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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母亲住院的消息已是她负伤
7日后，期间虽然我每天都给母亲打
电话，但她怕影响我工作，隐忍着肋
骨骨折、双肺挫伤、连呼吸和咳嗽都
困难的巨痛，整整瞒了7天，我才从
妹妹口中得知母亲入院的消息。

父亲在我读小学时病逝。失去唯
一的经济来源，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
四兄妹拉扯大。长大后，我们各奔东
西，留下母亲一人在西昌市带孙儿孙
女，因不舍得让儿女花钱，她从不请
保姆照顾孩子。

母亲在我们心里是伟岸而无所不
能的，她披荆斩棘、匍匐前行，天大
的困难总能迎刃而解。家是她的天
地，儿孙是她的世界，她也是这个小
天地的顶梁柱，我们像行星绕着太阳
般温暖的母亲转，当她的年华慢慢消
散在柴米油盐里，那个曾经为我们遮
风挡雨的港湾，已慢慢佝偻。一年中
总会有那么几天，我们不期而遇守候
在母亲身旁，默默陪伴着这份亲情。

母亲面对子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
重重困境，从未退缩逃避，秉承着知
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坚持让我们完成
学业，就连为子女学费发愁整夜失眠
的经历，也是在我们成人后才知晓。
我们从小在她身上学会了自强不息、
勤劳勇敢，却也失去了亲人间应有的
畅谈心事、深切问候与亲切叮咛，把
困难与挫折、悲喜与无常放在心里，
炙热的关切从嘴里出来便成了白米饭
般平淡无奇的语言。不常联系的哥哥
前不久打来电话，我第一反应竟然想
着是不是家里出了事，结果却是哥哥
破天荒给我送上迟到几日的生日祝
福。我们在苦难中守护的亲情，像极
了悬崖上绽放的野菊花，沙漠中偶遇
的绿洲。

母亲一人承担着整个家庭的酸咸
苦辣，年近古稀从不服老，这棵参天
大树始终守护着树荫下的子子孙孙。
成年后的我们却越走越远，且不说在
身边悉心照顾，尽尽孝道，就连她受
伤住院，也因工作繁忙没有第一时间
赶回去。压力和焦虑下，我也感冒
了，在某天上班的路上，偶然看见朋
友圈转发的一篇题为 《年少不懂父
母，懂时已不少年》的散文，文中的
情真意切，深深感染着我，我顾不得
形象坐在地铁上泪雨滂沱，并暗暗下
定决心，把手上的急件处理好，务必
回去照顾母亲。

周末，往返路程已耗时两天，呆
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一天
多。这一天，我在医院找到主治医生
了解母亲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回到
病房陪她输液。心里本来藏着无数想
说的话，当看到母亲比同龄人苍老坚
毅的脸庞，发间突然多出来的无数白
发时，却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无数
次落泪的双眼在看到她从容的眼神时
也静默了。我拿出《格萨尔王》默默
翻看，陪伴着她，时不时看看液体，
简单问候几句，理一理被褥，递一杯
水、一份饭菜，只半天光阴便把这本
被我搁浅几个月的小说看完了。咳嗽
会拉扯着伤口疼痛，母亲每咳嗽一
声，我的心也跟随着发紧，真希望我
俩互换角色，躺在病床上的是我。

和母亲约定好让她继续住院治
疗，把炎症控制好再出院。兄妹们因
脱贫攻坚迎检无法请假，暂由嫂子请
假照顾母亲。以前总觉得在医院的时
间比其他地方都走得慢，这次却比平
时快得多，很想多陪母亲几天，但手
上的工作无法耽误，我不得不返程。
刚回到成都，妹妹便打来电话，母亲
始终惦记着家里的孙儿孙女，觉得住
院拖累子女，不听劝办理了出院手
续。我又急又气，立即打电话给母亲，
忍不住对母亲一阵数落，用近乎下命
令的语气让她再入院治疗一星期，母
亲逞强说自己已经好了，不需要继续
治疗。我软硬兼施，向她解释肺挫伤
不及时治疗的严重后果，善意欺骗说
住院的床位已经找好，让她牵挂的侄
儿暂由妹妹接回县城，侄女让朋友负
责接送上下学。解决了母亲的后顾之
忧，好歹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

接着我向远在西昌市的两位闺蜜
求助，在她俩的帮助下，顺利为母亲
办理入院。在我们几兄妹都没在西昌
市的那几天，她俩陪伴母亲住院治疗
并照顾饮食起居。

母亲基本痊愈了，继续着陀螺般
旋转的人生，为子女操不完的心，做不
完的家务，唠不完的话，劝她歇一歇、
停一停，可刚歇两天又闲不住了。如
果有下辈子，换我做您的母亲吧，您这
辈子所受的苦与累都由我来承担。

曾经的延安，是红色，亦是黄色。
红色，是延安的精神气质。这个革命圣地

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黄色，是延安的自然之色。全境是典型

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貌。
如今的延安，却是红色+绿色！遥感图上

的延安，就像一枚绿色邮票镶嵌在黄土高原
上。

延安市退耕办主任仝小林讲了一件趣
事：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的安塞腰鼓，表演者要在裸露的黄土地上
冲闯腾越，尘土飞扬，气势如虹。但随着大
面积退耕还林的实施，今日延安，满目青
山，很难找到这样的场地。安塞县政府只好
专门辟出一块黄土地，作为演出“舞台”。

1997 年，延安市敢为天下先，在吴起县
于全国最早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
退的是耕地，还的是森林，往日满眼的风沙
已不在，苍凉破碎的黄土沟沟壑壑，仿佛被
一双绿色巨手抚过，成为绵延的青山绿水、
满目的林海。

20 年的汗流浃背，一代接着一代干，延
安人用 1077 万亩的绿色，彻底改变了山川大
地的主色调，实现了延安由黄到绿的历史性
转变，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道路，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
短期内生态修复的成功样本。

绿色向北推移400公里

20 年间，延安人民硬是将陕西绿色版图
向北推进了400公里。遥感数据显示，延安的
绿色崛起，不仅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南侵，且
慢慢将其晕染成绿色。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延安发展成就中最
亮眼的是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退耕
还林带来的绿水青山催生了生态经济。农村
的沉睡资源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活资产，生
态旅游蓬勃兴起，红色旅游产业链进一步延
伸。先后建成省级以上森林公园8个、自然保
护区 7 个，打造出 10 个绿色养生基地，12 条
生态旅游线路。延安先后获得“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2018 年来延游客 6344 万人，综合收入
410.7亿元。延安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贫
攻坚一个战场、两场战役都胜利的双赢。

如今的延安，不仅是革命圣地，还是林
的海洋、鸟的栖息地、人类的宜居地、盛夏
避暑的休闲地，是画家、摄影家的写生和拍
摄基地。一个个青山环抱下的农家乐开门迎
客，一座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与生态旅游
景点渐成规模；在南泥湾，春花、秋叶、稻
田、鱼塘形成四季不断的美丽风景，每逢节

假日，游览者络绎不绝，带火了生态旅游。
山绿水清，野鸳鸯、环颈雉等候鸟回归

了；原麝、黑鹳、金钱豹等珍稀物种近年又
重现山林之间。子午岭自然保护区负责人
说：“现在延安已经发现 8 种国家一级野生保
护动物，有金钱豹、林麝、丹顶鹤、褐马
鸡、金雕、大鸨、黑鹳，还有白鹳。”

延安不仅在绿化，更在美化，绿色环保
的生活理念已经开始根植于延安干部群众的
心底。

母亲河黄河水清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
流淌了160万年的母亲河，从青藏高原出

发，一路浩荡向东，像切豆腐块一般，把世
界上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分解得支离破碎，
千沟万壑的黄土把这条大河涂抹成了黄色。

资料显示，20 世纪末，延安水土流失面
积高达 2.88 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入黄河泥沙
2.58亿吨，约占入黄泥沙总量的1/6。

脆弱的生态环境严重制约延安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志丹县永宁镇 71 岁的李玉秀仍然会想起
45年前被洪水冲走婆姨的事。“那年，二十来
个人一起上地，山里下大雨发了洪水。大家
四散躲避。等洪水过了，发现少了我婆姨，
寻来寻去，只在河沟边找到一只鞋。”李玉秀
老泪纵横。

延安自 1999 年迄今累计完成 2000 多万亩
土地绿化，退耕还林使全市的林草植被明显
恢复，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森林覆盖率达到
52.5%，植被覆盖度达到 81.3%，陕北地区的
绿色整体向北推移约400公里，实现了由黄到

绿的“颜值”巨变。黄河由浊变清，水土流
失锐减，壶口瀑布每年有两个月竟然呈现出

“清流飞瀑”的景观。
气象资料显示，延安年平均沙尘日数减

少，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从2001年的238天增加
到2018年的315天。入黄泥沙量从退耕前的每
年 2.58 亿吨降为 0.31 亿吨，年平均降水量从
300多毫米增加到550毫米以上。

在水资源紧张、栽植难度高等恶劣自然
条件下，延安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张
蓝图绘到底，终于破解了延安生态环境整体
脆弱的发展难题，扭转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的被动局面，取得了“绿色革命”的重大胜
利和显著的生态效益。如今的延安，春日山
桃山杏盛放，落红成阵；夏日青山吐翠，碧
草成芳；秋日层林尽染，硕果累累。

2013年7月，延安遭受百年不遇持续多轮
强降雨袭击，总降水量为往年同期降水量的5
倍，由于退耕还林增强了延安承受自然灾害
的能力，实现了水不下山、泥不出沟。

亲人曾被洪水卷走的李玉秀说：“亏了山
上有树，水不下山。”十多年来，他始终执著
地扛着铁铲上山种树。看着亲手种下的小树
慢慢成林，光秃秃的山峁逐渐变了模样，李
玉秀感到欣慰，“现在，村里人再也不用跑洪
水了。”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22 年的生态成果尽
染延安的沟沟岔岔。绿的情怀、绿的故事叙
说着圣地延安今天的收获和未来的希望。

始于吴起

1998 年之前，吴起县是黄河中上游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之一，吴起的气候条件、

自然条件在整个延安地区也是最差的，海拔
高、无霜期短，无法满足庄稼的正常生长需
要。又因为靠近北边的毛乌素沙漠，土壤沙
化严重、盐碱大。

当时，吴起是延安地区最贫困的县。
1995 年郝飚担任吴起县长的那一年 （后任县
委书记），县上的财政收入只有1072万元。让
当地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长期以来吴起县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
羊，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很厉害的。当地
农民形象地说羊身上带了“四把刀子一把钳
子”。“四把刀子”指四只蹄子，“一把钳子”
指牙。羊刨食草根，导致生态逐渐恶化。

在 1996 年大量调研的基础上，1997 年郝
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破坏吴起生态的有两
大元凶，一个是过垦，一个是滥牧，扼制这
两大元凶的办法也只有两条：一是退耕还
林，二是封山禁牧。

吴 起 县 痛 下 决 心 ， 发 誓 要 走 出 “ 怪
圈”。 1997 年，延安市先于全国在吴起县开
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由于封得最早、退得
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到实惠，吴起县成
为全国退耕还林名副其实的第一县。

从 1998 年开始，村、乡干部要求实行完
全封山，谁的羊都不准上山，同时大力扶持
舍饲养羊。

有农民想不通：“凭啥老祖宗几辈都放
羊，现在就不让放了？是要断了咱老百姓的
活路吗？”

郝飚说：“你养四五十只羊，一年也就收
入几千块钱。你把地种成林子，稍微带一点
山桃山杏等干果，收入咋都比这多。”通过反
复地摆事实、讲道理，群众心里的疑虑慢慢
化解了。

吴起的退耕还林一开始就立足自力更
生，没有靠国家。当时定了用 5 年到 10 年时
间把 25 度以上的坡地逐步退下来，同时把王
洼子和铁边城两个乡镇留下来没有退，作为
参照系。 结果到 1998 年 11 月，这两个乡镇
说，如果把他们继续留下来不让搞退耕还
林，他们将来非落后不可。后来，在这两个
乡镇也推行了退耕还林。

2001年，吴起县一次性给农民发放了3年
的钱粮补贴，每亩折算160元，此后年年如期
兑现。不用上山耕种，政府还给补贴这么多
钱，群众吃了定心丸。

吴起退耕还林的当年，山青羊肥，效果
显著。后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 1997 年的
887元，增长到了2019年的12028元。

20 年后的今天，站在吴起胜利山上看林
海，山川真变了；河水变了；农民变了，吃

“生态粮”让他们腰杆硬了。

我的记忆中，黄豆酥在新年的诸多小
吃中一直稳居皇冠一级的位置，那浓郁而
清远的甜，沁人心脾的香，脆崩崩的口
感，让味蕾尽情“过年”。

童年时，我曾随母亲参与过黄豆酥的
制作，那些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

先说做“黄豆”：将打散的鸡蛋搅进面
粉，加油反复揉匀，让它“醒”上半小
时。再加适量淀粉继续搓揉，擀薄，切成
细条，剁成小块，搓圆了放入油锅中炸至
金黄色捞出，“黄豆”就成了。

再说熬“糖稀”。我们管麦芽糖叫“糖
稀”。将精选的麦粒浸泡一周左右，待它们
长出“须子”（麦芽儿） 来后，晒干，磨成
粉末状。同时，将糯米煮到八九成熟，沥
干，冷却。将糯米和麦芽粉按 1：0.2 的比
例和匀后放入缸内装好，连夜用锯末或稻
壳暗火焖热，使麦芽和米发生化学反应。
次日清晨过滤，将汁取出，大锅柴火熬，
一锅汁液熬煮成小半锅糊状物。这时用木
片往一个方向反复搅和。当你用一双筷子
挑起糊糊时能扯出丝来，且滴一点到冷水
中，凝固物是脆的，那么糖稀就好了。在
松滋南海拉家渡村，新年是在家家户户熬

“糖稀”的忙碌中开始的。或者说，满村弥
漫的麦芽糖的味道就是最切近的年味。

将炸好的“黄豆”倒进冒着深黄色泡
泡的糖稀中，快速搅拌均匀后，将这锅热
气腾腾的混合物倒入母亲事先从永合中学

食堂借来的铁饭盒，用擀面杖使劲擀、按平实，用刀改切成正方块再
倒扣到案板上，一块块黄豆酥就等着你来品尝了。

相传刘备借得荆州后，为便于作战，命人将面食蒸熟后切成丁
状，压制成饼，烤干后再分成小块，交士兵行军时食用。因其形似粒
粒黄豆粘结而成，长期储存不变质，又香酥可口，入口即化，故称

“黄豆酥”。此后蜀军每逢战胜和黄道吉日，皆令全军上下与百姓共享
此酥齐贺胜利。

历史多的是穿凿附会，我只贪恋那一点香甜中泛出的家乡的味
道、亲情的味道、老时光的味道。好几年里，我们一家通宵制作各种熟
食，一边劳动一边说着闲话盘点一年，慢慢守岁，其乐融融。想一想，黄
豆酥，以稻、麦两种主食为原材料，暗合着松滋、荆州乃至整个江汉平原

广袤肥沃、连通东西南北、兼收
并蓄的泱泱之气。而其制作的过
程，则需要用足功夫熬，看准火候
和，趁热打铁擀，当机立断切。这
是时机和耐心的较量，也是判断力
和行动力的检验。最后，经“凤
凰涅槃”呈现到你面前的这块美
食，深藏米与面——你无论如何
也品不出它前生的味道。

回故乡不久就重游大明湖。我
第一次见到腊梅，简直被迷住了。
它半透明的质地像玉一样薄而温
润，娇艳的黄色像一朵朵神秘的小
玫瑰，真是美极了。其幽香也似玫
瑰，不过更凉一些，仿佛冰镇过。
开始的时候你闻不到，可是等暗香
盈袖，又非常浓郁。

以前看惯了画中的五瓣红梅，
对梅花产生了刻板印象。孰知真正
的梅花如此生动超绝、冷香飘逸、
冰清玉洁。

我和妈妈谈论着梅花之美，被
两个小学生听到。他们笑说，真生
动啊。

一天，温度断崖式下降十几
度。担心我的梅花冻蔫，又来看
望。结果人家好好的。初见惊艳，
再见倾心！几树梅花立寒风，在阳
光下明媚着，玉琢一样的。其香也
低调，若有若无，沁人心脾。蜡梅
复瓣，中间一圈有橘色的边，在挺
拔的枝干上串串开放。

有游人说，这么冷，假的吧？
又有人说，迎春花开了？ 终于有人
恍然大悟： 是梅花啊！越冷越开。

路上发现许多树的叶子仍然是
绿色的，梧桐所剩无几的大叶子也
在风中摇晃着坚守在枝头。青青杨
柳在夕阳里变身成黄金柳。我驾着
寒风回家了。终于悟到梅花为何名
列四君子之首： 这般美好玲珑的花
朵，貌似不堪一击，却不惧零下 10
度的严寒，亭亭玉立。让人看了不
觉感染它的力量，也变得强大起来。

快进入腊月的时候，下了第一
场大雪。银妆素裹，马上又惦记起
腊梅，于是和朋友约好再游大明湖。

雪中的梅花晶莹剔透，花瓣边
缘挂着水珠，花蒂戴了厚厚的雪帽

子，沉甸甸垂了头不胜娇羞。先开
的一树过了两个星期，花朵还在。
此刻沐浴了阳光，雪化为水滴，半
晌落下。腊梅更显冰清玉洁，暗香
浮动，令人想起冰淇淋的香甜。柳
树两周前还青翠，进入阳历 1 月便
告枯黄凋落，可是梅花依然动人美
好。

陆游著有《卜算子 咏梅》：“无
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梅花何止
不争春，更是先行报春。四季轮回
里，最寒冷的腊月前后，百花蛰
伏，只有梅花绽放。腊月一过，春
天就在路上了。

三访腊梅，晴日，风中，雪
后，各有其美。

梅花三弄，讲的是琴曲，同一
段曲调重复演奏，即三种变奏，用
来表现梅花不畏严寒，次第开放的
情景。有“一弄叫日，二弄穿月，
三弄横江”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三
弄比喻人们赏梅的 3 个阶段：早、
中、晚。从含苞清越到盛开，再到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倒是对应了我三访腊梅的过

程，不同之处是第三访时的梅花还
未凋零。即便是雪后，早发的腊梅
花略显疲惫，却仍然玲珑。后来新
冠病毒开始肆虐，阻住了我的脚

步。在我心中，腊梅就成了永不凋
谢的花。后来才知道腊梅花期很
长，可达四五个月。那段时间没有
了欣赏的目光，可真是“寂寞开无
主”。

杨伦的 《伯牙心法》 谈到梅花
三弄时说：“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
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
宜其有凌霜音韵也。”

别的大朵的花招摇，却都不经
冻。腊梅枝条直，花朵却谦逊，多
低眉敛目，但是即便如此，仍凛然
难犯。它有桂花之幽，却更华贵；
玫瑰之丽，却更娇美；水仙之清，
却更优雅。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
花比之更顽强、更有傲骨。连续几
个月，历劫寒风刺骨，冷雨浇头，
大雪压身，依然盛开。难怪入诗入
画，被写进许多歌曲。

“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学生就
会背诵，却不懂。画纸上的梅也是
一样，没有温度，没有芬芳流动，
没有风。可是立在零下 10度的严寒
中，一下子就理解了苦寒二字。娇
弱的鲜花没有保暖衣没有暖气，可
是仍然那么美，仿佛柔弱无声的顽
强宣言，顿时让人失语，敬佩。

所以大自然的不言之教才是活
的，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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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著好色 山青不负人
李春雷 邢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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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访蜡梅
庄 雨（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