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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屏風
 黃曉平

                  t這樣的夜晚
                  你約我對談
                  以這樣的屏風
                  為背景
                  話題散淡，
                  及至凌亂
 
                  不是風亂，
                  不是
                  屏風的難堪
                  是那
                  梅枝的虛落

                  以及
                  花瓣招引的落影
                  如翩翩寒蝶棲身，
                  一點一點
                  優雅地
                  啄去
                  血液裡的暖
 
                  指待
                  此際落雪。
                  那樣
                  就可扯去
                  屏風留下梅

                  我和你
                  繞著梅
                  在雪地
                  一步一個腳印
                  無須在意深淺
 
                  一屏之隔，
                  風止息雪沒來
                  屏風上的梅花
                  因為溫寵，
                  所以苦難

消逝的故鄉
孫克艷

遠離故土的人，在歲月的風蝕下，會

變得越來越單薄。那些在異鄉漂泊的日子，

如一杯杯乏味的白開水，單調無味，機械重

複。而故鄉的風雲和花草，卻在光陰的沉澱

下，醞釀成了一罈老酒，芳香，醇厚，一飲

即醉。

然而，身處異鄉的人，卻不敢輕易踏上

故土。那些存放在心間的記憶，像老照片一

樣，蒙著一層暈染的痕跡，模糊，泛黃，影

影綽綽的，卻又固執地在記憶中，佔據著根

深蒂固的一席之地。當你踏上故土時，你赫

然發現，眼前的一切，都與你心中厚重得像

大地一樣的記憶，重疊不到一起了。景物也

好，人也好，在你平靜的面容下，洶湧澎湃

地撕扯著你的心，蠶食著你的記憶。它讓你

懷疑曾經的一切，是否真實地存在過。

以往，那些犬牙交錯的鄰間小路，那些

阡陌交通的田間小道，那些低矮甚至破舊卻

溫馨的老屋……全都不在了。呈現在你眼前

的，是一條條廣闊的，筆直的，且陌生的，

亮堂得讓人發暈的大道。記憶中，你和許多

像你一樣面帶笑容的孩子們，穿著母親親手

縫製的千層底布鞋，像只快樂的小鳥，在一

條條侷促彎曲，躍動著塵埃的土路上，蹦蹦

跳跳。如今，堅硬的水泥路，再也踩不出一

個個大小不同、形態各異的腳印了。

拖著行李，走在熟悉又陌生的村莊裡，

你打量著眼前的人，老的，更老了。更老

的，早已見不到了，他們像他們侍弄了一

輩子的莊稼一樣，靜靜地躺在無垠的田野

裡，化作一株普通而平凡的禾苗，成為別人

眼中的風景了。而那些像曾經的你一樣懵懂

的孩子們，則躲在大人們背後，害羞地拉扯

著長輩的衣角，好奇地打量著你，一如你想

從他的眉眼中，找到熟悉的人。對視著孩子

們清澈得像黑珍珠一樣的眼睛，你不禁心中

一酸。不知何時，你竟然成為了古詩中的那

個人：「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

來。」「鄉音無改鬢毛衰」，說的是你嗎？

你潛意識中摸摸自己的臉，粗糲的手掌下，

是佈滿塵霜和滄桑的面容，連眼睛也變得渾

濁了，但是卻溫和了。你的語言，在異鄉各

種語言的裹挾下，早已失去了熟悉的味道，

成為字正腔圓的「官話」。可是在故鄉，你

發覺此時的自己，好像鸚鵡學舌，又似邯鄲

學步，你說的話，你做的事，都變得不倫不

類了。原來不知在何時，你把故鄉弄丟了，

你也把自己弄丟了。

你不禁惶惶然，甚至汗涔涔。你看故鄉

什麼樣，故鄉便看你什麼樣。若說故鄉是一

池平靜的湖水，此時的你，已不再是一滴曾

經屬於它的水珠了。你變成了一塊石頭。或

者，湖面上一隻暫時停歇的蜻蜓。再大的石

頭投入湖中，也只能泛起片刻的漣漪，卻攪

不動一池湖水。再悠閒的一隻蜻蜓，也不會

因為一池美麗的湖水，而放棄飛往未知遠方

的夢想。

于是，你又釋然了。你覺得自己像一隻

候鳥。在不同的時候，你渴望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風景。而故鄉，就是你遷徙時，暫時

停歇的一塊陸地。

在異鄉的時候，你懷念故土的一切，什

麼都覺得親切。一盤幼時吃過的菜，一句親

切的鄉音，都能讓你熱淚盈眶。可是當你回

到了故鄉，你不禁懷疑，身處故土的你，反

倒成了外鄉人。

再次離開家鄉，看著熟悉的風景不停地

倒退，你的心反而踏實了。那些記憶中的印

跡，似乎又變得清晰了，像粉刷匠一樣，一

道一道地刷呀刷呀，不停地加深你對故鄉的

記憶。沒錯，你記憶中的故鄉，永遠是你第

一次離開它時，它曾經的模樣。

而此後的故鄉，已然發生變遷了的故

鄉，它不在你心上，也不在你的懷念裡。在

多少次記憶的廝殺中，你漸漸明白：你所眷

戀的故鄉，是那個已然消逝的故鄉，是永遠

也回不去的往昔。

又是一年槐花香
秋石

「 人 間 四 月 芳 菲 盡 ， 山 寺 槐 花 始 盛

開」，把白樂天的句子改了，一樹樹槐花躍

然眼前，路旁、溝畔、原野、山坡、村莊，

槐花的香，隨風而動，那種淡雅而微甜的感

覺，入心，入肺，甚至有一縷綿長的滋味。

春天臨門一腳，桃紅柳綠的日子似乎

在轉瞬之間，陽光一天天明亮起來，猛一抬

頭，一樹樹槐花開得如火如荼，一嘟嚕，一

嘟嚕，打著串兒，在高高的的枝頭晃悠，又

彷彿千萬隻白蝴蝶，扇動著翅膀，躍躍欲

試；而從遠處瞭望，一樹樹白色的雲團，在

樹稍上浮動，白亮亮的陽光反射著，耀眼而

奪目。自古而今，槐花以色香味入口入詩，

雅也。

「 槐 花 十 裏 雪 山 莊 ， 萬 樹 鑲 銀 沁 脾

香。玉塑冰雕千簇錦，庭前落瓣點輕霜。」

古人的寥寥幾句，冰清玉潔，洋洋灑灑，

寫的是槐花盛開的氣勢；而蘇軾的《槐花

詩》：「槐林五月漾瓊花，鬱鬱芬芳醉萬

家。春水碧波飄落處，浮香一路到天涯。」

把槐花的香氣寫得入木三分，讓人心旌搖

盪。
槐樹，以其歷經蹉跎的年輪、清秀的

造型、撩人的花色，融入中國人的精神譜
系，「門前插柳屋後栽槐，不是招寶就是進
財。」一句民間俗語，道出了中國人的槐柳
情結，而山西洪洞千年大槐樹，始終生長在
中國人的血脈基因中。

槐樹，槐花；國槐、洋槐；紅花、黃
花、白花，林林總總。

此為洋槐，又稱刺槐，槐屬，豆科，
蝶形花冠，原產北美的「移民」，十八世紀
末飄洋過海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枝散葉，由此
一發而不可收。

儘管滿身尖刺，但絲毫不影響人們的
審美需求和舌尖上的慾望。

依稀記得祖父在世的時候，常常捋著
鬍鬚，念叨著一樹槐花，祖父說，大煉鋼
鐵，把山上的樹都砍了，榆錢兒也吃光了，
好在山崖上一棵老槐，無人攀越，僥倖留了
下來，那些青黃不接的日子，祖父總是在天
光微明時分，偷著摘一兜槐花，讓一家人熬
過了饑荒，由此祖父在一次攀巖過程中，摔
壞了一隻腿，留下了終生殘疾，祖父每每莞
爾一笑，一條腿，換一家人的命，值。

這是槐花在我幼小心田中的初印象。

人生崎嶇，從凸凹的時光中走過，生
活歸于清淡，一本書，一杯茶，一壺酒，一
盤美味，此為境界。

天藍地闊，槐花飄香，勾起舌尖上的
味蕾。

平生第一次把槐花引入食譜，其樂融
融。取雪白晶瑩的槐花若干，猶以白中透綠
的「槐米」為最佳，洗淨、瀝幹，伴入雞蛋
中，一鍋熱油青煙嫋嫋，一盤色澤金黃的槐
花炒蛋，清香，淡雅，餘味饒舌；而一碗槐
花蛋湯，爽滑，甘怡，入喉養胃；至於槐花
粥、槐花飯、槐花餃子、槐花餅、槐花茶等
等，簡單，樸實，無需繁瑣的細枝末節，取
之即來，來之即食，一盤時令菜，大為饕
餮。槐花可謂是花中的平民，平凡中見本
色，在這個食物多元的時代，擯棄大魚大肉
的油膩，乾乾淨淨、清清爽爽地飲食，正如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所言：「吾謂飲食之
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進自然
也。」平和、健康、回歸本真地飲食，何不
為之？

遽然想起《神農本草經》中的話，槐
花，「氣味甘平，無毒，主治心腹寒熱邪

氣，利小便，消淤血，久服輕身，益氣力，

延年。」槐花的藥用價值盡在其中。

與殘疾人同享生活的溫暖和芬芳
——寫在第三十二次全國助殘日之際

　　新華社北京5月15日電　5月15日，中

國8500萬殘疾人迎來了屬於他們的重要日

子——第三十二次全國助殘日。本次助殘日

的主題是「促進殘疾人就業，保障殘疾人權

益」。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讓我們聆聽他

們的故事和心聲，和他們一起努力，同享生

活的溫暖和芬芳。

拓渠道、增門路，
讓更多殘疾人享有人生出彩舞臺

　　「2022－2024年共實現全國城鄉新增殘

疾人就業100萬人」！前不久，國務院辦公

廳印發的《促進殘疾人就業三年行動方案

（2022－2024年）》引發廣泛關注。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殘聯相關負責

人表示，各地殘聯組織要在摸清殘疾人就業

底數上見行動，在準確掌握殘疾人就業基本

數據和情況的前提下，實現殘疾人就業服務

精準化精細化。同時，針對部分殘疾人文化

程度低、就業能力弱等問題，有針對性地進

行殘疾人就業能力提升工作。

　　在各級殘聯等部門的推動下，殘疾人就

業渠道愈發寬廣。打開聲卡，點開電腦裏的

錄音軟件，38歲的馬瓊對著麥克風開始錄製

有聲小說。網絡另一端的聽眾可能很難想

到，這樣一位能夠演繹不同角色的音頻主播

其實是一位坐著輪椅的截癱患者。

　　隨著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的發展，許多就

業新形態的出現為殘疾人追逐夢想提供了更

多機遇和可能，也成為推動殘疾人就業工作

的重要發力點。

　　逐夢之路不只在互聯網延伸。為正向激

勵用人單位穩定招用殘疾人就業，北京採取

直接補貼的方式，對用人單位招用殘疾人一

年給予6倍月最低工資的崗位補貼。2021年，

全市享受補貼用人單位有9800家，補貼金額

達4.72億元，惠及殘疾人3.76萬人。

　　在成都市錦江區，當地殘聯設置包括就

業意願評估、崗位能力評估、心理狀態評估

在內的就業能力評估系統，已幫助近30名心

智障礙殘疾人完成職業生涯規劃。

　　據中國殘聯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全

國城鄉持證殘疾人就業人數已達到881.6萬

人。

無障礙，廣扶助，
營造扶殘助殘友好氛圍

　　在北京冬殘奧會的賽場上，中國冬殘奧

運動員不斷突破自我，在金牌榜、獎牌榜居

第1位，取得了中國參加冬殘奧會的歷史最好

成績。

　　當冰雪之夢照進現實，殘疾人運動員不

僅成就了更好的自己，還帶動了全社會對殘

疾人這一群體的廣泛關注。

　　作為北京冬殘奧會舉辦地，北京開展全

市無障礙環境建設2019-2021年專項行動，累

計整治整改點位33.6萬個；張家口為迎接冬

殘奧會改造盲道358.58千米、緣石坡道4422

處。

　　在北京冬殘奧會帶動下，全國無障礙設

施覆蓋率持續提升。全國村（社區）綜合服

務設施中有81%的出入口、56%的服務櫃檯、

38%的廁所進行了無障礙建設和改造。

　　此外，視力殘疾人等閱讀障礙者平等欣

賞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了更為有力的

保障。2022年5月5日，《關於為盲人、視力

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

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對中國生

效，中國是該條約第85個締約方。

　　「馬拉喀什條約對我國生效後，將極大

豐富我國閱讀障礙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

其受教育程度。」國家版權局相關負責人表

示。

　　辦好特殊教育，事關保障殘疾人平等參

與社會的權利，有利於增加殘疾人家庭福

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

門《「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

劃》。行動計劃提出，到2025年，全國適齡

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要達到97%，非義

務教育階段殘疾兒童青少年入學機會明顯增

加。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殘疾人通過求學改

變命運。2021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

中在校生11847人，殘疾人中等職業學校在校

生17934人。全國有14559名殘疾人被普通高

等院校錄取，2302名殘疾人進入高等特殊教

育學院學習。

兜底線、織密網，
為殘疾人托起「穩穩的幸福」

　　「本以為要跑好幾趟，沒想到這麼容易

就辦好了！」

　　來自重慶的靳先生是一位殘疾人，他們

一家已在廣東珠海生活多年，但戶口仍在老

家。根據以往規定，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

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申請，在外地殘疾人

需返回戶籍地提交申請及相關材料。2021年

4月，伴隨著殘疾人兩項補貼資格認定申請

「跨省通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2021年9

月，靳先生的妻子在珠海市鬥門區井岸鎮民

政辦僅用了10多分鐘就為丈夫完成了申請。

次月，靳先生就領到了屬於自己的困難殘疾

人生活補貼。靳先生的故事是全國開展殘疾

人兩項補貼資格認定申請「跨省通辦」的一

個縮影。截至2022年5月11日，各地已接收

「跨省通辦」申請1037例，審核通過538例，

有效緩解了殘疾人異地申領補貼面臨的「多

地跑」「折返跑」等難點問題。

　　近日，民政部、中國殘聯還聯合印發通

知，從5月15日起實行殘疾人兩項補貼「全

程網辦」。今後，殘疾人可全程在線提交申

請、查詢、修改補貼證明材料，實現申領補

貼「一次都不跑」和「不見面審核」。殘疾

人獲得感、幸福感得到進一步提升。

　　以高效便捷的服務便利殘疾人，以精準

到位的保障溫暖殘疾人。

　　截至2022年4月底，殘疾人兩項補貼制度

已分別惠及約1200萬名困難殘疾人、1500多

萬名重度殘疾人。此外，截至2021年底，殘

疾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超過

90%、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超過95%。保障之

「網」愈加密實，為殘疾人托起「穩穩的幸

福」。

用我殘餘的視力，做盲人朋友讀書的「眼睛」：走進視障患者張娜的讀書世界
　　新華社石家莊5月15日電　「夢想的實現

是四季輪迴中一朵春花的綻放，是歲月河流

中一個涌起的浪……」在「生命陽光之為愛

讀書」微信公眾號，一系列雜文、散文被朗

誦者用輕柔的嗓音讀了出來。

　　誦讀者名叫張娜，來自河北滄州東光

縣，由於先天性視力障礙，從小就看不清東

西。

　　「當時我基本通過聲音來學習，聲音對

我無比重要。」張娜說，讓自己感動的是，

好心的同桌經常幫她把文字讀出來，老師講

課的時候還特意放大聲音或放慢語速。

　　為了讓女兒能跟上學校課程，沒上過學

的母親高桂蘭，從零開始，和女兒一起學

習，再一點點講給她聽。終於，張娜的成績

慢慢趕了上來。

　　儘管高中畢業後，張娜沒有繼續讀大

學。但她仍沒有放棄學習，堅持每天讀書，

利用助視器，把臉貼到書本上，就這樣一點

一點汲取書本裏的「營養」。

　　張娜喜歡寫作，剛參加工作那年，她將

自己的人生經歷寫成一篇文章投給廣播電

臺。幾天后，這篇文章被播出。有很多聽眾

給她來信，鼓勵她實現夢想。

　　為了彌補沒有上大學的遺憾，張娜開始

自學大學課程。經過3年的努力，她拿到了大

專文憑；又用3年時間，她獲得本科畢業證和

學士學位。此外，她還學習了計算機操作技

能，現在不僅能快速盲打，辦公、圖像、音

視頻處理等軟件也能操作自如。

　　在張娜的臉上，笑容越來越多。她覺得

應該把讀書的快樂分享給那些和她一樣的

人。

　　2013年，張娜萌生了利用網絡為盲人誦

讀的想法。用自己殘餘的視力讀書，做盲人

朋友們的「眼睛」，讓他們在有聲讀物裏收

穫知識，笑對人生。

　　為此，張娜購置了電腦、錄音設備，

於2014年11月，開通了「生命陽光之為愛讀

書」微信公眾號。

　　最開始的時候，錄音、配樂、上傳全

是張娜自己完成，對於視力僅有0.02的她來

說，由於看的速度跟不上語速，每篇文章她

都要熟讀才開始錄音。

       即使這樣，還是會讀錯，只能反反復

復，一遍遍從頭來。一篇幾分鐘的作品，她

要花費半天時間。

　　雖然過程繁瑣，但張娜樂此不疲，她始

終堅信，困難有限，愛心無限，只要能幫大

家獲得閱讀的快樂，一切都值得。

　　張娜還鼓勵讀者寫作、朗讀，在她的公

眾號上發佈。一些像她一樣的視障人士，慢

慢從聽眾變成參與者。「現在有50多個讀書

志願者，來自北京、上海、河北、四川等

地，我們從素不相識到成為書友，經常彼此

分享讀書心得。」張娜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