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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蕾

上的记忆

履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张馨月

拿一块刚从炉中取出的热乎

乎的地瓜放在手中， 先不说味道

如何，单是那温中带热，热中带烫

的感觉，就足以驱走三九的严寒。

慢慢地剥开那层被烤地变了颜色

的皮， 焦黄稀软的地瓜瓤就呈现

在了眼前。 阵阵香气伴随着丝丝

缕缕的热气一起挥发到冰冷的天

地间， 刺激着我的味蕾与感觉神

经。 不用左顾右盼是否有人注视

你， 也不用担心在意当街吃东西

会有伤大雅， 只要不把地瓜皮随

手扔在地上， 你只管享受香气弥

漫、软糯香甜的润滑。

很喜欢吃地瓜， 尤其是寒冬

里的烤地瓜，站在街边等车时刻，

手捧一地瓜， 大口朵颐温暖了整

个心房。 奶奶那辈老人却是不怎

么爱吃，一说起地瓜，总少不了一

番抱怨，一番絮叨。慢慢向我讲述

那段艰难又快乐的时光。 地瓜又

称红薯， 地瓜是北方人对它的称

呼，而红薯则是它的学名。叫地瓜

总有一种亲切感， 就像卖烤地瓜

的鲜少有说烤红薯的， 既是农人

的朴实， 又表达了对土地深切的

热爱。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

那时为了解决农村温饱问

题，一到春末夏初之际，就开始大

面积的种植收成好的红薯， 选择

自己家里田间比较贫瘠的一块土

地，一两分也好，三四分也好，用

来种红薯。红薯生长的地方，贫瘠

带点沙土土壤最好， 过于肥沃的

土壤， 生长出来的红薯反而不怎

么甜。在集市上有卖红薯苗的，可

以用来种红薯。 种红薯可是个技

术活，打垄，然后在垄上种植，先

挖开一个15厘米深的小土坑，把

红薯秧插进土里，再浇上一瓢水，

然后用土盖上，用脚踩实些，再盖

上一层浮土。

红薯种完了， 无论天气多么

干旱， 红薯都能顽强的生长，且

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能食用，这也

因此让它成为那代人挥之不去

的记忆。随着玉米青纱帐的渐渐

长高， 红薯也很快爬满了地面，

圆圆的带尖头的红薯叶能把地

面全部覆盖，看不到土地。绿茵

茵的红薯秧能长到三四米，四五

米长，还有红薯的茎叶，都是很

好的绿色蔬菜。 红薯叶过水，和

着蒜泥、香油调一下，就是一道

美味的凉菜；红薯茎，可以摘下

叶子用来炒辣椒，就是那种朝天

红的小辣椒，花椒，香油，红辣

椒，葱花、蒜蓉，大火爆炒断生即

可， 盛到盘子里还是碧绿的最

好， 吃起来微微发苦而清香四

溢，想起来让人流口水。红薯茎

还可以做耳环， 折成一节一节

的，茎的皮可以不断，然后挂到

耳朵上，扮演林黛玉，或者观音

菩萨，是农村女孩非常喜欢玩的

游戏。几个小孩子叽叽喳喳折红

薯耳环， 红薯秧做成花环， 互

相打闹没完没了， 乡间的小路上

眼看都是花花绿绿的小孩子的花

裙子。 一抬眼， 哎呀， 天黑了，

赶紧回家吧。

在大丰收之后， 就用自制的

地瓜机整天整夜地切地瓜， 成堆

的地瓜就变成了“呱嗒-呱嗒”

之声中变成了薄薄小片， 被晾晒

在农家庭院或房顶上， 若遇上天

公作美地瓜片就变成了地瓜干，

小小白白硬硬的， 若遇上阴雨天

气， 却舍不得扔掉， 用这样的美

味儿地瓜干做成饼子或者是中苦

兮兮的， 就算是好的地瓜干磨成

粉做成饼子， 刚开始时会闻到香

味扑鼻很吸引人若是等它凉了就

跟塑料一般又硬又涩， 苦兮兮

的， 味同嚼蜡， 却不得已连吃上

几月。 胃开始泛酸， 阵阵难受，

地瓜面地瓜干虽硬涩难以下咽，

但在那生活艰辛的时期却养活了

奶奶那辈人。 地瓜本是寻常的乡

间之物， 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

环境里演绎了一代人的故事， 滋

养着那辈人的生命及灵魂。 成为

了那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走出校门， 门口刚好有一个

卖烤地瓜的。 在冷飕飕的寒风

中， 头戴棉帽的老汉不时翻动炉

中的地瓜， 一边照应着生意。 不

时冲击着我的味蕾， 快步走过去

买了几块，迫不及待地剥开“唔，

还是那么的香”。

考研步伐进行时

履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杨家慧

为什么选择考研而没有选择

直接就业呢？ 面对这个问题， 已

经大四的徐红同学沉默了许久，

她抬头看看自习室外的天空，

“因为我的理想职业是当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 我的专业虽然是师

范专业， 但是对我的职业选择有

一些限制。”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徐同学考研选择的学校正好也是

当年高考没有考上的第一志愿。

所以考研不仅是为了为了提高专

业技能， 为理想的职业做充分准

备， 也是为了圆当年的未完成的

梦。 所以， 她选择考研。

“青春给予了我们太多。 也

让我们失去了太多。 明年的夏天

我们就要毕业了， 蓦然回首， 曾

经的点点滴滴已成往事， 让我心

中五味杂全。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完全没有做准备。 事实上上大学

之后我是根本没有考研的打算的。

那时候还天真的觉得自己能上本

科学校已经很优秀了， 不需要去

在学业上提升自己。 可是后来到

了大二下学期的时候， 我遇上了

我们的大学语文老师-苏老师， 是

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的老师， 她希

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好， 以后的

就业能有更高的起点， 那时候我

才知道， 考研对我们这种普通大

学的学生来说几乎是必经之路。我

们要想出人头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与理想，几乎必须要考研。而且我

们的专业是历史学，这种专业是非

常适合继续求学，继续研究的。”徐

红同学陷入了自己的回忆中。

据徐红同学说， 确定考研之

后，尤其是大四以后，时间的紧迫

感油然而生，早上即使被窝外面再

冷，闹铃响了也要及时地坐起来穿

衣服，就怕一躺回去就睡着。“大四

课比较少，没课的时候就是泡在图

书馆的自习室，三点一线。跟室友

之间的话题也渐渐开始沉重起来，

不是吃的穿的化妆品，而是变成了

看了多少书，复习到第几遍，考不

上研怎么办了。有时候闲暇时间玩

会儿手机突然就玩不下去了，就在

想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是

考上研安心游玩世界，还是在毫无

头绪地投简历。” 徐红同学说考研

带给她最大的变化，不是学到了多

少知识， 而是由原来的天真幼稚，

变得成熟而现实了。

在接受完采访后，她又搬起了

大一入校时军训所发的板凳在长

廊里与文字做斗争，为自己争一个

光明璀璨的未来。每个人在考研的

路上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困难，都

会有或多或少的感慨，但考研的步

伐不能停止，考研成功的秘诀就在

于勇敢和不放弃。加油吧，考研人！

镜中人

履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张志成

“不要逗我笑。我，很严肃的。

就是连笑起来都很严肃的那种人，

可突然有那么一天因为一个笑就

败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是故作严

肃吧。 可我也会因为一个笑好几

天愁眉不展， 那是不是说， 我，

不同于我呢？”

“当我笑不出来， 却因为人

情关系不得不摆个笑脸的时候，

脸上的皱纹不知道该归功于谁。

好久没有真正笑一次了， 甚至在

对着镜子里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的时候， 我都要半捂着嘴表现得

好像很开心。 所以我是个假装友

好来讨好别人甚至已经将之成为

习惯的人。”

“我故作严肃， 又以

假装友好来讨好别人， 这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于是

我把自己归为虚伪的人，

可能我是一个觉得自己很

不好惹， 却又对谁都温和

的人， 或是一个觉得自己

懂得为人处世， 却又总是

格格不入的人。 总之那个

人是很虚伪的人吧？ 我也

曾尝试去弄懂我是个什么

样的人， 可我发现我是个什么样

的人， 取决于那天是昨天、 今天

还是明天。”

“我是个盯着冗长的文字就

容易走神的人， 我是个买了所有

教辅书却又每本都只看了首页的

人， 我是倒霉了一天却还在睡觉

之前祈祷‘明天会有很多幸福降

临’ 的人。 我是擦不干净的黑板，

我是不明觉厉的穿搭， 我是你瞧

不起的土味情话。”

“我是一面喊着‘我要奋斗’

一面又得过且过的人， 我是哀叹

这世界不公却又享受着某些不公

的人， 我是以为梦见一个人就会

爱上一个人的人。 我是皲裂的嘴

唇， 我是教科书的插图， 我是解

不开的情花剧毒。”

“或者， 我是个不发泄情绪

就像憋尿不去厕所一样难受的人，

我是个看似理性而又处处矫情的

人， 我是个不停地想写点什么可

到最后都只剩一堆开头的人。”

“我常常去想我是个怎样的

人， 在我找出正确的答案之前，

我也会思考， 你是个怎样的人。

那个人满面春风吗？ 那个人心怀

惆怅吧？ 那个人满面春风又心怀

惆怅。 总之， 是喜欢我吧， 或者，

不是吧。 我常常去想你是个怎样

的人， 所以当有人呼唤你的名字

时， 我总会抬头眺望， 你是在慌

乱之中扫起鬓发， 还是镇定自若

低头应和，我也许会在一片唏嘘声

中附上微不足道的一句‘原来你

……’我也许会站起身，头也不回

地尴尬离去，我也许心里怀着嫉妒

咬牙切齿却又抹不开面子再多说

一句话。”

“于是，依旧———”

“我是看起来一切都无所谓实

际上死要面子的人，我是跟着别人

一起鼓掌赞美某个节目时心里却

想着‘它糟糕透顶’的人，我是个真

诚待人偶尔又耍点小聪明的人。我

是涂鸦在五线谱外的音符，我是钢

琴键上的黑白手，我是没挂诱饵的

鱼钩。”

“我常常去想我是个怎样的

人，我是我恐怖的，我鄙视的、质疑

的，可终究有一天，我还是得成为

我， 所以我决定对自己好一点，好

让那些对我不好的人都嫉妒，我是

怎样一个在流水上冲洗刀刃，同时

又不会被划伤的人。”

……

病房里。

“所以，这就是你被送来这家

医院的原因吗？”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进

来的？”

“我大概也是像你一样的吧。”

办公室里。

“医生，您看看，他总是这样对

着镜子自言自语。他是不是得了人

格分裂症？”

“我看到了，你说的情况值得

考虑。但你要知道，连我有时候也

是像他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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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枣院的

13号楼的南门

小木屋旁边，

有那 么 一 个

人 ， 严 寒 酷

暑 ， 风 里 雨

里， 他总是守

护着那修理小

铺。 瘦削的背

脊， 脸上深陷

的皱纹， 布满

老茧的双手粗

糙得像老松树

皮， 好似裂开

了一 道 道 口

子， 岁月已在

他身上留下诸

多痕迹。 他就

是修理铺的董

大爷。

勤劳， 归

于平淡

晨 光 熹

微， 勤劳的董

大爷开始了他

一天的劳作。

董大爷在每个

清晨穿梭于楼

间收集废品， 风雨无阻， 他将收集来的

快递箱子按压、 折叠、 装车， 就这样，

一辆车、 一个人走遍枣院的各个角落。

晌午的日头已挂在天空之上， 董大爷结

束上午的征途， 回到他熟悉的修理铺中

等待前来修理衣物的学生。 由于13号楼

前的人流量较少， 一天之中并没有多少

生意， 这时， 董大爷便会拿起香烟， 回

想起原来的年轻岁月。 日落西山， 董大

爷会带着他收集的“战利品” 返回家中，

与妻子吃上一顿简单的晚饭， 日子过得

清淡而平凡。

岁月的沉淀使得董大爷练就一身过

硬的本领。 董大爷年轻时曾在建筑队工

作， 各种农活也不在话下。 当记者询问

到是什么促成了董大爷的一身本领时，

他回答道：“我学会的手艺活跟你们学生在

读书中学到的知识是一样的， 在生活中

不停的钻研， 不断的练习， 尽我所能把

学生的衣物都缝补好。”

当记者问道为什么已年过古稀还一

直在外劳作， 董大爷表示： 现在我的手

脚还很灵活， 那我就可以继续劳作。 对

于董大爷来说， 他勤劳一辈子， 突然闲

下来就会无所适从。 董大爷平凡地活着，

虽不能像前人那样留名千古， 但他仍可

以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

朴实， 止于至善

历经苍凉却不失朴实， 才是最智慧

的练达。 他本在人潮涌动的地方开着修

理铺， 生意还不错， 来找他修理东西的

人络绎不绝， 后来因保卫科的位置调动，

他来到了13号楼前， 由于地理位置比较

偏僻， 董大爷的生意较冷淡， 很多时候

他一天都没有生意， 他道出了埋藏在心

底的心酸：“前天没挣到一点钱， 今天只挣

了两块钱，这儿太偏僻， 人少。” 尽管生意

不好， 董大爷修理东西也没有多收一分

钱， 他所收的钱是全校修理铺中最低的。

朴实不仅是他的品质， 更是他的原则。

有位同学说：“之前在那里修过行李

箱的拉链， 大爷花了很长时间才修好，

却只收了三块钱， 大爷心地真的很好。 ”

一位曾将鞋子拿给董大爷缝补过的大四

同学说：“大爷的修理技术绝对有保证，我

大一时曾拿鞋子让大爷补过，直到现在，这

双鞋子还完好无损，而且修补费用一直低

廉。 ”董大爷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本心，将同

学们的东西修理。他布满了老茧的双手,扬

起嘴角的微笑, 换来了一句句同学们感谢

的话语。人一生最重要的人格价值， 是那

最朴实的品行。

一位老人在古稀之年， 他本应好好

享受生活， 却饱经风霜奔波在外， 但生

活的不易并没有淹没他的勤劳朴实。 16

年的风霜雨雪， 董大爷不仅见证了枣院

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 同时依靠着这双

长满老茧的双手铸就了属于他自己的平

凡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