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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暖阳
■蒋立中

冬天，我迷恋阳光。
四季阳光不一样，春天的阳光柔

嫩，夏天的阳光滚烫，秋天的阳光清
爽，冬天的阳光暖和。在寒冷的季节，
响晴的天气格外令人向往，有一轮太
阳挂在天上，心里就踏实。

常常是这样：搬条藤椅，找个避风
的角落，不思不想，安静地躺着；或者
拿本喜欢的书，随意地翻看一章两
章，然后悄然睡去。这时候，阳光从
空中洒下来，像一床透明的大被子，
轻柔地铺在身上，温暖如梦。也可以
出门走走，沿着小路走，顺着溪流走，
阳光在前面带路，它像个调皮的孩
子，在枝叶间穿梭，在水面上舞蹈，在
旷野中翻腾，阳光的影子无处不在。

就这么一直走着，走到村庄的尽头，
走向阳光的深处。

老舍先生如此描述济南：请闭上
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
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
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
的境界？

这当然是理想的境界。只是我不
在城里生活，我享受的是乡村暖阳。
阳光朗照的村庄，古朴而单纯，简直就
是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远方是山，一
圈一圈，一层一层地铺排开来，恍惚有
一种动感，像水面上微微荡开的美丽
漩涡，显得十分可爱。要是山峰上粘
着一点雪花更好，果真是给蓝天镶上
了一道银边。近处是田野，是河流，是
屋舍，错落有致。微风轻拂，阳光的味
道氤氲其间，有一股暖意弥漫。孩子

们在嬉戏，老人们在闲谈，鸡鸣狗叫声
此起彼伏。在太阳底下，万物都是鲜
活的，充满着灵性，充满着情趣。

太阳是古老的，比村庄古老多
了。晒着古老的阳光，有时让人产生
些许幻觉，仿佛自己回到了远古，变成
了一个布衣高帽的老叟。唐代王昌龄
在《出塞》中感慨“秦时明月”，而我很
怀念魏晋阳光，那就做一回魏晋名士
吧，远离世俗，与三五知己隐居深山老
林，谈玄释佛，与阳光共舞，不也风流
快哉？如果再古一点，不如回到春秋
抑或战国，那是一段阳光普照的黄金
时代，哲学界百家争鸣，理性的光芒犹
如阳光一样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具有
穿透灵魂的巨大力量。可以与老庄论
道，可以与孔孟探儒，可以与韩非说
法，神清气爽，其乐融融。

阳光也是新鲜的，新鲜得如同刚
出窖的酒，常常让人生出一些醉意。
忽然觉得，冬天的乡村宛如一座硕大
的酒缸，太阳是位神秘而高明的酿酒
师，阳光之酒从云端源源不断地倾洒
下来，整个村庄溢满了酒香。不错，真
是酒香，腊月里，家家户户都要酿米酒
的。阳光是酒，时光也是酒，绵长而悠
远，芳醇而厚实，一切都醉了。在乡
间，我乐意做个醉翁，沉醉在明丽的阳
光中，沉醉在山水的怀抱中，沉醉在诗
意的生活中。冬至过了，新年即将到
来，拥着阳光，品着米酒，望着春天，内
心又暖和又明亮。

田园丰美，岁月静好。
坐在阳光里，感觉自己在慢慢融

化，融化成风，融化成水，融化成云，融
化成一束绚丽的光。

■张春波

迎接新年，聆听钟声，那扩散的声
波犹如一圈圈年轮，把无尽的岁月沧桑
包裹在历史与现实之中。

钟声，神圣、雄浑、绵长，震撼人
心。我在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里
读到过这样的钟声，那个小偷索比不是
被警察驯服的，而是被教堂的钟声所感
化。教堂里响起悠扬的钟声，宣告着一
场祈祷与忏悔的开始，它让灵魂在这里
栖息，让浮躁的心归于平静。

记得有位作家曾说过：“钟声不为
过去，也不为将来。人心安静下来，就
能听到美丽的钟声，就会有一次心灵深
处的碰撞。”江南历来为繁华之地，想必
姑苏城外的枫桥也是灯红酒绿，歌舞翩
翩。追逐名利、纵情玩乐者，哪能静夜
观风，梳理心绪，聆听到如此迷人的寒
山寺钟声。只有张继这位多愁的诗人，
在寂静的深秋寒夜，用一颗平静的心去
感受万物，才听出了这一鸣惊人的钟
声。被张继感悟出真谛之后，寒山寺的
钟声便能与心灵相通，于是就有了涤荡
人心的力量。年年岁岁，这钟声不知激
荡起多少乡愁，情愁，国愁……余音袅
袅的钟声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古朴，什么

是现代，更珍贵的是，人们会在这样的
钟声里走向新生，走向美好。

钟声激荡，一只只白鸽在冬日的晴
空里展翅飞翔，声声鸽哨掠过蓝天与厚
重的钟音遥相呼应。于是，你的思绪在
钟声里回荡，跨越过去与未来的疆域；
跨越历史与时空的沟壑；跨越客观与主
观的障碍……世间红尘，人生百态，浮
华的即将沦没；慵懒的必将沉睡；奋斗
的终将腾飞！任你是在胜利中微笑，还
是在失败中哭泣；任你哀叹、忧伤、悲痛
还是激昂、豪放、雄壮，岁月的步伐依然
如故！那钟声，如进军的号角，如催征
的战鼓，越敲越响，穿透灵魂，抚慰心
灵。人们就在钟声里聆听幸福，把日子
过得安宁而坦然，明媚而温暖。

钟声悠悠，年轮圈圈。人们在或清
脆悠扬，或浑厚绵远的钟声里辞旧岁，迎
新年；告严寒，接新春。聆听新年的钟
声，于身是一种沐浴，于心是一种净化。
钟声的低沉，让所有的灵魂平静；钟声的
古韵，让所有的时光变得温馨；钟声的悠
扬，让所有的憧憬变得清晰；钟声的雄
浑，让所有的生命变得豪放……

让钟声涤荡心灵，岁月钟声，年轮
人生。新年的钟声，既回旋着历史的沧
桑，也面对着未来的召唤！

聆听钟声

■徐学平

你听，新年来了！那是 2018 年的
召唤，新旧交替的声音在大地上回荡！

原本寒冷的冬夜，被窗外柔和的灯
光融进了些许暖意，目光所及之处，是一
片安宁与祥和，踏着皎洁的月光，时钟的
刻度正慢慢指向过去一年的最后一秒。
只是眨眼的一个瞬间，时间的规律让人
们轻松地完成了年度的交替，短暂的欢
庆之后，依然是生命的不息与灿烂。

低沉的钟声敲响了新年的序曲，岁

月的霓虹闪动着炫目的光华，地球的公
转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时间的轮回
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将已经成为过
去的过去小心翼翼地珍藏，沐浴在新年
的第一声祝福里，洗掉灰暗色的铅华，
然后将昨天的一切全部归零。

一支支烟花在暗蓝色的夜空中绽
放，大地上一片欢歌笑语。驻足于十
字街头，微微抬头眺望，月光中的光晕
变得越发深远。岁末年初的节点，承
载着人们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
望。而我们，也总是以时间的更迭为

善意的借口，重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放下所有的遗憾与悲伤，然后信心满
满地投入新年的怀抱，迎接着一个崭
新的开始，播洒下一路的汗水与希望。

无论收获或者失去，幸福或者痛
苦，当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灵去经历
感动或者抚平伤痛的时候，就算拥有再
坚强的内心，也会绽放出晶莹的泪花。
当我们双目紧闭，双手合十，用无声的
祈祷祝福他人的同时，就算再矮小的身
躯也会折射出令人敬仰的光芒。

任由目光在璀璨的星河中徜徉、徘

徊，任由心思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穿梭、
跳跃。在耳边响起天籁般的颂歌时，努
力搜寻渐渐消失的过去，却在那些不安
的回忆之中找到了曾经被自己忽略的
灿烂与美好。当一切痛彻心扉的苦难
过后，依然会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之上，
为已然消退的过去做出褪色的回忆，
为含泪挥别的过去俯身谢幕，为那些
始终支撑着我们不让我们倒下的人们
心存感恩，为已经成为过去的过去，为
即将到来的将来写下新年的礼赞。

新年，新年

■吴建

南方的冬季很少有飘雪的日子，然
而在距离新年越来越近的日子里，会有
许多贺卡，从四面八方飞来，纷纷扬扬
的，就像天上悠然飘落的雪片儿，更像
我身边早已飘逝的无数美丽的日子，重
又汇聚在我的周围，温暖着我的心灵。

一个小小的雪人儿，提着拐杖，带
着行囊，度假去了。贺卡上就印着这字
样——“享受假日”。雪人儿的行囊，是
用细细的金线捆扎起来的一红一绿两
只小背包，它们是立体的，就挂在贺卡
上，亦可取下，让人想到寄卡人那小女
孩般精致而体贴的心思。寄卡人是我
过去的学生，她当然比我年轻得多，但

也早过了女孩的年华，只在心思和情怀
上，总有一缕浪漫。去年她寄给我的贺
卡，是一只小小的粉色瓷瓶立在纸上，
里面插一束干草，像一颗不变的年青的
心拥着枯荣轮回的岁月。

“与你共度的光阴/总是美好的回
忆/不管你过得怎样/请给我一点/有关
你的消息。”这张是我上大学时睡上铺
的兄弟寄来的——淡淡情意，切切关爱，
宛如贺卡画面上的一抹冬阳，照耀着我。

“有点想你/有些心事与心情/只
想向你倾诉······”贺卡画面上是两
只胖乎乎的、若即若离的小兔。不用
说，这是一位“特别的朋友”寄来的。
捧着这张贺卡，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她
那圆圆的俏脸。我们曾经花前月下，

我们曾经海誓山盟。然而，无情的现
实却粉碎了我们浪漫的梦幻。我们只
有把深爱埋藏在心底。

“生活犹如一杯咖啡/我们品尝了
它的苦涩/也体味了它的甜蜜。”这是
不苟言笑的老k寄来的。细细咀嚼，是
那样的耐人寻味。

每一张贺卡都荡漾着一张笑脸，让
我的人生之途永不孤寂；每一张贺卡都
开放着一束心花，让我的心间永留芬芳；
每一张贺卡都饱含着人间至纯至洁的真
情，让我收获着世上最珍贵的温馨。

岁末年初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
都能收到天南地北飞来的贺卡，它们
给我带来了温馨的问候和诚挚的祝
福。这些祝福是友情经过又一年的发

酵，散发出的醇香。多数祝福是“心想
事成”，这是一种最实在最美好的祝
福，但我总是付之一笑，世上的事怎可
能一想便成呢？譬如我想自由自在地
生活，可前进的路上总有一些荆棘坎
坷。所以，一位朋友最了解我的心了，
贺卡上不着一字，但贺卡上印刷的一
句名言，已代表了彼此的心境：“最优
秀的人总是通过痛苦才能得到快乐。”

我把这些贺卡视为家珍，小心翼翼
地夹进精美的相册。每每翻阅，都让我
的心海泛起微澜。尽管我的心已被世
事尘埃所掩埋，不会再有昔日夜半三更
为诗为情而癫狂的那份激动，但在这物
欲横流的世界里，一片薄纸，两句祝福，
已让我感到无比的珍贵与满足。

贺卡

■葛瑞源

有一种经典，叫做传承。对于我们
炎黄子孙来说，大年三十这个日子是再
经典不过了，站在中国的这个时空节点，
它的足迹，在时光中永不磨灭。

大街上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街道
两旁的路灯杆上及树枝上挂满了中国
结和红灯笼，许多单位、学校、商场的门
前也飘扬起了五星红旗和各色彩旗，商
店里的商品比平日丰富了许多，每个人
的脸上也盈满了喜气……哦，年就要到
了。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谈论着年，都
在满心欢喜地迎接着年，都在充满憧憬
地期待着年，都在满怀祝愿地祝福着年
……年味已注入人们的生活，已沁入人
们的心脾。

年作为一种传承，一辈接着一辈地
过，一年接着一年地过，狗承鸡，猪承狗，
鼠承猪，牛承鼠，虎承牛，兔承牛，龙承兔，蛇
承龙，马承蛇……一年一年像流水一样将
一个个平凡的岁月传承下去。年传承了祖
先的风俗，年传承了父辈的梦想，年传承了
自己的祝福，年传承了儿孙的企盼。

按照传统民俗，从腊月二十三开始
便开始过年了。腊月二十三叫小年，要
供奉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来保平安。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每天更是数着过：二
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
磨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宰公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
十晚上闹一宿。过了年之后，每天仍然
都有新内容：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烙饼
摊鸡蛋，初四在家吃折箩，破五开张听喜
歌，初六上街把穷扔，初七街头看后生，
初八顺星初九蚕，初十祭石保平安。过

年之前，要搭彩门、写春联、挂窗花、贴年
画等。除夕之夜，要守岁、吃团圆饭、发
压岁钱、燃放鞭炮等。过年的时候，将

“福”字倒着贴，意为福到了；要蒸年糕，
意为年年高；家中要有鱼，意为吉庆有
余；用柏树枝穿柿子，意为百事顺意；即
使损坏了物件，也被称为岁岁平安……
总之，年这个节日，承载了炎黄子孙太多
太多的希冀。

日子是一天接着一天过的，年是一
天连着一天积攒起来的。我们辛辛苦
苦积攒了365天，便成为一个年。试想，
若是日子总是这样没头没尾地往下过，
那也太平淡无趣了吧。幸好，我们有
年。过去的一年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
了，是多么值得祝贺啊！于是，那一声
声“过年好”无处不在，亲人情、朋友情、
同学情、战友情、同志情、邻里情等各种
情谊被宣泄的淋漓尽致。

对于炎黄子孙来说，无论你走到哪
里，过年永远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生活内
容，这是刻烙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
的东西，不是所能丢弃的东西，是想改
变都无法改变的。年作为一种非常隆
重的仪式，只有过完了年，我们才焕然
一新，只有过完了年，我们才生机勃
发。所以，人们总是尽量回家过年，那
条拥堵的春运之路显示了炎黄子孙对
年的热恋，是一个难解的结。即使回不
了家的人，也会在异地传承着祖先流传
下来的年俗，遥寄乡愁。

在岁月的长河里，年作为一种传
承，决不仅仅因为这个日子比平时特殊
和特别，更在于它足以令一个人、一个
家庭、一个民族，经历更多的积淀，心存
更多的梦想，感受更多的美好。

年是一种传承

走进
新年

苗
青

摄

■王玲

早晨起来，听见天空中传来“咕
咕、咕咕”清脆的鸟鸣声，空气中弥漫
着油炸的香味，才发觉春节又临近
了。春节是春的起点，是人们最为重
视的传统佳节。

儿时记得吃过腊八粥后，家家就
忙着筹备年货了。打糍粑、做年糕，熬
麦芽糖浆做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
晒好的腊肠腊鱼腊肉挂满墙，油炸圆
子，平时舍不得吃的、花的，积攒了等
到新年一齐拿出来，家家忙得热火朝
天，年的气氛感染着每个人。特别是
孩子，过年最为快乐，寒假不用起早上

学，平时吃不到、见不到的好吃、好玩
的统统摆在眼前，放开量吃够玩爽。

春节里好玩的事情也多，送灶神，
放炮竹、贴春联，玩龙灯、舞狮子、走旱
船，品种繁多。腊月间大街上就热闹
起来，赶集购年货的，乘腊月农闲上街
舞狮子、玩旱船赚点外快的，锣鼓鞭炮
声引得孩子们一路跟在后面看热闹。

儿时记忆中最感兴趣的是去新华
书店观赏年画。那时，家家流行新年
在家里贴新年画。腊月间，新华书店
挤满了上街采买年画对联的人们。平
常冷冷清清的新华书店变得热闹非
凡，摩肩接踵，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
我挤在人群里观赏着喜欢的年画。特

别是将电影画面做成的年画，这是着
迷电影的我最喜欢的，常常流连在画
前舍不得离开。还有古代仕女画，阅
读课外书知道很多古代美女的故事，
貂蝉拜月，西施浣纱、弄玉吹箫等等，
年画中的古代女子高挽着浓密乌黑的
发髻，脸庞秀丽，衣袂飘舞，美若天仙
及涌动的云彩让年少的我喜欢。再有
就是“红领巾”学雷锋做好事的年画，
记得有幅题为《谁又替我把雪扫》，一
群做好事的孩子们帮老大爷扫完雪藏
在门后的年画深深吸引年少时的我。
因为喜欢年画，做完寒假作业就跑到
新华书店去看年画，乐此不疲。

年三十，我家门上贴的新对联都是

父亲书写的，父亲的毛笔字很漂亮，写
好后还描上黄色的边，喜气洋洋且不失
大方，邻居们都来请父亲帮写春联。大
年初一早晨，大家喜笑颜开，相互串门、
走亲访友、恭贺新禧，快乐年从腊月底
一直闹到正月结束才算完结，大人孩子
这才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街上的
店铺这才开门营业，一切恢复正常。

如今过年已没有了往日的气氛，
人与人间少了份热情，很多人为了图
省事，年夜团圆饭都定在酒店里，还有
的为省去访亲拜友的麻烦，干脆春节
间外出旅游，传统年的习俗渐行渐远，
那些逝去的年的快乐，每当春节便会
在心头涌现，权当作年的快乐回忆吧。

快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