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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周， 所有人都在
自己的岗位上见证和参与了再
次反复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我
身边就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
他们冲在社区防控第一线， 下
面我就讲两个小故事吧。

被绿豆汤赶跑的委屈
赵姐最近总觉得很委屈 ，

一大早起来， 去社区门口值早
班， 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 站
在这里重复着验证、 测温、 扫
码、 登记四大流程， 不少人面
无表情地走过， 还算配合地出
示证件和接受测温。 可总有那
么几个不配合的 ， 不但想硬
闯， 还说着一些风凉话： “你
们真把自己当回事啊， 拿根鸡
毛当令箭， 整天测温测温， 有
什么用啊， 闲得没事吧。”

每当这种时候， 赵姐心里
都有些难受。 自己本来也有一
份被人羡慕的工作。 后来有了
孩子后， 听人说社区工作离家
近， 还清闲， 就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考来了。 可来了之后才发
现， 不是那么回事。 离家近不
假， 但一到忙的时候， 常常加
班到很晚。 好几次赵姐都动了
要走的念头， 可书记和几个大
姐人太好了， 总是挽留她。 再
说赵姐要强， 因为累和难打退
堂鼓， 这不是她的性格。

疫情从紧张到舒缓， 从舒
缓再到紧张。 赵姐这些天的任
务量一直在高位运转。 她说，加
班加点儿都不怕， 可就是受不
了群众不理解带来的委屈。

前不久， 一户人家居家隔
离， 因为刚从外地回来， 特别
馋老北京涮肉， 就把这点愿望
用微信告诉了赵姐。 赵姐也是
负责任， 推荐了一家涮肉店的
外卖。 本想做了一件好事， 可
没过多久， 那边微信就来了 ，
说的话很不好听 ： “赵××同
志， 你们工资低我理解， 但不
能和涮肉店串通好挣我们钱
啊。 这么点肉， 这么点菜， 怎
么就这么贵呢。”

赵姐不知道说什么好 ，心
里更加委屈了。 可一想，他们大
老远回来，直接被圈在家里，是
容易有情绪，就原谅了他。

心里刚好受了点， 一户居
民 过 来 了 ， 进 门 就 嚷 嚷 ，
“××小区都让装修了， 咱们这
里怎么还不让装， 你们这是官
僚主义， 不作为。”

赵姐急忙解释政策， 费了
半天劲， 终于算是把这个居民
劝走了。 回头一看， 有个大爷
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背后的凳
子上 。 大爷冲她竖起大拇指
说： “我就是来盯着的， 你处
理得还不错。 你要是敢同意让
他装修， 我就到街道告你去。”

这时门一响，王阿姨来了，
一进门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
啊，别人都到岗上去了吧。那你
先喝啊， 我这绿豆汤足足熬了
一个早上， 现在喝正好。 赶紧
喝，看你最近嗓子都哑了。”

赵姐看着这颜色鲜亮的绿
豆汤， 还没喝呢， 就突然觉得

心里一暖， 那些压在心头的委
屈，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偷
偷溜走了。

“这绿豆汤真神。” 赵姐在
心里对自己说。

打 “怪兽” 的姥爷
老马 7月份就要退休了 。

爱人去世早 ， 留下一个闺女 。
孩子也争气， 高中毕业考了一
个好的大学 ， 毕业后当了医
生， 找了个对象也是医生， 很
快就有了一个小外孙。 小家伙
虎头虎脑 ， 老马喜欢得不行 。
可工作还是那么忙， 没时间陪
孩子玩， 都是亲家带的多。

春节前闺女就说， “您干
了这么多年了， 能不能等春暖
花开了， 好好休一次假， 陪孩
子在家玩玩 。 孩子9月就上幼
儿园了， 您在家陪他的时间也
不多了。”

正当老马左右为难的时
候， 突然来临的疫情替他做了

决断。 老马35年党龄了， 这个
时候怎么能当逃兵呢。

闺女很理解和支持他， 再
也不提休假的事情， 而是把孩
子的爷爷接来了， 为的是让老
马能安心站好最后一班岗。

一个月 ， 两个月 ， 三个
月， 四个月……

这班岗也太长了。 老马办
完了退休手续 ， 疫情还在延
续。 老马主动找到书记： “我
手续办完了， 可我还是党员对
不对，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居委
会的编外人员， 什么时候疫情
结束了， 你再欢送我。”

书记有些为难， “这不符
合政策啊。 您退休了就好好休
息， 再说家里不是还有孙子要
看嘛。”

老马倔强地摇头说：“我和
我外孙说了，姥爷 、爸爸 、妈妈
现在正在打一个‘怪兽’，等‘怪
兽’打跑了，再回来陪你玩。”

艾叶青翠粽飘香。 端午， 这个中
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在两千多年的文
明传承中， 经过风雨沧桑， 依然保持
着独特魅力， 承载着古老的文化血脉
和思想精华。 历代文人雅士用充满真
挚情感的笔调， 写下了大量多姿多彩、
脍炙人口的诗意端午。

端午诗里纪念屈原最走心。 众所
周知， 屈原以他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
精神和忧国忧民、 行廉志洁的人品被
誉为后世楷模， 让许多仁人志士在端
午节这天为其歌之咏之。 “节分端午
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
空渺渺， 不能洗得直臣冤。” 唐代文秀
在 《端午》 这首诗中， 用直白简洁的
语言， 为屈原鸣不平， 对昏君奸臣进
行了无情鞭挞和嘲讽 。 宋代赵蕃的
《端午三首 》 诗云 ： “忠言不用竟沉
死， 留得文章星斗罗。 何意更觞昌歜
酒， 为君击节一长歌。” “年年端午风
兼雨， 似为屈原陈昔冤。 我欲于谁论
许事， 舍南舍北鹁鸠喧。” 宋代文天祥
的 《端午感兴》：“当年忠血堕谗波，千
古荆人祭汨罗。 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
如此故都何。”这些诗句，既表达了诗人
对屈原的无比怀念之情，又抒发了作者
拳拳爱国之情和忧国忧民之心。

端午诗里龙舟竞渡最壮观。 端午
节赛龙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主要活动，
唐代张建封 《竞渡歌》： “五月五日天
晴明， 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三下
红旗开， 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
飞万剑， 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
标将近， 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
霹雳惊， 竿头彩挂虹蜺晕。 前船抢水
已得标， 后船失势空挥桡。” 诗人以形
象生动的比喻、 活泼的语言， 把古人
过端午赛龙舟的盛大场景， 惟妙惟肖
地呈现出来： 翻飞的棹影， 响彻云霄
的锣鼓， 五彩缤纷的锦标， 还有震天
的吼声……紧张热烈的竞渡气氛， 顿
时跃然纸上， 读来好不扣人心弦。 而
宋代黄公绍 《潇湘神》： “看龙舟， 看
龙舟， 两堤未斗水悠悠。 一片笙歌催
闹晚， 忽然鼓棹起中流。” 也绘声绘色
描绘了龙舟竞渡的热烈场面， 读来依
然令人赏心悦目、 其乐融融。

端午诗里吃粽子、 插艾蒲、 喝黄
酒的习俗最盛行。 唐代郑谷有 “渚闹
渔歌响， 风和角粽香”； 宋代的张耒
有 “小团冰浸砂糖裹， 有透明角黍松
儿和”， 描写的都是对粽子的别样喜爱
之情。 在端午节， 老百姓除了要吃粽
子， 还有插艾叶、 挂菖蒲、 喝黄酒等
习俗， 体现了端午避瘟保健、 祈求幸
福的美好愿望 ， “五月榴花妖艳烘 。
绿杨带雨垂垂重 。 五色新丝缠角粽 。
金盘送。 生绡画扇盘双凤。 正是浴兰
时节动。 菖蒲酒美清尊共。 叶里黄骊
时一弄。 犹瞢松。 等闲惊破纱窗梦。”
宋代欧阳修的这首 《渔家傲》， 意境高
雅， 浪漫香艳， 把端午时节粽子飘香，
人们共饮菖蒲美酒的美妙场景描绘得
栩栩如生， 无不让人心驰神往。 清代
李静山在 《节令门·端阳 》 中写道 ：
“樱桃桑葚与菖蒲， 更买雄黄酒一壶。
门外高悬黄纸帖， 却疑账主怕灵符。”
诗中说， 过端阳节的时候， 买了樱桃、
桑椹、 菖蒲， 还买了雄黄酒， 在家门
口还贴上了黄符。 这首浓墨纪实的古
诗， 生动勾勒了一幅普通百姓人家端
午习俗的画面。

一首首端午古诗词，留存着先民独
特的文化印记，如今徜徉其中，便会清
楚地发现， 其绵久、 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精神内涵，早已潜移默化地滋养了我
们的心灵、 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初夏已至， 天气渐热， 身
体里的乡愁按节气轮转醒来 ：
又该吃粽子了！

在我的印象里， 端午是除
春节外， 我家过得最隆重的传
统节日 。 这一天风俗习惯很
多 ， 比如挂桃枝 、 挂菖蒲等
等， 可孩子们心心念念的， 唯
有吃粽子。

粽子 ， 吃起来香甜软糯 ，
做起来工序繁琐， 包粽子更需
技巧 ， 非一日之功 。 读小学
时， 我一直和奶奶生活， 每年
她早早儿购置好苇叶 、 江米 、
红枣、 红豆等原材料， 之后先
把豆馅糊好 ， 拌上白糖晾凉 ，
团成球状备用。 嘴馋的我会趁
人不注意溜进厨房， 见院里没
有动静， 小心翼翼揭开锅盖 ，
从不起眼处偷吃几个。

老家院里有一棵梧桐树 ，
一搂多粗， 高十余米。 花期过
后， 梧桐叶生长旺盛， 像一把
巨大蒲扇遮蔽烈日， 给小院洒
下一片阴凉。 端午时节， 奶奶
就在梧桐树下摆放好八仙桌 ，

我也兴奋地搬来小马扎挨她坐
下 ， 一边观察奶奶的娴熟手
法， 一边试着自己包， 但不是
漏米就是苇叶松开， 不到十分
钟便失去耐心， 一通捣乱后就
跑去玩耍了。 就这样， 年年跟
奶奶学， 年年都没学会。

傍晚时分， 上百个粽子包
好入锅， 香气在噼噼啪啪的柴
火爆裂声中慢慢升腾， 弥漫整

个院子 。 梦中 ， 奶奶
温柔呼唤 ， 我迷迷糊
糊睁开眼睛 ， 撒上白
砂糖的大粽子晶莹剔
透地摆在面前 。 顿时
困意全无 ， 有豆馅 、
大枣 、 芸豆 ， 甜甜糯
糯 ， 咬上一口 ， 香得
沁人心脾。

长大后 ， 每年端
午煮好粽子 ， 奶奶都
第一时间叫我回家 ，
回奶奶家不仅吃得心
满意足 ， 临走还要带
上许多 。 可人沉浸在
幸福中总是不知道珍
惜 ， 不觉间美好日子
流水般滑过 ， 直到失
去奶奶那一刻。

今年端午日渐临
近， 超市里包装高档的粽子对
我没有吸引力， 不知怎的， 突
然冒出强烈的念头： 自己包！

可采购齐全食材， 才发现
根本无从下手。 小时候一直都
没有认真学习过， 只不过好奇
淘气模仿一下罢了， 只得把食
材搁置一旁 。 这几日不经意
间， 总有奶奶包粽子的画面一
闪而过： 挑选芦苇叶， 折叠成

漏斗状， 先放一颗大枣， 灌上
江米， 豆馅居中 ， 点上芸豆 ，
包裹严实， 扎紧马莲草绳……
片段逐渐拼凑整齐， 一系列步
骤下来， 我竟然行云流水般包
好一盆粽子。 这么多年看似漫
不经心， 原来点点滴滴都封印
在脑海深处， 像奶奶的爱， 只
沉淀， 不作声。

第二天一早， 我将热乎乎
的粽子给妈妈送去， 她起初不
信， 转而惊喜， 挑选一个最大
的仔细端详。 “您别光看， 快
趁热尝尝呀 ！” 妈妈这才反应
过来， 迅速剥开苇叶， 上去就
是一大口 ， 连连说 ： “好吃 ！
好吃！” 爸爸闻声也从屋里出
来， 看他们吃得香甜， 比我自
己吃还要开心、 幸福， 好像我
一下长大了。 爱就是这样通过
食物彼此传递， 传统文化就是
这样融入日常生活， 一代一代
绵延下去。

我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同
事们品尝， 在这个因新冠肺炎
疫情彼此保持距离的夏日， 送
上一份祝福： 五谷护生， 众亲
吉祥！ 愿疫情早去、 愿中华安
康、 愿亲人们在彼此的关爱中
成长。

□周文 文/图

大“疫”之下

米枣传香粽传情 □张宜 文/图

大美社工

■
家
庭
相
册

□□马马晓晓炜炜

诗诗意意端端午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