出中结识、互加
微信以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

们谈民乐、谈学业，谈理想⋯⋯
因民乐而结缘，他们的相见也约

在了市妇儿中心。去年 12 月 31 号中
午，他们在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
观了市妇儿中心，与中心同样是学习
民乐的弟弟妹妹们一起交流、玩耍，十
分开心。刘庭玮说：“我一直有个理
想，就是要做一名小学老师。所以在
华师大我选择了体育教育这个离我的
理想最近的专业。今天和弟弟妹妹一
起学习交流，太开心了！他们太可爱
了！更坚定了我要做一名小学老师的
信念。”

市妇儿中心还邀请刘庭玮、袁圆
来到有着百年品牌的义隆素菜馆，品
尝了久负盛名的常州银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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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民乐而结缘

不知为何，每逢春节，脑海里总会
浮现出以往在乡下过年的日子，每每想
起的时候，似乎还会嗅到空气中飘来一
阵热乎乎的包子香和浓浓的烟火味。

年前，妈妈就踏着自行车载着我回
乡下省亲，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环抱
着妈妈的腰，不知数了多少棵路旁杨
树，报了多少家商铺店名，一路颠簸，小
腿发麻，才看到外婆家村庄的影子。

外婆家坐落于城西一座不知名的
小村子里，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左邻右
舍都是堂兄堂妹的近亲，乡亲们远远见
到我们，就一路小跑到外婆家报信了：你
家大丫头和外孙女回来哩！我妈的自行
车从高高的小土坡上拉风般地趟下，直
到外婆家门口刹车停住。外公外婆已经
迎了出来，招呼我妈进屋帮忙。

没多久，我的大姨、小姨，大舅、小
舅都回来了，外公也不招呼他们坐下
休息，只喊着要他们赶紧干活。小时候
的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忙
不完的事，女眷负责到田里摘菜、洗
菜，男的负责杀鸡、宰鱼，我两手插口
袋，这边瞅瞅，那边看看，发现没啥可
做的事情，就偷偷跑出去闲逛了。

冬日的乡野在我印象中萧瑟苍
凉、空旷寥阔，荒草丛生、枯藤蔓延，落
叶残枝铺满了一地，两旁的杉树兀自
挺拔着，凛冽的冬风早已刮落它们最
后一片绿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
空中摇颤，院坝前庭时不时飞落两只
小雀，时而踱步啄食，时而飞向枝头高
歌，鸡舍里的鸡拥作一团，相互取暖，
外婆说只有无风暖阳的日子，它们才
会出来溜达觅食。背阳的田埂上结了
一层白茫茫的冰霜，远远望去像覆了
一层薄膜，朝阳的南面，还残留着最后
的绿色，青菜、荠菜、菠菜不惧寒冷，争
先恐后地向上长着，好不热闹。

家家户户仿佛约好了似的，都在
灶堂里生起火来，一时间炊烟袅袅，一
年一度的蒸包子开始了。外婆早早就
将枯树枝捡拾起来，把树桩劈成粗细
均匀的柴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炉灶
旁，生起灶火，热好蒸锅。炉灶上方还
供奉着一尊神像，长大后的我才知道
他叫“灶王爷”，据说民间还有“送灶”
习俗，每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时，要
端上美酒佳肴供祭灶君，讨他欢喜，待
他吃饱喝足后，就不会在天庭多言了。
我至今仍看到农村的炉灶上供奉着

“灶王爷”，表达着人们纯朴美好的愿
景。生火看似简单，其实非易，先要用
枯草、废纸点燃细树枝，将冷冷的灶膛
热起来，待火旺后，才可以添加粗一点
的木柴，灶旁离不开人，需要一直有人
守着，待火不旺时再添加柴火。我饶有
兴致地说要生火，可坐在炉灶旁没几
分钟就受不了烟熏火烤地败下阵来。

从炉灶旁转到圆桌，看妈妈和几
个阿姨手脚麻利地将面粉和上水，再
揉成面团，开始将它们做成各式各样
的包子、团子，菜馅是早已拌好的萝卜
丝肉馅、青菜肉馅和豆沙馅，我每样捏
点塞入嘴里，大人们即使看见也不会
说什么。妈妈安排我将筷子蘸点菜馅
分别点在不同的包子上，好做区分。当
一个个小巧玲珑的包子码放在蒸笼
里，放在灶上大火蒸几十分钟后，就可
以出锅了。打开热气腾腾的蒸笼，包子
个个变得白白胖胖，香气四溢，嘴馋的
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豆沙包咬起
来，那真是一个甜啊！就这样，不停地
包，不停地蒸，蒸了一笼又一笼，大概
做满160多只包子、团子后，外婆就开
始10只一袋分起来了，每户人家都要
均分 1 份。有时，我跟着她去送包子，
当然又收回满满一袋人家的包子。最
后，家里可能还会多出 10 余只包子，
留待新年里吃，寓意年年有余。

到了晚上，自然是少不了的年夜
饭、看春晚、放烟火。放烟火是我们孩
子翘首已盼很久的事，心急的我们不
待天黑，就要拿着烟花炮竹往外冲，总
被大人喝止，等天黑了再放！好不容易
盼到天边最后一丝光亮被黑夜吞噬，
天空暗沉下来，我们再也坐不住了，在
屋前将烟花摆放起来，胆大的男孩打
头阵，用火柴点燃导火索，我们女孩则
捂着耳朵，远远地站着看美丽的烟火

“倏倏”地冲上天空，在黑黢黢的夜空
中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打烟花
放完，我们还不过瘾，央求大人再给我
们钱去买，这时外公会变戏法似地从
箱子里掏出一个个红包给我们。乡下
的小店是不关门的，我们一溜烟地跑
到马路对面的小店买回一摞摞“烟枪
炮弹”。乡下的夜晚真黑啊！那真是黑
得跟墨似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满天
闪烁的星星、昏暗的路灯、璀璨的烟花
和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的光亮。

放完烟花，吃完年夜饭，我们小孩
就被催促着上床睡觉了。外婆从壁橱
里翻出几床棉被给我们，说晒了很多
天太阳了，但我总睡不惯乡下的棉被，
觉得被子里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樟脑
味，但是只要不做作业、不为考试烦
心，想着这样的日子还是长一点好。可
是这样的日子每年也就几天，从小年
夜到年初五，尔后就要回城里的家中，
开始收心做寒假作业。再然后，又盼着
次年回乡下的日子。

岁岁年年，周而复始。只是如今，
四下清冷，年迈的外公外婆都已驾鹤
仙去，小村庄破落凋敝，何处是回乡
路？乡间的年味却时时飘入我眼前，
鼻中，我只有将它们一一捕捉，诉诸
笔端。 晴风

乡 间 年 味

节日，似乎总是离不开烟花爆竹，
春节就更不用说了。烟花爆竹，就像节
日或良辰的闹钟，时时提醒你，什么时
候到了。春节，从除夕夜始，晚饭左右
是一波，零时，清晨，初五接财神，初
七、初八开工，正月十五元宵节，一波
又一波，绵延数十天，或噼里啪啦，或
璀璨绚烂。烟花爆竹，深深地印在了所
有中国人的节日里，成了节日情怀的
一部分。

小时候，跟烟花爆竹相关的记忆，
也多与节日有关。每逢过年，爆竹是十
分常见的，但是烟花却还是稀罕物。晚
上，看到哪家门前的天空亮起来了，小
孩子们会不约而同地蜂拥而至，兴奋
地站在边上，看着烟花从点火、升空、
在夜空中绽放直至最后变成一堆灰烬
的全过程，目不转睛，唯恐漏掉哪个细

节。当然，这也是有风险的，烟花，也有
升不上去的，只会在地上打转，满地的
星星，在地上不停地旋转、旋转。若是
不巧，火星子溅到衣服上，过年的新滑
雪衫，就遭殃了。细细地查看了几遍，
发现一个小小的黑洞，黑洞虽小，却装
满了沮丧、懊恼和担心，成了心头的
刺。垂着头，悻悻地走回家，烟花的绚
烂带来的激动和兴奋，随着夜空恢复
宁静与安谧而烟消云散，心里始终是

那个小小的黑洞，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摸
一摸，还要用手暗暗地遮住，生怕被家人
看见。小小的心，只有随着春节的一天天
过去，才能渐渐恢复平静。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烟花的向往也
褪去了儿时那种梦幻般的神秘感，更多
的是通过烟花，与亲友分享节日的欢乐。
记得那是2000年的国庆节，还在上大学
的我，回家过节。早早地听闻文化宫广场
有烟花秀，母亲带着我，还有我的同学，

一同前往。节日的文化宫广场真是人山
人海，初秋的夜晚，本有的那丝丝凉爽，
被鼎沸的人群完全淹没了。站在人群中，
只觉得汗珠在一层层地往外渗，等待的
时间被拉得很长，幸好母亲带了爽口的
梨，切成一片片的，我们一边吃着梨，一
边等，顿时感觉惬意了不少。终于，千呼
万唤的烟花秀来了，随着人群的阵阵欢
呼，墨蓝的天空一次次被点亮，欢呼声和
夜空的璀璨，相映成趣。那一刻，伴着节
日的欢乐，每个人的梦想和期待，都在心
中恣意地燃烧，似乎天空中亮起来的，不
是烟花，分明是自己的未来。

人到中年，不会再为那一场场与己
无关的烟花，激动、兴奋。有时候，端着一
杯热茶，站在窗前，静静看着窗外的天
空，亮起来，又暗下去，周围弥漫的，却是
茶的清香⋯⋯

高淑红

记忆中的烟花

韩浮高凯军营写真

金小龙李静军营写真

刘庭玮(后排中)与巴扬班的小学员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