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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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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土记忆
故乡的沙土在我的记忆里不

仅仅是土， 更多的是儿时的快乐
回忆。

我的家乡就坐落在京西北平
原的一个小村庄里， 由于年代久
远的冲击作用， 成片成片的沙土
是村庄的特色， 儿时的自己就是
在沙土地里成长起来的。

村庄的西头是一片沙土岗
子，绵延起伏几公里，成年累月的
沙土一层层堆积就形成了如山丘
般的高岗， 这种沙土岗子没有山
岗的伟岸和坚硬，它是绵软的、细
腻的，是用手可以挖动的。家乡的
沙土又细又密， 太阳一照泛着金
星，吸水性特别好。雨滴浇在上面
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只剩一个圆
圆的小印子， 光脚踩上去只有一
点潮湿湿的感觉。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所有的孩
子都是穿沙土裤长大的， 一个犹
如现代背带裤的布口袋， 加上加
热消毒后的沙土 ， 把孩子放进
去， 上端两侧有绳子系在孩子的
双肩上， 只露着头和两只小胳膊
在外面， 再用小被子包成襁褓的
样子， 孩子在里面很舒服， 拉了
或者尿了也不会黏在屁股上， 过
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大人就会打开
沙土裤给孩子换上新烧热的沙
土。 在农村沙土裤无疑是一件很
聪明的发明， 这种土办法比现在
的纸尿裤要好很多， 透气、 吸水
性好， 不会出现红屁股的现象。
最主要的是家长不用经常换洗尿
布， 省事省力还环保。 因此直到
现在家乡的人家还有使用这种土
办法养育孩子的。

家乡的孩子是离不开沙土
的，不仅睡在沙土裤里，还要玩在
沙土堆。记忆里母亲农忙时，就会
去沙土岗子上推一车沙土堆在院
子里， 四五个孩子围着土堆又是
刨、又是挖，还有拿铲子铲的，还

有堆城堡高楼的。 奶奶就坐在院
子里一角， 摘着花生或者剥着玉
米，时不时瞟我们一眼，不打不闹
我们可以玩上半天。

再大点， 我们就会成群结伴
去沙土岗子上玩耍。 一群孩子爬
上沙土岗子， 顺着斜坡溜滑梯，
还有挖出战壕两军对垒。 即使玩
得都成了泥猴子还是乐此不疲。
秋收时， 还会进行野地 “烧烤”，
用小铲挖一个土灶台， 灶台周围
用小土块围成宝塔形状， 然后在
下面将土块烧红。 待明火消失后
将刚挖好的地瓜扔进里面然后踩
踏结实， 再用沙土将其掩埋。 做
好记号，然后就跑去别的地方玩。
玩够后， 用小铲慢慢轻轻地将土
扒开， 一股地瓜的香甜味道就冲
进了鼻端， 脑子里满满的都是期
待。迫不及待地将沙土挖开，香甜
绵软的热腾腾的烤地瓜就映入了
眼帘。 不管烫不烫， 大家一拥而
上， 在抢抢夺夺中一块块地瓜就
被我们消灭干净了。再看看大家，
都变成了花脸的小猫。

母亲还会用沙土炒制美食，
花生、 黄豆、 葵花子收获后， 和
沙土一起放在大铁锅里翻炒， 不
一会， 香喷喷的炒花生、 炒葵花
子就出锅了， 用细箩筛掉沙土，
那花生和葵花子就会变得干干净
净， 香气顺着烟灶传出去老远。
小孩子不怕热 ， 抓几粒双手倒
着， 吃进嘴里， 烫得眼泪直流也
舍不得丢掉。

家乡的沙土就像家乡的父老
乡亲， 用淳朴善良养育了我们一
代又一代人。 回忆沙土， 回味过
去的日子， 那些藏在沙土里的感
触一点一点蔓延进心间。 也许我
们会离开家乡， 也许沙土会成为
过去， 但是我们经历过的那些美
好时光会一直甚至永远地留存在
记忆里。

□杨丽丽 文/图

张寒峭， 一位眼科医师； 王
瑾文 ， 海军驻京部队的一名军
人 。 相恋一年余 ， 2014年的夏
天， 二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从
此， 她成了一名 “军嫂”， 而他
上任为一名 “医夫”。 在外人眼
里 ， 他俩是铁定的 “双忙 ” 夫
妻， 但他们的笑声里有不一样的
解读———忙碌对忙碌， 付出对付
出， 默契的爱情很幸福。

寒峭是清华长庚眼科公认的
“科花”。 然而上学时， 忙碌的医
学生， “哪来的时间谈恋爱啊”，
直到2013年她即将从北医硕士毕
业， 向各大三甲医院投简历时，
一个不经意， 简历上的大头照被
“月老” 一眼相中， “论文没写
完 ， 临床见习还在疯狂值班 ，
Offer还没签……” 就在这样的状
态下， 她先去相了个亲， 说到这
儿， 她自己也是一脸的苦笑。

但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 一
次相亲， 一见钟情， 来自部队的
王瑾文认准了这位美女医生。 于
是， 请假探夜班送个饭， 熬夜帮
忙录入论文的数据再核算， 就连
寒 峭 的 闺 蜜 搬 家 也 是 任 劳 任
怨 ， 闺蜜帮腔 ： “小伙儿挺实
在， 适合做医生家属。” 就这样，
俩人走到了一起。

瑾文在部队负责财务工作，
审核 、 会计轮岗制 ， 轮到审核
岗 ， 有可能一个月都在外地出
差； 轮到会计岗， “一周也得加
班三四天”， 军人保险制等新政
推行， 就职总部的他更是忙翻了
天。 而寒峭， 白班、 夜班、 一线
班 ， 各种班表让瑾文 “大开眼
界”， 出门诊、 上手术、 管病房，
回家查文献、 写论文， 准备考试

……如果真要分个高下， “我当
医生， 随着职级的升高， 应该会
越来越忙。” 寒峭说。

工作的忙碌影响感情吗？ 两
人从恋爱到结婚， 足以证明： 爱
情无关职业； 婚姻好坏， “忙”
也不是最关键的。

“医生是我喜欢的职业 。 ”
寒峭说 ， 而瑾文也珍惜军人身
份， 忙碌是他们打心里就接受的
正常状态， 彼此在事业上独立、
前进。 每逢空闲， 瑾文就成了医
院里的常驻兵， “他会跟着我一
起跑去急诊， 看我抢救患者， 他
会一脸的小得意。” 寒峭说， 而
她也尊重一个军人把国家放在最
前面 。 “我娃要是成了一名军
医， 就两全了。”

寒峭的母亲是一位外科医
师， 母女俩既是校友又是同行。
当医生的娃， 命运似乎都雷同 ，
寒峭说 ： “小时候别人玩过家
家， 我玩的就是给洋娃娃扎针，
给表弟查体。” 而现在自己的娃，

在家里也是常穿着小白大褂， 玩
角 色 扮 演 ， 扒 着 姥 姥 的 眼 睛
说 ， “这黑色的是角膜 ， 白色
的是结膜……”

夫妻俩都忙， 老人都在岗，
孩子便成了与保姆为伴的 “留守
儿童 ”。 因为加班多 、 陪伴少 ，
瑾文偶尔下班回来早， 孩子叫他
“爸爸” 甚至有点客气。

2018年7月-12月， 寒峭担任
科室住院总———一个类似于全科
大总管的角色， 忙碌加倍。 而就
在这期间 ， 孩子生病了 ， “看
病， 保姆可搞不定了。” 寒峭安
排着孩子来单位看门诊并输液。
那 一 天 到 现 在 她 仍 然 无 法 释
怀 ， 在手术换台的空当 ， 寒峭
穿着手术室外出服从四层跑到
一层 门诊看孩子一眼 。 “她看
到我特开心，” 可是没等安慰两
句， 电话就响了， 手术室催着上
台了。 “我起身立即就走了， 就
听着她在我背后哭得特别惨。 我
若有半点犹豫 ， 她只会哭得更
凶。” 寒峭说， 很多陪着孩子输
液的家长都在看她， 可她没有任
何办法。

孩子病了两个月， 见好后又
被寒峭送回了东北老家。 2019年
的春节， 瑾文休息5天， 寒峭在
科室同事的支持下， 值完除夕和
初一的班后 ， 多请了几天假 ，
“两个月没见孩子， 太想她了。”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
的 “军” “医” 组合， 甚至更加
忙碌的夫妻组合比比皆是。 他们
的爱情和婚姻经验是 “做好自我
调节， 做好时间管理”。 他们是
现实版的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
岂在朝朝暮暮”。

□韩冬野/文 张寒峭/图

当“军嫂”遇上“医夫”

■图片故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如果没有文化， 节日里似
乎只剩下了吃。 端午节， 吃粽
子；中秋节，吃月饼；元宵节，吃
元宵……有了文化， 端午节便
有了“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
去讵能还”的爱国精神；中秋节
便有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的爱情祝福；元宵节便有了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
帝京” 的繁荣昌盛……中国节
日，伴随着中国诗词，璀璨着五
千年文明。

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 学者陈树千在其新著 《节
日里的诗歌盛宴》 中， 以中国
传统节日为经， 历代经典诗词
为纬， 漫谈古今人事沧桑， 让
读者沿着古典诗词温柔曼妙的
轨迹，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锦
苑之中， 感受中国传统节日里
的烟火之味与繁盛之美。

作为一本中国传统节日的
古诗词汇编， 该书按元日、 人
日 、 元宵 、 立春 、 端午 、 重
阳、 冬至、 除夕等16个传统节
日的时间顺序排列， 精选了从
《诗经 》 时代至清朝两千多年
间能够体现鲜明节日特色的
276首名家名篇 ， 讲述了节日

的来源、 意蕴、 发展变化和从
皇宫帝苑到市井闾巷的节日礼
俗， 以及不同朝代习俗发展变
化， 具有极高的思想性、 艺术
性和传承性。

传统节日是先民留下的宝
贵遗产， 每一个节日都有神秘
的传说、 特定的礼俗， 每一个
节日又被诗人们赋予了独特的
情感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
比如起源于汉朝的元日， 有吃
年糕 、 贴桃符 、 放爆竹等风
俗， 北宋王安石的 “千门万户
曈曈日 ， 总把新桃换旧符 ” ，
让千家万户喜气洋洋过春节的
欢愉淋漓尽显。

庸常的世俗生活因为有了
热闹的节日， 才构成中国老百
姓完整的人生时间， 使人生因
充满着期待、 愉悦而显得非同
寻常 。 比如 “立春执鞭打牛 ”
“清明游春踏青 ” “除夕一家
老小围炉夜话守岁熬年 ” 等 ，

节日披上了鲜艳亮丽的外衣 ，
在平淡和枯燥的生活中， 亮出
了一抹新奇。

“老去不自觉， 岁除空一
惊” （苏辙 《除夜》）， 虽然除
夕让天增岁月人增寿， 但也是
匆匆一年已尽， 感慨之余， 更
多的则是珍惜当下， 让人生出
彩。 “命随年欲尽， 身与世俱
忘 ； 无复屠苏梦 ， 挑灯夜未
央” （文天祥 《除夜》）。 面对
人生最后一个除夕， 诗人无所
畏惧， 只愿与家人共聚一堂把
酒言欢， 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
的 “脆弱”， 更是柔中见刚， 气
宇轩昂……

每一个节日， 都是一场文
化盛宴 。 在传统节日逐渐被
“淡化” 和 “矮化” 的今天， 该
书不仅让我们在饱享节日文化
的饕餮盛宴中找到了来时的路，
更是在保护民间文化生态环境
中找到了出路。

□秦延安

每一个节日都是一场文化盛宴
———读陈树千 《节日里的诗歌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