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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我们家的小“厨师”

“妈，今天吃什么啊？ ”“哎呀，你醒啦？

饿了吧？”“昨晚上光顾着喝水了，就扒了几

口饭，都饿得呱呱叫了。 ”“你这娃，叫你节

约粮食，也不能这么个节约啊，快起来炒饭

吃吧，昨天那碗你没吃完的饭，还给你留着

呢！ ”女儿有点无奈地坐起来，摸着自己的

肚子，开始了清晨的忙碌。

我们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三口之家，

随着女儿的一天天长大， 胃口也是越来越

大了，对饭菜要求也越来越高，最大限度地

挑战我们的厨艺，一向不太擅长做饭的我，

顿感迷茫。 都说好吃的人做菜肯定差不到

哪去，还是个孩子的女儿却能无师自通，也

能在关键时刻操起菜刀，锅铲，做出几盘像

模像样的菜， 让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的我自

叹不如。 家里有了这位小厨师，那真是幸福

感爆棚啊，直到最近，家中有了一些微妙的

变化。

女儿喜欢美食，但也有懒的时候，随着

暑假即将结束，女儿的厨师生涯暂停了。 前

天中午，女儿做好了三菜一汤，喊我和她爸

吃饭。“爸，妈，我快要开学了，以后可能会

在学校吃饭，你们要自己做菜了哦！ ”“嗯，

你放心，我和你妈饿不着的。 ”孩子她爸拍

着胸脯说，接下了做饭的重任。“妈妈，你也

真是，你要好好学学怎么炒菜，不要把菜炒

的一点味都没有。 ”随后女儿的眉头紧蹙，

好像受了蛮大的委屈似的。“嗯，以后我在

手机上学，争取炒出你们喜欢的菜，行吧？ ”

一顿好好的午餐， 竟然成了一场做菜研讨

会。“现在国家提倡文明就餐，节约粮食，你

如果在学校吃饭，可不能浪费粮食。 ”我望

着女儿说。“吃不完怎么办？ 总不能硬撑下

去吧？ ”“你吃一次就知道自己能吃多少了，

吃多少打多少，不要剩饭剩菜，要响应国家

号召。 ”“嗯，那你们在家也不能剩菜剩饭，

浪费粮食， 每天少煮点， 不要留着第二天

吃。 ”“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哈，你在学校不

能浪费粮食，我们在家也不浪费粮食，看我

们谁做得好。 ”“好，击掌为证！ ”女儿抬起右

手，张开了手掌，准备与我击掌，我也扬起

了手掌，与女儿的手来了个响亮的碰撞，那

一刻，感觉是心与心的相连，同时也是彼此

间的信任。

这个午餐，吃出了离别的味道，虽然女

儿只是即将要开学，去学校学习新知识，学

校离家也很近， 每天还能看到女儿生活的

点滴，但却不能再享受女儿做的美味佳肴，

少了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聊天的幸福。 我也

该重新拿起锅铲，捣鼓那些锅碗瓢盆，重拾

往日做饭的信心，过好将来的每一天。 至于

与女儿的“击掌”，我会一直记在心里，让我

们家的粮食粒粒有来处，颗颗有归途，珍惜

每一粒粮食，做个文明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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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两个周末参加了两个不同类型的酒

宴，一个是婚宴一个是寿宴，一个是在闹市赫

赫有名的大酒店，一个是在郊区雅致的私人住

宅里。

婚宴其实是替父辈去的，婚宴的主人是一

个经商多年小有薄产的富人，新郎是人们口中

典型的富二代， 新娘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幼师，

这真如门口的迎宾牌上所写“良缘佳偶，天作

之合”。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离新人较近的那一桌，

一扭头就能看到一对新人含笑敬酒的场景。

“奶奶，你别再给我夹菜了，我吃不完的。”

与我同桌的一对祖孙吸引了我的目光。孙子是

一个 7岁的小学生， 奶奶是一位年逾 60的婆

婆。

“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奶奶又不会逼你

都吃掉，傻孩子。 ”奶奶疼爱地说。

“那可不行，吃不完浪费了多可惜，老师说

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孙子一边说一边站

起身及时拉住奶奶正欲夹菜的手。

奶奶正试图挣脱， 坐在一旁的爷爷发话

了：“好孙子，老师说的对，爷爷给老师点赞，也

给我的好孙子点个赞，你这个老太婆啊，当初

是谁教孩子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

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呵呵，你这个老

糊涂。 ”这位爷爷中气十足略带揶揄的口气惹

得一桌人哈哈大笑起来！

一对新人正巧过来敬酒，看到了眼前这一

幕，当幼师的新娘连忙找身边的伴娘要了一些

糖果：“给，小宝贝，这些糖果是奖励你的，你真

棒！ ”

孩子接过糖果说：“谢谢阿姨！我一个人也

吃不完，我想把糖果分给大家一起吃。”说完起

身挨个把糖果分给了我们。

一桌人都在席间吃起了糖果。那是我吃过

最甜最好吃的糖果！

寿宴是在一个亲戚家的三层小洋楼里，一

共四桌， 依次摆在院

子中间。 寿星是一位

满头华发的八十岁的

老者，慈眉善目，看起

来颇有些仙气。 听说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

优秀的人民教师，他

的学生可谓“桃李遍

天下”。

他这一生崇尚节

俭，从小洋楼的布局、

装饰， 以及他平日里

教育儿孙的言行举止

和客厅墙上挂着的一

幅 " 勤俭持家 " 的书

法作品就能看出一、

二。

我喜欢吃这种把厨师请进家里现场制作

的酒席，食材新鲜，接地气，而且实惠又好吃。

这种流水席式的吃法最大的好处是光盘彻底，

菜是一道一道现做现上，菜品丰盛，菜量也拿

捏得刚刚好，按一桌十人的标准装盘，每人吃

上两三口就差不多没了，即使遇上再好吃的也

只能是浅尝辄止，绝无多吃。

席间的两个即兴表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第一个表演是老寿星现场磨墨泼毫所

书“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书法作品，字体大气、

遒劲、优美，字如其人，人如其字。

第二个是老人的两个小孙儿在大家的一

致要求下展示的特长表演：9岁的小孙子用小

提琴拉了一首抑扬顿挫的世界名曲，7岁的外

孙女随着优美的旋律翩翩起舞。这时还在老寿

星怀里刚满两岁的小曾孙也来了兴致，扬起小

脸和着歌舞高声朗读：“悯农，唐，李绅，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

众人一边鼓掌一边情不自禁地跟着孩子

一起朗诵起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

点滴生活

敦煌鸣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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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然英雄气，激荡天地间。今年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初秋时节，

公司武装部的朋友通知我， 今年初仍健在的志

愿军老战士，都将获得一枚国家颁发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纪念章，

笔者的父亲有幸获得一枚。 因为父亲是一位抗

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 父亲近期已离我而去，但

他留下的战争年代故事，仍让我记忆犹新。

故事虽不惊天动地， 但充满那个年代的奉

献与牺牲精神，那种精神叫“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 父亲那时在湖北麻城的一个乡村务农，19

岁就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村里担任一

个小干部。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不久，县里和乡

镇武装部的同志就到村里来征兵， 号召年轻人

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那时，大家都知道志愿军

在前线打仗， 当兵会不会到前线去， 谁也不知

道。 那时父亲新婚不久，抱着一腔爱国热情，毅

然辞别新婚妻子，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几经辗转， 父亲这一批新兵上了一列“闷

罐”火车，就是没有窗户四周都是铁皮的火车。

火车一路向北，父亲在车里只感觉越来越冷，新

兵们议论纷纷，这怕是要到朝鲜吧。 果不其然，

几天后就到了丹东鸭绿江边， 连长就开始组织

大家唱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这时所有的新兵都明白,这是要去朝鲜

战场了。

上战场，怕不怕。 就实话，死，谁不怕？ 来到

朝鲜的营地后， 连长做动员讲话， 他问新兵们

“就要上前线了，大家怕不怕？！ ”这时，没一个人

出声。说实话，大家心里是怕的。连长说：“怕，没

什么不对，是人，没有不怕死的，但是你们想想，

美国佬是不是也怕死？ 他们为什么经常搞偷袭，

白天不来晚上来，那是他怕咱们，对不对？！ 只有

你不怕他，他就怕你！ 所以，你不怕死，你就能战

胜他们。 ”连长的讲话赢得新兵们一阵掌声。

那时，朝鲜战争已进入中后期，大规模的战

斗没有，但仍有小规模战斗，敌特还在志愿军后

方活动，搞侦察、袭扰、破坏、暗杀等。 父亲是志

愿军汽车运输兵，敌方疯狂封锁运输线，狙击、

暗杀志愿军驾驶员的事时常发生。

有一次，父亲他们的车队往前线送物资，在

半山腰上，遇到敌特狙击手，开第一辆车带队的

班长被射中，不幸牺牲。 父亲等战友上前增援，

敌特早已逃之夭夭。 父亲告诉我，在战场，开第

一辆车带队的人最危险，因为打坏第一辆车，就

会堵住整个车队，瘫痪运输线。 然而，在运输连，

这个最危险的任务，战士们争着抢着去干，都把

生死置之度外，如果那一次不让带队，就好像领

导瞧不起自己。 那时，在志愿军的连队，最危险、

最艰苦的任务都是领导干部和党员带头先上。

可以说，志愿军个个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英雄。

敌特狙杀驾驶员，多半在晚上，在半山坡上

进行。 为了减少伤亡，父亲他们这一批志愿军驾

驶员练就一个“神技”，就是夜晚不开车灯“盲

开”，还要走山路。 因为一开车灯，就可能给敌特

狙击手指明目标。 黑灯瞎火地开车走山路，想想

都可怕，一不小心，车翻到山下，车毁人亡，还要

时刻防着敌特活动。 那种情况下，他们全凭一双

耳朵听，一车跟着一车，后车跟前车。 就这样，他

们完成一次又一次危险的运输任务。

说到苦，那确实苦。 先说天气，朝鲜的冬天

特别冷，经常是零下 30 摄氏度，这个温度比冰

箱冷冻室的温度还低

10 多度。 父亲告诉我，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晚

上在山上站岗放哨，出岗棚解个小便，小便瞬间

都能冻成一条冰柱，洗脸的热水，泼到地上就成

冰。 他们这批志愿军战士很多来自南方，住在草

棚搭建的营房里面，晚上经常冻到睡不着。

有位小战士，南方来的，没领教过朝鲜寒冷

冬天的严酷。 一次，到外面维护车辆，冻得受不

了，回到营房，就到火盆子上烤火，烤着烤着，没

一会儿，他的双手就肿得像大馒头，皮肤被撑得

透亮。 小战士一下子就慌了，疼得哭起来。 战友

们立即把他送到医务室处理。 父亲告诉我，这是

因为室外太冷，皮肤冻得失去知觉，回到室内，

是不能一下子就去烤火的， 因为皮肤此时感受

不到高温，所以，烤火会被严重烧伤，弄不好有

些还要截肢，成为残废。 正确的做法是，先把手

放在衣服里面捂热，过后才能烤火。 有些新战士

不知道严寒天气下的生活常识， 在朝鲜战场时

常被冻伤。

再说吃的， 早期就几乎只有炒面等很少的

品种， 这食物有时被冻得硬硬的， 要在嘴里融

化。 战士们有时吃一口炒面，再抓一把雪塞进嘴

里，能吃下去就是胜利。 战争后期，部队伙食有

较好的改善，有馒头、米饭等，但也不是总能吃

到口。 为啥？ 因为，打仗时，阵地经常转移，敌人

不会等你吃了饭再打，往往一天打下来，没时间

吃饭。

有一次，父亲的车队送弹药到前线，结果，

因为战场局势变化， 志愿军原有阵地被敌人占

领了。 父亲和战友们只带了一天的干粮，准备到

了我军的部队再去补充的， 结果被命令转移去

新的地点。 路上又走了一天一夜，人烟不见，没

有吃的，饥寒交迫。

这时，他们好不容易见到一个村子，路边还

有苹果树。 大家总算吃上几个苹果，解了燃眉之

急。

朝鲜战争结束后，父亲他们的部队，就连人

带车转业到地方，支援国家建设。 和父亲一同转

业到公司来的，据说有 26 名战友。 他们在工作

中保持军人本色，为公司生产建设做出了贡献。

○公司总部 张国平

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故事

去巴东疗休养，一路且行且摄。 在梭布垭石林

九龙汇景点前， 朋友提醒我：“梅姐， 你看那个树

桩，很值得一拍。 ”

这个不起眼的树桩，很快就成了摄影的焦点。

小小的树桩上，铺满了绿色的苔藓。 洁白的小

蘑菇，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附在树桩上。 失去

生命的枯树桩，为小小的藓类和菌类，提供滋养生

命的温床。 在梭布垭石林那些高大奇特的岩石中，

这长满苔藓和蘑菇的朽木桩，委实难以引人注意。

诚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

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在朋友的提醒下，我和同事

蹲下身，仔细观察这小树桩，怀着童趣，掏出手机，

用“微距”记录它的美。

自带色彩与纹理的枯树桩， 青幽幽的苔藓，是

特别好的拍摄背景。 平视、俯拍、仰角，加上补光，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影，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越

拍，越入迷。 同行的朋友已前往下一个景点，而我

却陷入这微观美景，难以自拔。

放大这奇妙的微观世界，宛如开启了童话世界

的大门。 俯拍，绿色的苔藓像辽阔的大草原；小而

白的蘑菇，像大草原上的蒙古包。 你看，它半弧形

的伞顶，均匀间隔着灰色的褶皱，神似蒙古包的穹

顶。 绿与白相印衬，简洁明快，生机勃勃。 蚂蚁在这

个大草原上驰骋，这就是它的世界。 或许，它也在

唱 “跑马的汉子 ，威武雄壮……”只是我们不懂而

已。 平视，这些小蘑菇，像高矮不一、站姿各异，努

力伸长脖子看新鲜的孩子，充满了探究和好奇。有

的三三两两挤在一起咬耳朵，有的大孩牵着小孩，

有的独站高处看风景。山那边是什么？树上的天牛

会不会下来咬我们？红浆果可以吃吗？蚂蚁又来了

……仰拍，不论是桩面上的，还是角落里的，都努

力向着阳光。 逆光生长的，小蘑菇从旁斜逸，纤长

的伞柄弯出好看的弧度， 伞盖却依然端端正正地

举着 ，昭示它对生活的态度 ；藏于树桩之下的 ，紧

紧附在树桩上，翻了一个身，白色的小伞依然端端

正正地举着。 逆光而视，半透明宛似装在墙上的马

灯。 我一度怀疑，它会不会像《千与千寻》里钱婆婆

屋外的墙灯欢迎千寻一样，曲着脚跳下来，欢迎我

来到它的世界，再蜷着腿缩回树桩，变回一盏灯。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方寸之地另有乾坤，

微观世界别有洞天。 观察这小树桩的微观世界时，

沉睡在我脑海里的小飞侠彼德·潘苏醒了，我就像

温蒂 ，在彼德·潘的带领下 ，飞回到童年时看过的

各个童话故事里，经历了重重探险。 一时是绿野仙

踪，一时是大人国和小人国，一时是爱丽丝漫游仙

境……思绪在快淋漓地冒险、玩耍，忘乎所以。

“梅姐，拍完没有？ 走啦……”

朋友的呼唤，将我拉回了现实。 面前还是那个

不太引人注目的小树桩，我意犹未尽地补了两张，

恋恋不舍地追赶大部队。 这个小树桩， 让这次旅

行，更多了回味。

人总是要长大的。 愿我们在身披铠甲、冲锋陷

阵的同时， 别忘了在心里给自己保留一个童话世

界，储存纯真和美好。

童话世界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梅晓艳

笔下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