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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文竹开花了
雷平 (嘉鱼)

不经意间发现，家中那棵文竹开花了。
起初，以为是外面桂花飘落在其上，仔细一
瞧，果真是文竹花。

这棵文竹在我家已种了12年，从未见它
开过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文竹花，很是惊
喜。

文竹虽然名字里带个竹，但是并非真
的竹子。它的叶片轻柔，常年翠绿，枝干有
节，外形似竹，但与挺拔的竹子相比，它又凸
显出姿态的文雅潇洒，所以称为文竹。

文竹是会开花的。文竹开花很小，不
容易被察觉。文竹花瓣细长，没有香气。
这花很素净也很简单，没有一丝刻意渲染的
痕迹，却又别有情趣，耐人寻味。

文竹花朵象征永恒，代表朋友纯洁的
心永远不变。婚礼用花中，它是婚姻幸福
甜蜜、爱情地久天长的象征。

文竹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光滑柔细，
呈攀援状。叶纤细，水平开展，叶小，长约
3～5毫米。花期多在2～3月或6～7月，也
有一年开多次花的。

文竹开花后还会结出浆果，浆果的果期
一般为冬季或者来年的春季，浆果在最初时
多为绿色，待成熟时果色就会变为紫黑色。
浆果成熟后，要注意及时采收，一般情况下
每个浆果里有1到3颗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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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叫月亮
它生长高贵与纯洁
它充满传奇和遐想

有一方神奇的土地叫咸宁
它拔节梦想和希望
它是嫦娥的故里，人间的天堂

咸宁，嫦娥文化之乡
一轮皎皎明月画中画
一片洁净山河香叠香
咸宁，桂花之乡、楠竹之乡、温泉之乡
一树树桂花如海千层浪
一脉脉温泉泛潮洗红妆
一杆杆翠竹林立成诗行

咸宁的弦月之姿、眉月之形最美
像少女的眼睛，脉脉含情
咸宁的弯月之神、满月之态最靓
似母亲的面庞，宁静安详

月是桂乡明
今夜，桂乡邀“一城十二泉”把月光漂洗
今夜，桂乡请“温泉沸波”将月色涤荡
月是桂乡明

今夜，桂乡捧满城桂花香呼应月的温馨浪漫
今夜，桂乡披遍野桂花黄烘托月的明媚吉祥

桂乡的月，是嫦娥舒展广袖，清风荡漾
桂乡的月，是吴刚捧着桂花酒，醉眼流光
桂乡的月，是九宫山的萤火熠熠闪烁
桂乡的月，是月亮湾的柔波恣意流淌

月下桂乡，千万棵桂树花开成束、飘洒呈祥
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
月下桂乡，千万顷茶园翻滚碧浪
万里茶道源头，鸡公车和商贸声鼎沸和唱
月下桂乡
天岳关、汀泗桥，保家卫国的厚土
威武雄壮,豪情万丈

桂乡处处风景如画
桂乡处处大美文章
最美还是桂乡人：
桂乡人，勤劳朴实如山泉清爽
桂乡人，热情真诚如炉火亮堂
桂乡人，厚德能托无边星月
桂乡人，力量能胜九个太阳

今夜，桂乡的月

是饱蘸长江的惊涛为浓墨
以幕阜的山梁为笔
铺开长江腹地宽阔的宣纸
用吴风楚韵点亮

今夜，桂乡的月
是诗歌掀起巨浪
把屈原的大爱召唤和傲骨吟唱
是冯京连中三元及第登科的喜报
是李邕、黄庭坚朗朗的书声和笔墨声同时回响

今夜，桂乡的月
绵延诗经穿越楚辞汉赋
敲响千年铜鼓
把中秋祭月这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在厚重质朴中传承
孕育出桂乡大地不朽的历史和辉煌

月是桂乡明
就在今夜，就在这月下的桂乡
我们乘苏子的醉舟，借一曲《念奴娇》怀古
我们讲三国赤壁的周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
灭
我们听历史的长风，吹动闯王的马蹄把叹息
抖落

我们讲向阳湖文化的一爿甘露，为苍茫的田
园染上缤纷意象

月是桂乡明
桂乡的月啊
我吟诵你，我诵出一轮盛唐满月的意境
我吟诵你，我诵出一道绚丽文化的光芒

月是桂乡明
桂乡的月啊
我朗读你，朗读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我朗读你，朗读一个民族的情怀和高度
我朗读你，朗读一个青春中国的大美和希望

月是桂乡明 月是桂乡亮
最亮还是桂乡人：
桂乡人，桂乡的魂魄
桂乡人，桂乡的脊梁
在建设中国中部绿心
打造湖北特色产业增长极的征程上
桂乡人正昂扬起指点江山的气概
推动绿色崛起
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
高举鲜红的旗帜
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曾几何时，“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对我来
说只是宣传栏上一句激昂的口号。去年我加
入了崇阳乡镇公务员的队伍，正式工作的第
二天，我被书记安排去蛤蟆石村查验扶贫工
作满意度，由此我第一次切实体会到了这句
口号的分量。

那日，阳光和煦，天朗气清。一路走过许
多独门独户的农家小院，我看到成群的鸭子
声势浩荡地闯过小路，涌上池塘边的小土
坡；火红的柿子树装点在农家小院的一角，熟
透的果实仿佛小灯笼悬挂在枝头。

蛤蟆石村，因村中有众多大小不一的石
头酷似蛤蟆而得名。从县政府往西，途经西
外环公路的一个拐弯处，有一块巨石伫立在
路边，形似金蟾张开大嘴，其下散落的石块似

一群蛤蟆子孙，形态各异。这块大蛤蟆石不
仅是村名的由来，也是村里的地理标志。

小车在蜿蜒的村路穿行，村干部一边开
车，一边介绍即将走访的贫困户的基本情
况。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杨别明家。他和
爱人戴着草帽，正在自家的新房里忙上忙
下。见我们来，便热情地端茶送水。同事问
了他们几个问题，我在一旁听着，暗暗吃惊：
眼前这座新建成的125平米的房子竟然是政
府免费赠予的！

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各种帮扶政策对
他们家进行了家庭产业扶持。本来夫妻俩因
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外出打工，生活走进了
死胡同，却因为政府的帮助而豁然开朗。如
今小俩口不仅住房有了着落，还收获了维持

生计的产业和手艺。
走访中，我看到夫妻俩满脸朴实的笑容，

一如他们家旁那棵挂满黄色果实的枇杷树，
欣欣向荣。

告别杨别明夫妇，我们继续走访。短短
一天时间，我们走访了27户人家。我看到了
留守在家的陈细初老人，领取教育补助的小
孙子乖巧可爱，客厅墙头贴满了他的奖状；我
看到了妻子身患乳腺癌却对生活依旧乐观的
夏冒龙，在政府的帮助下又新购置了一千多
只鸡苗，把家禽养殖做得如火如荼；我看到了
蛤蟆石村全体干部的付出和努力，让这个坐
落在崇阳天城镇西边的小村庄离“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的口号近一点，更近一点。

短短一天的工作体验让我感动万分。我

深深自豪于我所身处的这个国家，这个时
代。“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对我来说不再只是
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饱含热情，由点及面，是
无数基层干部默默奉献的心血，更为无数生
活暂时陷入困境的群众送去了冬日里最及时
的炭火。在中国这片广袤的沃土之上，有不
少像蛤蟆石村这样的乡镇村庄，正享受着“精
准扶贫，不落一人”这一政策带来的温暖。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经过了那块张着大
嘴巴的金蟾巨石，夕阳余晖的映照之下，它显
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采，仿佛是要吐出象
征着幸福富裕的金币。灌溪河水静静流向远
方，几只黑白相间的番鸭从河边的草窠里钻
出来，排着队儿回家。农家小院里传来欢声
笑语，空气中夹杂着油茶的香气。……

暖阳照进蛤蟆石
李哲夫 （崇阳）

苕粉时光
陈亚平 （咸安）

这是我们童年的必修课。挑苕种，插
苕叶，理苕蔓，割(晒)苕滕，打苕粉，漏苕丝
……几乎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以家
庭为作坊的加工厂里，喂猪(以苕)，是母亲
收入的主渠道;养家糊口(用苕)，是乡村家
庭过日子的主旋律。

红薯(红苕)，以绿色植物遍布我家菜
园;从根到茎到叶，营养我们全家;兼具
喂猪喂鸡饲养家禽功能;其衍生产品，或
腌制或储藏，流通于市辗转于世故人情，
是故乡再熟悉不过的风景。红苕在家
乡，根枝叶蔓，皮肉汁粉，作用发挥得淋
漓尽致。

离开乡村久矣。回顾以苕为主粮的
岁月(姐姐们尤其吃得多，米饭主要留给作
为崽种的男孩子)，心头口角都泛起酸涩。
而现在孩子们说:你们天天吃苕，绿色防
癌食品呀!感叹恍如隔世。

红苕，田头地角坑头窖里最丰富的资
产，桌上包里炉边柜中最广泛的营养，曾
经给予我们多少欢乐和辛劳，而今竟然渐
行渐远。偶然在街上烤箱边飘来一缕似
曾相识的醇香，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苕
叶尖、苕丝饭、腌苕滕、薯(苕)片，一丝丝酸
楚掠过。

而苕粉(丝)，窃以为于我而言是苕类
系列产品中的至尊。

洁白、光滑、质感、粉状富含营养;滑
溜、融合、丝质易于消化。每每漏苕粉晒
苕丝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太阳下，光透
过一条条一排排的苕线过来，温暖整个童
年瘦弱的身体、提升高标质朴醇厚的精
灵。有日光的阳刚，兼具月色柔情。

育苕种、扦插割(切)苕叶，煮苕(猪食)，
刨苕丝、挖苕地、滤苕粉、漏苕丝……一成
套手工劳动伴随一批批劳力成长。从三
岁起吧，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孩子都基本投
入这项劳作。

滤苕粉、漏苕丝则是最耗劳力最具技
巧最有附加值的工作。因为打苕粉是引
入机械化的第一步。从地里吭里吭气将
一担担苕挑回家，用井水反复擂洗干净，
用板车拖到集镇打烂，回来用面袋或蛇
皮袋过滤，一遍一遍，直至所有淀粉滤
出。家里大大小小盆坛都盛满，然后一
天天翻晒或凉干，进入坛坛罐罐。成为
做菜重要佐料。犹记漏粉丝的火热:一
家人围在锅边，待母亲用专用漏勺将热
腾腾的粉丝牵出，接力赛般搬上竹竿凉
晒(过烫滑落过冷易断)。个中火候力度
十分难以拿捏(弄不好漏出老鼠团)。此
时母亲犹如拉面高手魔术师，一锅锅苕
粉总调理得无比均匀光洁。每年，收到母
亲制作的苕粉丝，连同她从前给我们纳的
鞋垫，如同手工艺品一样，精致感人。

现如今，所有工序都可工厂化运作，
抛到市场上去了。但在乡村，只有八十多
的老母亲还在坚守这些工序。母亲是如
此眷顾苕粉，数十年如一日，家中从不
缺。去冬的未分完今秋又接上。“明年真
是种不动了。”母亲的叹息中有深深的不
舍。我想是因为红苕里寄托着母亲太多
的辛劳和情感。她以心血赋予红苕鲜活
光亮细腻圆润生命(而我们呢？与泥土中
的鲜活灵通渐行渐远)。上周回家，月光
下，母亲收晒苕粉的背影宛如一幅画，印
入脑海。深刻、生动、质朴，惭人。

月是桂乡明
谢望梅 (市直)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琴报道：近
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营销部）以

“三个做好”为抓手，以学懂弄通做实
为目标，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

一是做好学习的引领，学懂掌
握精神实质。通过党总支中心组学
习、"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等
形式，采取领导带头、个人自学和集
中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党员干

部职工深入学习、准确领会十九大
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和新任务、新
举措，确保学深学透、入心入脑。

二是做好结合的文章，弄通把
握精髓要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三个贯通”要求，结合当前重
点工作，将学习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与当前工作相结合、与加强基层
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相结合，与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结合，不断

开创卷烟营销稳中向好的新作为，
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三是做好党建的统领，做实引
领具体工作。各党支部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坚强有力
的组织保证。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琴报道：近
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四
点发力”层层压实责任、环环紧密相
扣，做实党建文章。

一是突出核心点，提高党建工作
的执行力。坚持把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会议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
务，抓好党建工作，切实强化责任担
当，确保真抓严管、全员参与、主动作
为、全面推进。

二是找准结合点，提升党建工

作的保障力。坚持把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与党建工作、业务工作
相结合，同研究、同部署，积极开展
精准脱贫、党员志愿服务，打造服务
型党组织。

三是把握关键点，增强党建工
作的号召力。以构建党建工作制度
机制为关键，弘扬先进典型，学习优
秀事迹，营造干事创业好环境，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凝聚力、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四是抓好切入点，激发党建工作
的活力。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切入
点，充分借助党建工作平台，积极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创新

“特色动作”，使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断深入人心。

嘉鱼烟草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嘉鱼烟草深入做实党建文章

赤马港办事处组织无偿献血

献血热线献血热线：：82650788265078 1899581103618995811036 1897181501818971815018
献血地址献血地址：：市中心血站市中心血站（（温泉幸福路温泉幸福路11号号）、）、中国信合中国信合（（大商城对面大商城对面））

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奉献爱心！！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

献 血 专 栏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感觉很光
荣。以后只要身体允许，还会参加
无偿献血！”赤马港办事处党委书
记、人大主任周湘波对大家说。

11月14日早上8时，咸宁市中
心血站的流动献血车准时停靠在赤
马港办事处大门口。不一会儿，献
血车前就挤满了前来献血的人。大
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仔细填写

献血登记表、化验、体检、献血。在
献血的过程中，医护人员还向大家
详细介绍了一些血液相关的医学常
识以及献血后需要注意的事项。

此次献血队伍里，既有咸宁市
县乡三级党代表，也有办事处机关
干部、村（社区）干部、处直单位、非
公企业负责人。该处党政主职、党
委班子成员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
行、积极参与。他们中不乏初次献
血者，也有连续多年的“资深”献血
者，大家表示，献血不仅可以促进血
液循环，还能够帮助他人，为社会公
益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是真正
的惠民实事、好事。

在这次献血活动中，该处共有

26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8900毫
升。大家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奉献了
一份爱心，在这初冬的清晨送出了
一份暖暖的真情。

（舒俊杰、陈玲莉、李顶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