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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好天气
白云天上走
朋友圈里蓝
你若闲来住
分茶看远山

雨快活
一片黑云飘过
大雨忽然瓢泼
路上没见他人
专场给我快活

臭棋篓
天热风来缓
车马久未赢
何方有援手
帮俺立威名

清凉处
火煎潮气煮
天地入熔炉
寻得清凉处
书陪茶酒壶

守住幸福 □邹德萍

在新婚喜宴现场， 一对新人喜气
洋溢地去给爷爷奶奶敬酒， 年近九旬
老人喜眉和善的送上祝福三句话 ：
“守住婚姻， 守住幸福， 百年和睦。”
我听了只记住 “两个守住”， 可谓是
幸福婚姻的 “金科玉律”， 我想是老
人走过66年婚姻的体会， 也是对晚辈
的祝福。

从鲜花和掌声中走进婚姻生活，
或许从你美滋滋地掌勺做第一顿属于
小家庭的早餐开始， 由对美好未来的
无限憧憬， 走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
间烟火， 开启漫长的人生之旅。 不久
可能会感到， 结婚真的没得意思， 没
了缠绵悱恻的浪漫， 少了朝暮牵挂的
思念， 淡了花前月下的情调， 仿佛如
白水寡淡无味。

这里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 即世
上任何事物都是由新变旧的特性， 特
别是恋爱由情景似梦幻般虚无， 到家
庭生活如大地般实在。 做恋人累了就
结婚， 而做夫妻累了， 别指望再回到
热恋的时代， 更别去想独身的潇洒。
婚后 “七年之痒”， 就是人们对新婚
磨合与纠结或徬惶的经验总结， 对准
备走进婚姻殿堂和已走过红地毯的男
女的现实忠告。 其实， 夫妻就像螺栓
螺母， 凹凸拍吻， 丝牙交错， 有时虽

会让你感觉很累， 也有些许无奈， 但
这种累不也是生活的一种充实吗？ 一
些牵牵挂挂吗？ 一本算不清的家庭账
本吗？ 一笔甘苦濡沫的幸福储蓄吗？
既然走到一起， 就要忠实守望之间的
那份不易的缘分。

婚姻， 它有缘自恋情的源泉， 有
友情的甜蜜， 又有感情的维度， 更有
亲情的温度。 有人把社会比作森林，
每一桩婚姻都是其中的一棵树， 有的
树枝叶扶疏参天耸立， 有的树果实累
累却长得毫不起眼 。 在社会大家庭
中 ， 每桩婚姻都各有各的位置和特
点 ， 因此 ， 当别人潇洒于灯红酒绿
时， 你无需羡慕， 只要你们彼此相爱
满含牵挂， 又相互帮扶关心， 那么，
你就拥有幸福的爱情。 适合你的才是
最好的 ， 每一座山峰都有自己的风
景， 不必这山望着那山高， 明白了这
一点， 就会守住自己的婚姻， 共同努
力使之愈加美好。

守住婚姻，才有守住幸福的基础。
富足、美丽不一定就幸福，清贫、平凡
也可恩爱得让人羡慕， 爷爷奶奶60多
个春秋携手走过， 也有风风雨雨磕磕
碰碰，但他们心心相印，守望相助，坚
贞不弃，平淡中守住婚姻，平常中守住
情感，平凡中守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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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 登高吃糕”， 重阳
节吃重阳花糕， 是家乡的一大传承习
俗。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 我家还不富
裕， 舍不得上街买五色花糕， 只能自
己动手做重阳糕了。

重阳糕又称花糕、发糕、五色糕，
也许正因为这些别称， 母亲做的重阳
糕，花色品种繁多，口感松软膨发。 做
重阳糕，看似简单，实则费时费工。 平
日里，母亲忙于田间劳作，没有时间蒸
糕。 可是一到重阳，无论再忙，母亲都
要蒸上一笼重阳糕， 以此表达对家中
老人的孝心和子女百事俱高的祝愿。

重阳前一天， 全家忙开了， 有的
磨米粉， 有的磨赤豆， 有的熬豆沙。
母亲用温水将适量比例的糯米粉、 粳
米粉倒入面盆中 ， 拌成均匀的混合
粉， 反复揉搓摔打成粉团。 反复揉搓
摔打得越持久越透彻， 蒸出来的花糕
就越上口， 韧性足， 有口味。 这是做
糕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马虎不得。 调
和的米粉也有讲究， 既不能太干， 也
不可太湿， 半湿半干最好。

重阳节那天， 母亲早早地起床，
取出蒸笼 ， 先在笼底铺上一块湿纱
布， 放入一半米粉刮平， 然后将熬制
的豆沙均匀地撒在上面， 接着把剩下
的一半米粉放入， 待米粉放满后， 再
用竹片轻轻刮平， 擀去上面的多余米
粉， 最后撒上红枣、 芝麻、 葡萄干等
配料， 就可以上灶蒸了。

土灶的柴火旺了， 不一会儿， 蒸
汽氤氲缭绕， 缕缕香味弥漫着灶间，
重阳糕新鲜出锅了。 母亲将刚出笼的
重阳糕， 放在铺着冷布的桌上， 稍待

冷却， 再撒点冷水， 取下笼底的热纱
布， 把糕切成方方正正的形状， 最后
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剪成三角形的小彩
旗， 插在糕面上。

五彩缤纷的彩旗， 承载着安康、
福寿 、 高升的祝福 。 母亲固执地认
为， 重阳糕上一定要插面小彩旗， 彩
旗猎猎， 意味着登高临风， 同时插小
彩旗也寓意插茱萸。 如果少了这面小
彩旗 ， 重阳糕的民俗涵义就少了许
多。 据民间习俗， 九九重阳因 “九”
与 “久” 同音， 有长久长寿之意， 故
重阳节敬老 ， 登高插茱萸 ， 以求长
寿。 又因 “糕” 与 “高” 谐音， 重阳
节不能登高而吃糕 ， 取其 “步步升
高” “年久寿高” 的吉祥寓意。

新出锅的重阳糕， 鲜艳可爱， 令

人垂涎欲滴。 刚一出锅， 我便嚷着要
吃糕。 母亲笑了， 轻声说： “重阳糕
是敬老糕 ， 你先送几块糕给爷爷奶
奶， 然后我们才能吃。” 我迫不及待
地拿起几块重阳糕， 送进爷爷奶奶的
房间。

送糕回来， 母亲将切好的糕片贴
在我的头额上， 口中念念有词： “吃
了重阳糕， 步步都升高。” 母亲很重
视重阳节， 她认为老人在这天吃了重
阳糕， 就能年高体健、 安康长寿； 孩
子吃了重阳糕， 就能百事俱高、 平安
健康。 这也是母亲重阳蒸糕的本意，
无论多忙， 母亲都要蒸重阳糕， 图得
就是这个吉利。 想必天底下的母亲，
都有这样的心思， 那就是希望长辈年
高体健、 子女百事俱高。

当一盘盘插着五颜六色小彩旗的
重阳糕端上餐桌的时候， 我笑了， 母
亲也笑了。 母亲蒸的重阳糕， 外形好
看， 蓬松香甜。 咬一口， 又酥又软，
那香喷喷的味道便弥漫唇齿间 。 红
枣、 芝麻等干果特有的香气， 混着豆
沙的香甜和糯米的软糯 ， 席卷着味
蕾， 令人回味无穷。

母亲每年都要蒸上几笼重阳糕，
除送去爷爷奶奶一份外，母亲也会“端
一盘”送给村里长辈和孤寡老人一份，
让老人们感受到重阳节的气氛。

重阳节是中国人的节日， 也是中
国人的福气。 吃着母亲做的重阳糕，
感受到一份浓浓的孝心和甜甜的爱
意。 我从母亲身上， 感悟到了尊老爱
幼的传统美德。 那种孝与爱的延续 ，
是温暖， 是幸福， 也是传承。

□许国华

孝心爱意重阳糕

（外一首）

□周文洋

晚 秋

提一盏月亮
铺洒满地秋光
柿树点起红彤彤的灯笼
挂在枝头摇摇晃晃

成熟乘坐季节的列车
驶进积木般的村庄
雁阵列阵南征
告别了菱角、 芦花和桂香

瑟风敲动落叶
演奏最后的温婉交响
残荷静等一场冷雨
迎接娟素的飞莽清霜

清晨

远山似一杯咖啡
座在云霞上
慢慢加温

站在窗前
见晨曦里的人
像寻找出口的蚂蚁
沿着曙色铺排的路径
攀援今天的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