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家里穷，连现在最常见的

豆腐，都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只有到

了年底，家家才会做“一座子”豆腐。

村东头有个豆腐坊，每到年底

乡亲们都从家里拿豆子，求师傅加

工。我们家一般是从进了腊月就排

队候着。轮到我们时，母亲就去豆腐

坊帮忙，临去前还要给师傅准备一些

小礼物。豆腐做好后，一座子豆腐被

切成几大块，母亲会在豆腐坊师傅再

三推辞下，留下二斤豆腐算作酬劳，

其余的豆腐则放进铁桶里挑回家。

小孩子们早就眼巴巴地向大门

口张望，等母亲回来。那时日子再紧

巴，刚挑回家的热豆腐还是会让孩子

们敞开了吃一顿的，剩下的就要留着

过年时待客用了。

母亲会做很多种豆腐，她先把

豆腐切成方形、三角形放油锅里炸，

然后把炸好的豆腐里面的嫩豆腐挖

去，往里面填满素馅或肉馅后放笼屉

上蒸，蒸熟后再放到外面冻起来。等

家里来客人时，把带馅的豆腐放到锅

里热一下，加入汤汁即可食用了。一

般只有家里来了尊贵客人，母亲才会

上这道菜，至于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有

看着的份了。母亲还有一个拿手菜，

就是把豆腐捏碎，同剁碎的香椿或咸

菜掺在一起揉成团，放油锅里炸至金

黄色，留着炖菜用，不过这也是用来

招待客人的……

那时候一年吃不到几次肉，能

有豆腐吃就算不错了，用蒜臼子把蒜

捣碎，加入豆腐搅拌均匀，再往里面

加一点酱油，这就是相当美味的下饭

菜了。母亲有时还会把豆腐放入沸

水里煮一下，滴点香油在里面，再准

备一份酱油和蒜泥混合成的蘸料，把

热豆腐从锅里取出，放蘸料里蘸一下

再吃，一家人围着火炉吃一顿这样的

饭，颇有点朱自清《冬天》里的味道

了。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各种副食

品类齐全，豆腐也不再是餐桌上的

霸主，村东头那家豆腐坊的位置上，

早已盖起了楼房，而母亲仍然对豆

腐情有独钟。她常常变着法儿在豆

腐上下功夫，见豆腐从餐桌被挤了

下来心有不甘，又研制起豆腐干

了。把豆腐切成片，撒上

调料后放到外面风

干，再放少许

水、酱油、

葱姜等调味品入锅，把干豆腐放入

里面煮一会儿，再晾起来，十几天后

就可以吃了。这种干豆腐被侄女称

为最美味的减肥小零食。

因为大家都喜欢吃，母亲就经

常变换着口味为我们晾晒这种美味

的豆腐干。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能

想出这么多做豆腐的法子，母亲轻叹

道：那时候，除了豆腐，我们还能吃得

起啥呀，天天在豆腐上做文章，留下

后遗症了……

再寻常的食材，只要用心，也能

变换出美味来，而母亲永远是餐桌上

最高明的厨师，时代变迁，母亲做的

豆腐里依然有小时候年豆

腐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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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上，挤满霜花

两边的草木

仿佛往后挪了挪

麦苗出泥两寸

在稻草人的守护下

朝天空赶路

昨夜盛开的月光，结出

晶莹的露珠

散发着岁月的幽香

远处，柿子踩着风拾级而上

把乡村生活的甜

一步步，引向高处

屋顶上，炊烟淡去

地里的人知道

早餐，已经备好

纤尘不染的晨曦里

我青菜一样宁静，倾听着

大地的心跳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转

眼间 2021 年悄然谢幕，抬眼

望，温暖的阳光已然属于

2022 了。又是一年总结时，

在忙忙碌碌地写着单位的工

作总结时，我想是否应该给自

己写一份2021年的总结？

回首 2021，我的人生平

凡而不平淡，简约而不简单，

普通之中有着执着。

这一年，我依然站在三

尺讲台前，为我的学生“传道、

授业、解惑”。与孩子们相处

是快乐的，冰心老人曾经说过

只拣儿童多处行就能找到春

天。确实如此，我从孩子们身

上看到了勃勃生机，从他们的

脸上看到了真诚。执教三十

多年了，如果说有区别的话，

去年我教学的课程从语文学

科换成了道德与法治学科。

在教学“祖国大好河山”一节

时，我将暑假摩旅江南的图片

播放给学生看，瞬间激发了孩

子们的兴趣。当孩子们得知

是我拍的照片后，纷纷鼓掌向

我致敬。那时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的脸上有着真诚的崇敬，

也让我的2021收获了第一笔

温暖。

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也是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之年。各单位纷纷

开展党史宣讲，我这位市级党

史专家也变得忙碌起来。受

各单位邀请，我六次走进机

关、企业、学校，为新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和师生宣讲党

史。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其中

一次还是跨市宣讲。为了研

究、发掘、宣传地方党史，我骑

着摩托车几乎走遍本市乡村，

去采访地方党史事件的知情

人、革命先烈的后人，先后撰

写了7篇共计21000多字的地

方党史稿件，在报纸上发表。

为宣传地方党史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这是我在 2021 年收

获的又一笔温暖。

这一年，我积极参加城

市文明创建活动。三次主动

报名担任志愿者，我穿着红马

甲，拿着小红旗，在烈日或寒

风中站在路边协助交警，做一

名交通文明劝导员。红灯亮

时，我伸出小红旗，示意行人

和骑电瓶车的人停下，若有不

听劝告的，我会耐心地劝导他

遵守交通规则；绿灯亮起，我

迅速挥动小红旗，指示前行。

在志愿者岗位上，面对路人偶

尔的质疑、嘲讽，我在劝导的

同时努力保持着微笑。当然

我也看到许多路人对我伸出

大拇指，一个驾驶小轿车的年

轻人在等待绿灯时摇下车窗，

微笑着对我说：“辛苦了。”在

志愿者的岗位上，我所得到的

赞誉和鼓励是我在2021年里

收获的又一笔温暖。

这一年，我在教学之余

笔耕不辍，坚持文学创作，在

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46

篇次，其中一篇入选市级建党

100 周年征文汇编。我还有

着浓厚的家乡情结，每逢双休

日，我大都背上相机骑着摩托

车行走本地山水之间，发掘和

整理地方人文历史，记录散落

在乡野的民间故事。至今，家

乡文史资料我已经积累7万

多字了，我决心要用文字讲好

家乡故事，这是我在 2021 年

里收获的又一笔温暖。

这一年，我实现了自己

骑摩托车下江南的愿望。我

是个摩旅爱好者，前几年多次

骑行中原腹地、黄河两岸，遗

憾的是一直未能踏上江南的

土地，一睹江南的美景。2021

年7月，我骑着摩托车一路向

南，在荻港渡江，骑行在江南

的山水间。在桃花潭畔我隔

着千年时空与诗仙李白对话；

在茂林寻觅皖南事变中新四

军的故事；在弋江之畔坐看水

墨江南的画卷。这次摩旅江

南我终于实现了摩旅黄河两

岸、大江南北的宏愿，这是我

在 2021 年收获的又一笔温

暖。

2021还有许多琐事的快

乐，许多个小快乐累积在一起，

那就是生活中的幸福。这一年

虽然收获了诸多温暖，但也有

些许遗憾，我一直想在西北老

区资助两名贫困儿童的心愿未

能实现，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

将我的这份爱心奉献出去，让

我在西北地区有一份温馨的牵

挂。我知道生活不可能太圆

满，但我会更加努力。

莎士比亚说过：“凡是过

去，皆为序章”。回望2021年

我收获的那些温暖，我感慨万

千，没有家人和亲友默默的支

持，我怎能收获如许的温暖？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愿

我和家人、亲友在 2022 年里

一路向暖。

妻子是朝鲜族姑娘，我和她谈

恋爱时，她家人都不支持，说我面相

看着严厉，不随和，肯定脾气不好，加

之那时我家经济条件也不行，自然不

讨妻子父母喜欢。

妻子顶着压力嫁给了我。结婚

后，我拗脾气也上来了，他们不待见

我，平日妻子都是自己回娘家，我是

坚决不去。

结婚后第一个春节，妻子和我

商量，让我和她一起回娘家看望父

母。她告诉我，现在她家人也逐渐接

受了我，作为晚辈，趁着过年，登门拜

年，缓和一下关系，过去的不愉快便

可翻篇了。

临行前，我向妻子打听了朝鲜

族过年的习俗，了解到，除了吃食上

和我们有些不同外，别的区别不大。

朝鲜族的米肠、打糕、紫菜饭团、泡菜

和米酒，我都喜欢。我最怕见岳父，

我安慰自己，只要能和他喝到一起，

吃到一块儿了，大过年的，估计他不

会难为我。

鼓足勇气到了岳父家，岳母早

准备好了一桌酒菜。岳父招呼来亲

朋四邻陪我喝酒，酒过三巡后，岳父

喝高兴了，起身跳起了手鼓舞，其余

的亲朋也纷纷起身跳了起来，一家人

边唱边跳，偌大的房间，只剩我一位

观众，仿佛这是专门舞给我看的，我

突然觉得非常尴尬，正在这时，岳父

走过来一把将我拉起，示意我跟着一

起跳，我哪里会跳舞呀，呆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一家人围着我跳来跳去，

我更尴尬了。

岳父见我不跳，脸上表露出对

我的不满，原来就看我不随和，这下

更证明了他的眼光没错。

回到家，妻子告诉

我，朝鲜族能歌善舞，用

歌声表达快乐，用舞姿送

出祝福，用鼓敲出希望，

是他们的年俗。我嗔怪

她，怎么不早告诉我？妻

子说，早告诉你，怕你不

去了。

第二年春节，我早有准备，到了

岳父家，刚喝了两杯酒，我就装醉了，

可岳父前天喝醉了，酒还未醒，这天

又和我喝，他也一喝便醉，愣是将我

拽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载歌载舞起

来，我这次洋相也出大了，被岳父

“舞”得团团转，根本由不得自己，惹

得大家哈哈大笑。

回到家后，越想越没面子，发誓

要跟着妻子学跳朝鲜舞，只要能应付

得了岳父就可。第三年春节，再去岳

父家，我也不怕了，虽然舞得不是太

好，但不至于出洋相。可这次岳父没

邀我跳舞，他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

方的习俗，得互相尊重，你不愿跳，就

不勉强了，看我们跳就可以了。

咳，瞎了我一身好“舞”艺。后

来才知道，通过长时间考察，岳父觉

得我这人不错，孝敬父母，岳父母，心

地善良，待人热情，最关键对他女儿

好，便不再为难我了。

十年前，岳母因病去世，岳父

也得了偏瘫，我将岳父接来我家

伺候，每逢春节，我和妻子会跳一

段手鼓舞给他看，我知道，远离故

乡的他，唯有朝鲜舞可以慰藉他

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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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乡的描述

从一朵霜花的守望开始

说出心中的秘语

霜花，打开黎明的门

村庄的一天

缓缓开启

要经过多少苦寒和沧桑

霜花，才能借来星辰的光亮

和露珠的心跳

霜花烂漫，斜插在

枯草的鬓角

点缀了萧瑟的季节

循着阳光的方向

霜花，挤进大地的梦里

滋养泥土里的根须

霜花呵，多像我乡下的母亲

满头白发

依旧在农谚里耕耘着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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