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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故鄉
劉曉燕

           在故鄉的地點尋找故鄉
           已是很多年後
           我看到眼前的荒草
           取代了我成長的村莊
           我的村莊啊
           居然和母親
           一 樣的衰老了
           這讓我無法排解
           心裡的憂傷
           就像此刻頭頂上
           濃厚的烏雲
           把我昔日斑斕的童年
           重重的壓在了歲月的箱底

           我翻箱倒櫃的尋一個遍
           仍沒有見到童年的夥伴
           這使我憂傷
           因為無人再分享
           我手中那廉價的小零食
           可我還記得
           一毛錢的冰袋
           也能讓很多孩
           子臉上洋溢著
           自豪
           再也沒有幾個人
           熱切的關注莊稼
           可我還記得
           大人小孩齊頂著
           星月揮鐮割麥的情形
           那個最可愛的人
           送來熱氣騰騰的飯菜
           大家都知足的醉倒在了
           朝霞映照的田間地頭裡

落葉
王建利

           重複的故事
           是生命的開始
           一片片的命運
           書寫等待的重逢

           記憶的地圖是昨日的價值
           今天的朽爛是明日的綻放！

           不是為了結束的告別 而是
           生命的直線裡
           斷點是永恆的再造！

冬藏
孫克艷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冬藏，對于

國人來說，特別是四季分明的北方人，實在

是一件鄭重的大事。

在老家，最具有冬藏典型性的事物，

大概是紅薯窖了。在庭院附近，找一塊土質

良好的偏僻處，挖成一個口小底闊的洞穴，

修整完畢，將蘸了多菌靈溶液的紅薯整整齊

齊地碼垛好，外面蓋上蓋子，蓋子上鋪上柴

火。即使白雪淹沒了大地，紅薯窯裡卻溫暖

如春。紅薯窯裡的紅薯，可以蒸著吃煮著吃

烤著吃，可以切絲炒菜，可以油炸拔絲，可

以當主食，也可以當菜。

紅薯窖裡除了可以放紅薯，還可以放

蘿蔔、土豆、大白菜等冬季蔬菜。這個幾平

方米的窖，是很多家庭冬季新鮮蔬菜的保溫

箱。

另外，在庭院裡挖下一個土坑，將成堆

的蘿蔔、土豆、白菜依次堆好，埋上土，也

是常見的蔬菜保鮮辦法。

除了以上兩種尋常的方法外，將新鮮蔬

菜製作成便于保存的食材，比如西紅柿醬和

各種乾菜，也是必不可少的輔助方法。

真正好吃的西紅柿，一定要有太陽的

味道。可惜，大棚裡的西紅柿缺少這樣的條

件，往往造成果肉不飽滿，還硬邦邦的，吃

起來如同嚼蠟。

幸而，充滿了智慧的國人，在多年的生

活中，積累了豐富的冬藏經驗，研製出了能

夠保存其原有風味的西紅柿醬。當大小不同

的玻璃瓶子，裝著鮮艷誘人的西紅柿醬，高

矮錯落地擺放在櫥櫃裡時，總會讓人湧出莫

名的知足與幸福。在冬天，吃到可口的西紅

柿炒雞蛋，或者西紅柿醬麵條、西紅柿醬豆

腐、西紅柿燉排骨……那一抹艷麗的紅色，

在刺骨的冬天，如同暖陽一般，滋潤著人的

胃，溫暖著人的心。

而各種乾菜的製作，則可能要早一些。

比如豆角干、黃瓜干、蘿蔔乾、芝麻葉……

都要在這些蔬菜長得最繁盛的時候採摘下

來，清洗後切片或切段，放在鍋上蒸熟後再

曬乾。等到吃的時候，放進溫水裡泡開，仍

然保存著它的營養和味道。

醃製而成的鹹菜、酸菜、豆豉、泡菜、

辣椒醬等，更是冬季不可或缺的菜品。鹹

菜鹹，酸菜酸，豆豉香，辣椒辣。鹹菜就

饅頭，酸菜就稀飯，豆豉拌燜面，辣椒醬通

殺一切食物。一個罈子，一種做法；一個罈

子，是一種味道。每一個罈子，都是長輩言

傳身教留給後輩們的寶貴財富和生活經驗。

那些或大或小的罈子，經過歲月的打磨和長

輩的撫摸，帶著時光的痕跡和對生活的敬畏

與珍惜，在數不盡的一日三餐裡，在平淡如

水的歡聲笑語裡，慢慢地沉澱進晚輩們的內

心深處。

母親的豆豉做得極好。她有一個訣竅:

採來新鮮的黃蒿，用它來鋪蓋待發酵的黃

豆，等到黃豆發酵好了，也就吸收了黃蒿的

獨特氣味。

在凜冽的冬季裡，香辣的豆豉含著夏

季太陽的灼烈，帶著黃蒿的苦澀與清香。于

是，香氣氤氳的廚房裡，不但充斥著豐富的

味道，還將幾個季節都疊加起來了。

「冬藏」，是樸素而聰慧的國人，在

千百年來與天地抗爭的歷史中，遵循大自然

的法則與規律而積累下來的生活經驗，它給

寒冷而孤寂的冬季增添了許多味道，讓單調

苦悶的日子變得豐碩而充盈，即使是日復一

日的三餐，也吃出了別樣的滋味。而這樣年

復一年的傳承，讓我們的內心殷實而知足，

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和可以觸摸的安全感，好

像將春的蓬勃、夏的奔放、秋的豐收全都藏

在了內心深處。于是，在雪花飛舞的寒冬，

我們隱隱地期待著「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

見」。

霜後白菜鮮
孫邦明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寒潮來

襲，秋冬輪迴，又是霜後鮮美白菜上市的季

節。

初冬時分，空氣愈發乾燥，白菜愈受

到老百姓們的青睞。清炒或百搭，皆是廉價

的止渴生津、補水保濕的營養佳品。

秋下種，初冬已是生機盎然、碧翠清

爽。

在江淮丘陵，石頭縫、灌木叢，或房

前屋後，扣出來的貧瘠土地，整成兩三小

畦，「傻瓜式」的栽種，埋根澆水施肥，兩

三天便直挺挺的昂首向上了。白菜，別看

外形粗獷，其實性情溫順耐長緊吃。流年鄉

村，誰家還沒有一兩畦白菜呢？

白 菜 ， 古 人 稱 為 「 菘 」 ， 大 約 因 其

「凌冬不凋，四時常見，有松之操」。霜降

時分，白菜出落得俊秀清朗，結實明朗，白

玉似的幫，厚實鬆脆；翡翠般的葉，碧綠舒

展，挺立在蕭瑟空曠的原野，鮮活著枯寂的

冬日。一場寒冽浸襲，清晨霜白一地，綠葉

被裹上一層晶瑩剔透；或來一場大雪紛飛，

一棵棵白菜被蓋上一層厚厚的棉被，變得愈

加堅韌挺拔。咯崩，掰下來，還是鏟出來，

洗淨爆炒，口感脆嫩，味道鮮美。如若擱入

土製豬油渣，更加綿柔爽口。來一碗新粳米

飯，透鮮下飯，立馬溫潤你的胃腸，提起你

的精氣神來。匱乏年代，這就是人間最美味

的珍饈。何況，它可切條曬乾，摻入紅椒、

五香粉，即是流年，乃至今天仍然是最可口

的香菜；也可百搭，入火鍋作燙菜，半生半

熟，汁液飽滿，有嚼頭。鍋裡，雞、鴨、魚

肉在熱氣中翻滾著，自家熏制的臘肉切成

片，油脂帶著柴火味兒滋滋往外冒；鍋外，

抓起一把生白菜下到湯裡，飽吸了滋味，撈

起來便是極佳的下飯小菜。

白 菜 ， 如 若 鄉 村 人 的 本 性 ， 平 凡 草

根，隨處可種，不計較貧瘠與肥沃，也不懼

怕風霜雨雪，反而更練就一身的好營養。難

怪贏得文人墨客們的大力頌揚。看似平淡的

白菜，在「吃貨」蘇東坡那裡，可與羊肉、

熊掌比肩：「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蹯掌。」

陸游則對白菜更為青睞：「青菘綠韭古嘉

蔬,熊蹯駝峰美不如。」白居易寫出了白菜

好吃的關鍵：「濃霜打白菜……霜威空自

嚴。不見菜心死，翻教菜心甜。」宋代詩人

范成大踏雪尋「菘」之後賦詩：「撥雪挑來

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  。」是的，腴而脆

的白菜，一定是經歷過濃霜的。不只是白

菜，蘿蔔、菠菜、紅菜薹等蔬菜，霜後，味

道也會變得更為脆嫩和清甜。

「 百 菜 不 如 白 菜 。 」 大 白 菜 營 養 豐

富，含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粗纖維

外，還含有鈣、磷、胡蘿蔔素等微量元素，

是冬令蔬菜中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最可貴

的是，白菜產量高，耐貯存，物美價廉，口

味親民，價格也親民，人們通常將價格便宜

的東西稱為「白菜價」。可見，潑皮平常的

白菜，無論什麼年代，總是讓人想起「流年

醉是白菜鮮」的美好時光。

白菜性甘溫，霜後更鮮美。嚼得白菜

香，不僅打開了冬季裡的孤寂，更開闊了一

種愈挫折愈堅韌的人生境界。

我國建設國家植物園為哪般？此次為何選址北京？
　　新華社北京1月8日電　國務院日前批復
同意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標誌著我國國
家植物園體系建設進入新階段。
　　為什么要建設國家植物園？首個由國務
院批准的國家植物園選址在北京，有怎樣的
考量？未來將如何推進國家植物園體系建
設？針對這些社會熱點，記者8日採訪了國家
林草局有關負責人和業內專家。

重中之重：強化植物遷地保護
　　植物是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核
心組成部分，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
礎。我們所有的衣食住行，都與植物息息相
關。尤其是野生植物，不僅守護著健康穩定
的生態系統，也守護著寶貴的遺傳多樣性。
也正因此，保護植物資源及其多樣性已經成
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選擇。
　　我國是世界上植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
之一，有高等植物3.6萬餘種。隨著經濟社
會發展和人類活動加劇，生境破壞、過度開
發、氣候變化、外來物種入侵、自身繁殖受
限等原因導致許多野生植物野外生存受到嚴
重威脅，甚至瀕臨滅絕。
　　「野生植物資源保護主要包括就地保護
和遷地保護。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
地體系在野生植物多樣性保護上起著關鍵性
作用，卻並不能保證所有植物多樣性都能
夠長期保存下來。」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
（BGCI）中國辦公室主任文香英解釋說，由
於生境喪失、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自然保護

地的不完全覆蓋等，並非所有植物都能在其
自然棲息地中得到就地保護，這種情況下遷
地保護就是進行搶救性保護的有效手段。
　　植物園是實施遷地保護的主要場所。我
國現有植物園（樹木園）近200個，遷地保護
植物2.3萬餘種，佔本土植物種類的60%。長
期以來，植物園在維護植物多樣性等方面發
揮了積極作用。
　　「雖然我國植物園數量眾多，但統籌不
夠，沒有充分發揮遷地保護植物的核心功
能。」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研究員陳
進說，遷地保護可以有針對性地對一些極度
瀕危的物種開展搶救性保護，針對一些現有
保護區範圍仍未能覆蓋的受威脅物種，以及
由於全球變化需要人工輔助遷移的物種開展
重點保護，並進行野外回歸。在我國這樣一
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建設覆蓋各類氣候帶和
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國家植物園體系，引
領示範全國植物園，承擔遷地保護重任，是
必然選擇。

設在北京：統籌發揮多種功能
　　為何國家植物園在北京設立？中央民族
大學教授、曾任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
庫總工程師的龍春林認為，要實現對我國植
物最高效的遷地保護，頂尖科研人才和高端
科研平臺是重要條件。
　　此次批復同意在北京設立的國家植物
園，規劃總面積近600公頃，分南、北兩園。
依託中國科學院植物所建設的南園以科研實

驗為主，側重於植物基礎科學研究、生物多
樣性保護和植物資源利用核心技術研發；依
託北京植物園建設的北園以遷地收集、科
普、展示為主，側重植物應用研究、珍稀瀕
危植物保育、園藝植物收集展示、園林園藝
技術研究及培訓等。
　　這個國家植物園現有遷地保護植物1.5
萬種，是全國唯一擁有世界三大溫室旗艦物
種的植物園。同時，擁有全國最強植物科研
團隊，建有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3個中科院
重點實驗室和1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以及
1座亞洲最大的植物標本館，館藏標本280多
萬份，是國際知名的綜合性植物科學研究機
構。
　　「與就地保護不同，生物多樣性熱點區
域對遷地保護並不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中
科院植物所研究員孔宏智說，利用科技手段
實現植物在多地遷地保護，有利於降低因區
域自然災害、極端天氣及突發狀況造成的植
物物種的滅絕風險，提高植物資源保護的穩
定性，為國家保存重要的戰略資源。
　　他還表示，國家植物園不僅要為植物遷
地保護提供科技支撐，還承擔著科學研究、
展覽展示、國際交流等多種功能，體現國家
代表性和社會公益性，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
文化的重要載體。北京在這些方面也具有明
顯優勢。有業內專家認為，相比南方城市的
水土氣溫條件，北方城市更需要綠化樹種方
面的科研支持。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加

強綠化樹種研究，有利於為北方城市樹種選
擇、園藝搭配樹立樣板，推動國土綠化高質
量發展。

未來方向：
努力形成完整的野生植物遷地保護網絡

　　當前我國正加快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
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對野生植物的就地保護
邁出重要步伐。而建設以國家植物園為核心
的國家植物園體系則是遷地保護的主要形
式，二者將有機互補，共同形成較為完整的
生物多樣性保護體系。
　　據了解，國家林草局已牽頭啟動國家植
物園體系規劃，按照成熟一個設立一個的原
則，分區域穩步推進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
　　國家林草局有關負責人說，將堅持統一
規劃、統籌建設，加快推進國家植物園體系
建設。綜合考慮我國氣候帶與典型植被區劃
特點、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現有植物園綜
合實力等因素，科學合理規劃國家植物園空
間佈局，採取整合與新建相結合的方式，穩
步構建以代表國家形象的國家植物園為核
心，以代表典型氣候帶和典型植被特徵的區
域國家植物園為主體的國家植物園體系。
　　此次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是建設國
家植物園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位負責人
說，今後將在廣州等地建設區域國家植物
園，逐步實現我國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
全部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種類得到遷地保護的
目標。

全國疫情形勢如何？春節「米袋子」「菜籃子」怎樣保障？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回應來了
       新華社北京1月8日電　全國疫情形勢目
前如何？西安部分地區「就醫難」「買菜
難」問題解決得怎樣了？今年春節期間，千
家萬戶的「米袋子」「菜籃子」是否無憂？
針對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國務院聯防聯控
機制新聞發佈會8日集中做出回應。

全國疫情情況如何？
目前防控總體形勢平穩

　　截至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
已突破3億例。
　　「近一週日均新增確診病例接近190萬
例，超過上一波疫情高峰的2倍。」國家衛生
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說，我國外防輸入壓
力進一步加大，要繼續堅持「外防輸入、內
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總方針。
　　「目前我國疫情防控總體形勢平穩。」
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介
紹，陜西西安的疫情近期呈動態下降態勢，
風險區域逐步減少，社區病例趨於「動態清
零」狀態，防控工作初見成效，各項措施還

需要繼續堅持和強化。
　　據介紹，河南關聯疫情目前波及河南、
上海和浙江3個省份的9個市。廣東深圳1月8
日報告兩例病例，基因測序結果顯示是一起
新的境外輸入病例引起的本土疫情。
　　賀青華說，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
派駐在陜西、河南的工作組仍在當地指導疫
情處置工作。國家衛生健康委將密切關注各
地疫情形勢，從嚴從快從緊推進核酸檢測、
流調溯源、高風險人員和場所排查、社區管
控等工作，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

西安生活物資和就醫需求怎樣保障？
不斷改進、暢通環節

　　西安疫情牽動人心。目前當地生活物資
的供應情況如何？市民正常就醫如何保障？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運行調節局副局長
許正斌介紹，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
啟動了生活物資保障機制，每天監測了解西
安市糧油肉蛋菜果等生活物資的產購儲運銷
情況，分批次交辦、督辦了多個媒體反映的

個案問題。
　　「目前西安市重點生活物資供應和儲備
較為充足，糧油價格基本穩定，末端配送問
題也正在加快解決。」許正斌說。
　　商務部市場運行和消費促進司副司長王
斌介紹，針對西安疫情管控提級後出現的門
店開業率低、末端配送壓力大、居民買菜難
等問題，圍繞「外保貨源、內保暢通、末端
保供」，及時採取相應措施，市場供應狀況
進一步改善。
　　「堅持防疫、保供並重，注重發揮政
府、市場、社會合力，實行分區分級分類保
障。」王斌說。
　　疫情期間，西安出現一些群眾就醫通道
不通暢的情況。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
監察專員郭燕紅介紹，目前陜西省採取了一
系列措施，進一步優化就診流程，壓實各方
責任，暢通各個環節，不斷改進工作，保障
好人民群眾的醫療服務需求。
　　「看病就醫是人民群眾的剛性需求，提

供醫療服務是醫療機構的基本職責。要確保
疫情發生期間人民群眾的正常醫療服務保障
工作不受任何影響。」郭燕紅說。

春節農副產品是否無憂？
「米袋子」「菜籃子」供應充足

　　「米袋子」「菜籃子」與百姓生活息息
相關。春節將至，又面臨疫情挑戰，二者是
否供給充足、價格穩定？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副司長劉涵
表示，「米袋子」方面，2021年我國糧食再
獲豐收，當前糧食庫存保持高位，米麵油加
工和應急保供能力持續增強，可以說是田頭
產量足、庫裏儲備足、市場貨品足，節日期
間「米袋子」保供穩價基礎紮實。
　　「菜籃子」方面，當前可供每人每天約3
斤菜，能有效保障市場供應。受汽柴油價格
上漲、季節性因素影響，預計菜價將比較堅
挺。畜禽水產品供應都有充分保障。此外，
預計水果市場總量足、品種多，價格較為穩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