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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欠櫻花
一個擁抱

魯道明
 
                 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
                 但也不是每一個春天
                 都能如期而至。
                 今年春天有點兒冷，
                 倒春寒
                 讓我一夜回到了2020年。
 
                 陰霾，雨雪、
                 寒潮、新冠……
                 壓得櫻花喘不過氣來。
                 我沒看見櫻花微笑，
                 卻聽到逆行者心跳。
 
                 白衣天使在，
                 春天就在。
                 只要櫻花樹下一站，
                 就能感受到
                 一種信念和力量。
 
                 疫情不相信眼淚，
                 正如櫻花不相信
                 風霜雨雪。
                 想想小別時的誓言，
                 天天便是晴天。
 
                 別問何日春暖花開？
                 只要看看滿城
                 渴望的眼睛
                 和忙碌的身影，
                 你便充滿信心，
                 就會感到
                 生活在這個城市
                 多麼榮幸！
 
                 我的體溫迅速回升，
                 回升速度遠遠高于春天。
                 那是因為
                 櫻花在我心裏含苞欲放。
 
                 只是眼下
                 櫻花欠我一個微笑，
                 我欠櫻花一個擁抱。

                 待到櫻花爛漫時，
                 擁抱給她，
                 微笑給我。

艾草青青飄鼠香
惠永勝

廣西文化在岑溪。

好幾年前的一個夏天，我跟機去廣西

南寧一帶收割水稻，經常見到捕鼠的場景，

作為北方人著實開了眼，場面震撼，難以置

信。

當收割機下田作業時，老人們手拿袋子

撿拾稻穀，孩子們正值暑假嬉于地頭，有不

少回家幫忙的壯年人，等待拉運收割好的稻

穀。當收割機的作業面越來越小時，人們繃

緊心弦，像等待開獎六合彩一樣焦急。包圍

圈越小，吸引力越強，所有人都停了下來，

圍在最後的包圍圈外靜觀其變。之所以如此

扣人心弦，是因為不僅有鼠，還有意想不到

的收穫，如水蛇、水鳥、魚之類的野物，搞

不好誰家的豬仔躲在其中也有可能，還真絞

到過。

作業圈越來越小，鼠們倉皇而逃，呈鐘

面狀，疾如流星。這時不分男女老幼平等相

爭，追逐聲，吶喊聲此起彼伏。細看，鼠在

前，壯漢緊追，老頭兒緊隨，後有婦女、少

年，騰挪轉移，圍追堵截，再現過街老鼠人

人喊打之盛況，難出兩個回合，鼠們就會敗

于田中。

至於是什麼鼠，但肯定不是北方的老

鼠，仔細看還是有區別的，大小差不多，

只是尾巴略短。抓去帶回家中又是怎麼個吃

法，沒有引起我更深的興趣，只打聽它們捕

捉的目的。

在岑溪，有一種植物名曰老鼠艾，做起

艾糌，不輸南寧之新奇。

當山谷泛起青綠，溪流泛起清波，老

鼠艾也聞風而動。挽起籃子，攜妻帶女，漫

步溪畔青青草坡。細看，狀如羽翼，翠色慾

滴，莖簇擁而上，花朵盈黃精緻，一如北方

的曲曲菜。伸出食指與拇指掐其嫩尖，攏于

掌心，一下兩下，稍頃，掌心盈滿，置于籃

中。那一抹翠綠令妻兒興奮，或手指地面，

驚呼連連，或疾步下蹲，攬艾于懷，其狀不

亞于發現新大陸。

歸至家中，取清水淘洗，控干，再置于

開水焯六分鐘，撈出，放入涼水再次清洗，

擰乾。切段備用，易短。取料理機，把艾草

段放入，倒入清水少許，成糊狀後倒入鍋

中，加入一塊兒半黃糖，煮化備用。岑溪做

艾糌用糯米粉，置于盆中，倒入艾汁，攪拌

均勻，取出。

米團需反覆揉搓，手感無顆粒為佳，不

易太軟。糌粑餡料可根據個人口味調製，常

見方法：取花生碎，白芝麻，黑芝麻，白砂

糖，攪拌均勻，但芝麻需炒熟。一切準備就

緒，取米團劑子，大小如雞蛋，做窩狀，包

入餡料，收攏劑口，手掌相對，揉圓即可。

開水上籠，蒸八分鐘。

聞之，草木清香，盈灌鼻口；食之，軟

糯香甜，唇齒留香。雖然原料採用老鼠艾，

但沒有半點老鼠的異味。

祖國文化看廣西，廣西文化看岑溪。廣

西不僅僅是紅色精神搖籃，還是飲食文化之

根源，取日月精華，滋養龍之血脈。

那樣芬芳
趙文強

遊園的一條大道兩旁，數百株月季濃

艷綻放。午間，一群群靚妹欣然來到這裡自

拍，與鏡頭中的月季輝映成趣。那個面如桃

花綰著髮髻的女孩兒情不自禁地說：「這些

花兒好像假的似的。」

不只在這裡，在公園、遊園、校園、廠

區內，一株株月季艷艷地盛開在那裡，血紅

色、杏黃色、水紅色、粉白色，一大片一大

片，不知疲倦地一瓣扯著一瓣，一層箍著一

層，驕傲地外延著，向著驕陽嫵媚地歡笑。

一大早，十幾個花工在給月季松土，把粗肥

拍碎，軟軟地敷在小兒胳膊粗的莖根部，引

來清水濕洇了一大圈。一陣陣微風吹來，月

季花快樂地舞動著，把芬芳灑向花工，潑向

遊人，流瀉大街小巷，傳溢城市角角落落。

月季早在漢代就有栽培，唐宋以後更

是栽種不絕。月季四季開花﹐品種有紅色、

粉色、白色、黃色、橙色、黑色、綠色，表

裡雙色，還有漂亮的復色月季。月季以其鮮

艷綻放、花期漫長而被譽為「花中皇后」，

凸顯其高貴和典麗。月季自然花期從當年4

月綿延數月，花開大型，由內向外，愈溢散

脫，花茗香氣，濃郁悠遠。月季的種植，民

國時期的黃岳淵在《花經》中說：「倘若要

得絕倫美艷之月季，還須辛苦努力，便是：
五份還魂土，再加四份腐葉土，再將煤屑或
者火煨土用一分眼篩篩過，提一份加入，或
者稻田泥、河泥而經冰凍以及曬乾，再灌以
人糞溺二三次者。」月季易種易養，生命力
旺盛，不屈不撓。月季花也稱月月紅，既可
作為觀賞植物，亦可作為藥用植物。

泰戈爾曾說「生如夏花之絢爛」。在
炎熱的夏季，花們選擇爭奇鬥艷，競相開
放，在酷暑中綻放自己的美麗。除了夏天常
見的荷花、康乃馨、茉莉花以外，還有百合
花、曇花、向日葵、睡蓮、蘭花、桔梗。在
盛夏花團錦簇的氛圍裡，月季花不驕不躁，
不卑不亢。月季花對「接天蓮葉無窮碧，映
日荷花別樣紅」的荷花不嫉妒，對「盛夏綠
遮眼，此花紅滿堂」的紫薇花不鄙夷，對芳
香素雅的梔子花不曲頸，對花色潔白香味濃
厚的茉莉花不彎腰，對淡香潔白無瑕的百合
花不慕仰，也對清幽美麗的蘭花不攀比，對
金燦燦的向陽花不失態，映日鮮艷，對月芬
芳。

每天清晨推窗而望，于晨曦之中，眼
前的甬道上，兩行沒過胸口的一株株樹狀月
季，一朵朵或紅、，或黃、或粉、或白的濃
妝艷抹的波浪形花掰，在墨綠色葉子的拱托
下，嫵媚婀娜地綻放著。映照陽旭，花艷馥
郁，接續晨曦，綠葉清欥。四月延傳，數月
綻放，環境靚化，怡然心芳。在街道，在廣

場，在花園，在遊園，行人嬉笑拍照，情侶
嫵媚彎腰，小孩歡快跳躍。琅琅爍爍夏日，
浸潤在月季花海之中，于萬花叢中，月季獨
領風騷。閱覽一朵朵奼紫千紅的月季花，讓
人在夏日裡心情舒暢，悠然怡祥。

在眾多月季花品種中，人們對樹狀月
季分外厚愛。且不說這類月季經過兩次嫁
接更顯健壯，增添了幾分俊朗秀美，還在于
她觀賞效果好，形狀獨特，高貴典雅，層次
分明，在視覺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造型多
樣，有圓球型、扇面型、瀑布型，既保留了
一般月季的花香濃、花期長、花色多等優
點，又表現得更新穎、更典麗、更熱烈，具
有更高的審美價值。與一般月季相比較，樹
狀月季以其一米左右的身量，不高不低，特
別適合遊人觀賞；加之其花冠比一般花卉距
離地面遠，不容易感染土壤病蟲害，成為眾
多城市綠化美化的首選。

月季每日不懼倦怠地鮮艷綻放，把溫潤
美麗賦予人間，把燦爛瑞氣傾灑大地。在城
市，她是一道美麗的風景；在鄉村，她是一
團如火的熱情。月季的存在，如蠟燭燃燒和
光閃；月季的生長，似青春美麗和奉獻。而
樹狀月季，則櫛風沐雨，永立潮頭，立于大
街凜凜然，處在庭院悄悄然，植根遊園恬恬
然，不居功自傲，不嬌氣舔呻。

朗日茁壯，陰雨鏗鏘，迎來送往，久久

芬芳。

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週年大會在京隆重舉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北京5月10日電慶祝中國共產主
義青年團成立100週年大會10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
講話強調，青春孕育無限希望，青年創造美
好明天。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生逢其時、重
任在肩，施展才幹的舞臺無比廣闊，實現夢
想的前景無比光明。實現中國夢是一場歷史
接力賽，當代青年要在實現民族復興的賽道
上奮勇爭先。共青團要牢牢把握培養社會主
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務，堅持為黨育
人、自覺擔當盡責、心繫廣大青年、勇於自
我革命，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成長為有理
想、敢擔當、能吃苦、肯奮鬥的新時代好青
年，用青春的能動力和創造力激蕩起民族復
興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
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
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大會。
　　人民大會堂二層宴會廳氣氛隆重熱烈。
主席臺上方懸挂著「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
團成立100週年大會」會標，後幕正中懸挂團
徽，團徽下方是「1922－2022」字標，10面
紅旗分列兩側。
　　上午10時，大會開始。全體起立，高唱
國歌。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
話。他首先代表黨中央，向全體共青團員和
各級共青團組織、團幹部，致以熱烈的祝賀
和誠摯的問候。
        共青團員們，青年朋友們，同志們：
　　青春孕育無限希望，青年創造美好明
天。一個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
能興旺發達。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慶祝中國
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週年，就是要激勵廣
大團員青年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的新征程上奮勇前進。
　　首先，我代表黨中央，向全體共青團員
和各級共青團組織、團幹部，致以熱烈的祝
賀和誠摯的問候！
　　共青團員們、青年朋友們、同志們！
　　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飽經滄桑的古老
民族，更是自強不息、朝氣蓬勃的青春民
族。在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文明歷史中，中
華民族始終有著「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傳
統，始終有著「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情懷，
始終有著「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
步」的信念，始終有著「希望寄託在你們身
上」的期待。千百年來，青春的力量，青春
的涌動，青春的創造，始終是推動中華民族

勇毅前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
量！
　　青年的命運，從來都同時代緊密相連。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
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一
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為救國救民而苦苦追尋，
一大批先進青年在「覺醒年代」紛紛覺醒。
偉大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
傳播，拉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標
誌著中國青年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急先
鋒。
　　青春力量一經覺醒，先進思想一經傳
播，中華大地便迅速呈現出轟轟烈烈的革命
新氣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
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
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
年，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黨的一大專門
研究了建立和發展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
的問題。1922年5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直接
關懷和領導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宣告成
立。這在中國革命史和青年運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義！
　　堅定不移跟黨走，為黨和人民奮鬥，是
共青團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在黨的堅強
領導下，共青團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走在
青年前列，組織引導一代又一代青年堅定信
念、緊跟黨走，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貢獻力量，譜
寫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激昂的青春樂
章。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青團廣泛傳播
馬克思主義，用先進思想啟迪青年覺醒、凝
聚青春力量，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踴躍投
身反帝反封建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
運動，積極參加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在打倒
軍閥、抗日救亡、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偉
大鬥爭中衝鋒陷陣，展現出不怕犧牲、浴血
鬥爭的精神風貌。刀光劍影，槍林彈雨，廣
大團員青年對黨忠貞不渝，經受住了生與死
的考驗，為中國革命勝利貢獻了青春、建立
了重要功勳！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共青團積極
參與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
會變革，組建青年突擊隊、青年墾荒隊、青
年掃盲隊，開展學雷鋒活動，團結帶領廣大
團員青年激發「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
喊出「把青春獻給祖國」的響亮口號，向科
學進軍，向困難進軍，向荒原進軍，展現出
敢於拼搏、辛勤勞動的精神風貌。艱難困
苦，千難萬險，廣大團員青年主動作為、勇

挑重擔，哪裏最困難、哪裏就有團的旗幟，
哪裏有需要、哪裏就有團員青年的身影，為
祖國建設貢獻了青春、建立了重要功勳！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
期，共青團適應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
移，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廣泛開展爭當新
長征突擊手、「五講四美三熱愛」、希望工
程、青年志願者、青年文明號、保護母親河
等一大批青春氣息濃烈的創造性活動，團結
帶領廣大團員青年發出「團結起來、振興中
華」的時代強音，在現代化建設各條戰線上
勇立潮頭，展現出敢闖敢幹、引領風尚的精
神風貌。革故鼎新，建設四化，廣大團員青
年勇作改革闖將，開風氣之先，為改革開放
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了青春、建立了
重要功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共青團積極
投身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
夢想波瀾壯闊的實踐，堅持守正創新、踔厲
奮發，全面深化自身改革，團結帶領廣大團
員青年在脫貧攻堅戰場摸爬滾打，在科技攻
關崗位奮力攀登，在搶險救災前線衝鋒陷
陣，在疫情防控一線披甲出征，在奧運競技
賽場奮勇爭先，在保衛祖國哨位威武守護，
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時刻衝得出來、頂得上
去，展現出自信自強、剛健有為的精神風
貌。「清澈的愛，只為中國」，成為當代中
國青年發自內心的最強音。偉大夢想，偉大
使命，廣大團員青年自覺擔當重任，深入基
層一線，讓青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中綻放異彩，為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
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貢獻了青春、建
立了重要功勳！
　　時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脈相承。一百年
來，中國共青團始終與黨同心、跟黨奮鬥，
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把忠誠書寫在黨和人
民事業中，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復興的征程
上，把光榮鐫刻在歷史行進的史冊裏。
　　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青團不愧
為中國青年運動的先鋒隊，不愧為黨的忠實
助手和可靠後備軍！
　　共青團員們、青年朋友們、同志們！
　　越是往前走、向上攀，越是要善於從走
過的路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
一百年來，共青團堅定理想、矢志不渝，形
成了寶貴經驗。這是共青團面向未來、再立
新功的重要遵循。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團堅持黨的
領導的立身之本。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
中國共青團。共青團從誕生之日起，就以黨
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以黨的

使命為使命，把堅持黨的領導深深融入血脈
之中，形成了區別於其他青年組織的根本特
質和鮮明優勢。聽黨話、跟黨走始終是共青
團堅守的政治生命，黨有號召、團有行動始
終是一代代共青團員的政治信念。歷史充分
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共青團才能團結
帶領青年前進，推動中國青年運動沿著正確
政治方向前行。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團堅守理想
信念的政治之魂。共青團把青年人組織起
來，是在理想信念感召下堅定信仰的結合、
科學主義的結合。團的一大就明確提出了建
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遠大理想，亮出了社會主
義的鮮明旗幟，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點亮
理想之燈、發出信念之光，這是共青團最根
本、最持久的凝聚力。歷史充分證明，只有
始終高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共青團
才能形成最為牢固的團結、鍛造最有戰鬥力
的組織，始終把青年凝聚在黨的理想信念旗
幟之下。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團投身民族
復興的奮進之力。黨的奮鬥主題就是團的行
動方向。共青團緊扣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中
心任務，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積極投身人
民群眾的壯闊實踐，在民族復興征程上勇當
先鋒、傾情奉獻，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
用，使實現民族復興成為中國青年運動一以
貫之的恢弘主流。歷史充分證明，只有牢牢
扭住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這一主題，
共青團才能團結起一切可以團結的青春力
量，唱響壯麗的青春之歌。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團紮根廣大
青年的活力之源。共青團歷經百年滄桑而青
春煥發，依靠的就是始終紮根廣大青年，始
終把工作重點聚焦在最廣大的工農青年和普
通青年群體，把心緊緊同青年連在一起，把
青年人的心緊緊同黨貼在一起。歷史充分證
明，只有不斷從廣大青年這片沃土中汲取養
分、獲取力量，共青團才能成為廣大青年信
得過、靠得住、離不開的貼心人。
　　共青團員們、青年朋友們、同志們！
　　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
民萬眾一心、齊心協力，勝利實現了第一個
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會，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
　　實現中國夢是一場歷史接力賽，當代青
年要在實現民族復興的賽道上奮勇爭先。時
代總是把歷史責任賦予青年。新時代的中國
青年，生逢其時、重任在肩，施展才幹的舞
臺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