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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瑜权

冬至，是一年的结尾，也是春节的序
幕。

冬至过后，开始数九，也便进入了一
年最寒冷的时节。天寒地冻，江河结冰，
人们穿上厚厚的棉衣，围着围巾戴着手
套，全副武装裹在温暖里。数九寒天，母
亲总是对我们几个孩子千叮咛万嘱咐要
多穿衣服，马上过年了，不要感冒了。

一过冬至，老家便开始烤火，不管是
晴天还是雪天，母亲就会把家中的火盆拾
掇出来，掸去上面的灰尘，然后放在厅房中
间，烧起一盆火。一家人说说笑笑，围在周
围吃着火盆上炖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整个
冬天，火盆上香气四溢，屋子里满是欢笑
声。围着火盆，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
我们讲了许多她小时候的事和父亲的故
事。每年冬天，有火盆相伴，我们都会度过
一个美好的冬天。有火盆在，任凭窗外朔
风呼啸，心都是暖的，都有家的归宿。

冬天下雪，母亲是喜欢的。母亲一生
勤劳，心灵手巧。我们家住在嘉陵江边，
在河坝房屋的后面开垦了一片土地，种植
了许多葱子、蒜苗、韭菜、白菜、萝卜和豌
豆、胡豆，基本上能保证一家人的蔬菜。

母亲经常说，下雪好，霜打过的蔬菜把虫
子都冻死了，长得好，才好吃。那个贫瘠
的年代，生活艰难，物质匮乏，冬天的主打
食物是萝卜红薯，整个冬天很难吃到肉
食，像蒜薹、韭黄、花菜等好一点的蔬菜也
难吃到，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
不像现在，一到冬至，满城尽是羊肉汤，到
处都是喜羊羊。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特别是腊八节
一过，全家人便开始忙碌起来，备年货，酿
米酒，杀年猪，腌腊肉，灌香肠，炸果子，买
年画，准备压岁钱……

到了年关，从母亲的语气和脸上，总
是能感觉到似乎有些不喜欢过年。大人
怕过年，主要是愁钱，一到过年就得花钱
买肉、置年货，还得给孩子准备新衣服。
但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来说，却喜欢过
年，盼望过年。一到过年，就有肉吃，就有
瓜子吃，还有油炸的果子吃，当然少不了
穿新衣服，少不了压岁钱，少不了放烟花
爆竹和看街边演出。每年进入腊月间，小
孩们就会在墙头年画的日历上算着，什么
时候该过年了。看到母亲在开始炸果子，
煮腊肉，买年货，就知道年快到了。

有一年，腊月廿九，看到别人家许多
孩子已经买了烟花爆竹，我们也按捺不住

找大人要钱买烟花爆竹。过年了，母亲的
脸上出现了笑容，没有了过多顾虑，总是
会给我们拿一些零钱去买火炮，只是对我
们说了几句：别把钱弄丢了。我经常是拿
到钱后，就欣喜若狂地冲出家门，跑到日
杂公司烟花爆竹专卖点。看到不少的人
在购买烟花爆竹，上前询问价格后，并不
便宜，品种也只有“地老鼠”和鞭炮。看到
条件好的家庭给孩子买了许多，我心刺得
很痛，退到一边，只能等他们走后，才怯生
生地买了两盒甩炮和三百响的鞭炮赶快
回家。就这么一点点的爆竹也让我高兴
了一晚上。回到家后，小心翼翼地把鞭炮
拆开，到了大年夜，一个一个地放，不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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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最重要的是吃年夜饭。一家子
围坐在一起，团团圆圆，是母亲最高兴的
时候，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们工作安家
有了孩子以后，年年如此，岁岁相同。

过年
■萧习华

从外地坐长途车回到镇上，
回老家还要步行十五里山路。
多年前，春节期间回老家，记得
我儿子才一岁多，我和妻子轮换
抱着，翻山越岭，大约走了两小
时，就看见家乡的河了，到家只
剩两三里路了，就准备在前边的
曾家石梯子歇息一下。过去这
条路我常走，特別是在镇上读高
中的两年，每周都要走一个来
回，必须回去拿粮食，从家里背
一背篼红苕，爬一个坡才能到半
山腰，长长的石梯路，气喘吁吁
的。因为这里姓曾的人多，就把
这地方叫曾家石梯子了。乡亲
们到镇上赶场，一般都会在这里
歇气。有半人高的不规则的大
石墩，既可以坐，也可以放置东
西。我每次走到这里都要坐在
路边的石头上歇一歇，站在那里
能看得见河水，那时河里还在行
船，能听得见船工号子……

快到曾家石梯子时，妻子不
慎跌了一跤，把抱着的儿子抛出去
一两米远，儿子受到惊吓，哇哇大
哭。妻子的脚扭伤，走路一拐一拐
的。我背着东西又抱着儿子，儿子
不要我抱，在怀里蹿，哭得很起劲，
汗水都挣出来了，歇斯底里的哭声
传得很远。我们在曾家石梯子借
机休息一下，心里赌气，既哄不住
小儿就让他自个哭吧。

这时从不远处的坡下面人家
传来一个老太婆大声吼的声音：
你们年轻人要想法

把娃儿哄到，喝了冷风，你们
两个晚上就别想睡觉了！这话明
显有责怪我们的意思。她家的狗
大概也因为老人不满，直朝我们
狂吠。歇了一会，见儿子哭势减
弱，我们走下坡去，见一老太太在
她房前的地里做事。她见我们，
还在说：你们年轻人不耐烦，娃儿
哭要哄到起嘛，喝了冷风要生
病。她接着又问：你们到哪家去
走亲戚？我认识这位老人，她是
我奶奶辈的，我称呼了她。我说：
回家。她问：你是哪家的娃儿？
我说，您可能不认识我。我说了
我父亲的名字。但我父亲死了二
十余年了，父亲死时三十三岁，当
时我才四岁，不知她了解不？她
说：晓得。她说我父亲是个好人，

当村干部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她
放下手里的活，喝住还在叫唤的
狗。忙说：你们到家坐会儿，歇
歇，喝口水再走。

只走一二十步就到她家。她
忙着端凳子，忙着用袖子拂去凳面
上的尘土，忙着递水杯。接着又哄
我儿子，老人家有经验，逗几下儿
子就不哭了。她家的狗和鸡，在我
们周围游走。儿子见了狗和鸡高
兴。于是我们拉了会家常。她说
我父亲是个好干部，可惜死得太年
轻了。我在幼年时，经常听乡亲们
说我父亲是个好人。由于自己太
小，无法知晓父亲的怎么个好法。
只知道父亲生前是大队会计，在公
社的企业里还兼了一个职务。在
农村里，能给你把狗撵开，抽凳子
给你坐，端茶水给你喝，就是庄户
人家真心诚意待你的表现。但你
要受到这般礼遇，一定得有理由。

一会儿我致谢道别。老人家
还说，以后你们走这里过，就到家
里坐坐，喝口水。

不几年，我们河坝下边修了
机耕路，我们就不再走曾家石梯
子那边的路了。又隔了很多年的
一个春节我回老家，在家外边的
渡口处闲逛时，又碰见了那位老
人。老太太又老了许多。我礼貌
地称呼了她，显然她已不认识我
了。她问我：你是哪家的娃儿？
我说了我母亲的名字。老人一下
子就激动起来了，她说：太感谢你
妈了，我背上生疮，在县医院治了
很长时间都治不好，是你妈在河
坝里给我扯了几回草药，捣烂敷
了就好了。接着我们摆了一阵
话。我见天色已晚，老人家还要
走一两里路才能到家，就道了别。

在家乡里，我认识的人或认
识我的人越来越少。我十七岁离
开故乡，已三十多年了，年老的人
一个个死去，与我年龄大小差不
多的在逐渐变老，长时间脱离故
乡的人，客观上故乡已将你抛弃，
你再也回不去了。即使回去也不
是你所认识的故乡了。

家乡在变，种地的人变少了，
宽阔的河流也变小了。我在岸边
投进河水里的石头，溅起的水声
还是过去的声音吗？我放开嗓门
的吼声，远山回应还是大地的回
声吗？我为故乡写的诗文，故乡
还能与我吟诵唱答吗？

大地回声

■李晓

每当临近年关，诗人二毛就
要从北京回到重庆酉阳县的乡
下。在一部片子里，我看见二毛
穿过风雪漫天的山寨，他是去老
乡家里收集最地道的土腊肉，回
到北京，耿直仗义的二毛，要为嗷
嗷待哺的朋友们，在都市里做上
一顿丰盛的乡村腊肉宴。朋友们
在温暖的炉火房中喝着酒吃着腊
肉宴，这友情浓浓的炊烟，在都市
的一角袅袅升起。

我没有二毛那样的闲情，但
每到入冬，我就看见山里的雪花
那个飘了。飘来的，还有乡下三
嫂子家的鼎罐腊肉，那袅袅香气
熏倒了我。

是这样一幅场景：柴灶里的火
苗呼呼呼向上蹿动，舔舐着一个黑
色大鼎罐，鼎罐里咕嘟咕嘟响着，
香透了乡村里雪花漫漫的夜晚。

鼎罐里，炖着老腊肉，是山里
饲养的土猪肉。那土猪也是散养
着，和牛一起在漫山遍野里走动，
埋头吃草。待土猪宰杀后，我认识
的乡下三嫂子，系着碎花布围腰，
在厨房里麻利闪动，三嫂子有一双
乌溜溜的黑眼睛。三嫂子将宰杀
的鲜土猪肉加盐、白酒、五香八角、
辣椒等调料进行腌制，捂在一个大
木盆里，等浸泡入味后，把肉提出
来挂在屋檐房梁下风干，浸透了雨
雪风霜天光的腊肉，黄亮亮的一
片，望上一眼，唾液就在舌头里打
着转儿。一些农家，柴火灶上还备
有挂架，将腌制好的肉挂在灶口挂
架上，利用灶内袅袅青烟上升去熏
制，有的乡民还往灶中加入柏丫、
橘皮、柚子壳等物，以此熏成带有
特殊香味口感的老腊肉。

这样的老腊肉，让我在城里
常思念。尤其是山里雪天，雪花
如鹅毛纷纷，银装素裹的山野
中，乡下人一般都不出门，就窝在
暖烘烘的屋子烤着炭火，在鼎罐
里炖着腊肉，喝着山里用了十多
种原材泡的药酒，几乎就是我想
像的那种世外桃源的美好生活。
三嫂子的丈夫刘老三，前年没在

外地打工了，就回乡种粮食，三嫂
子一年喂养几头土猪，过着你耕
田来我喂猪的逍遥田园生活。

入冬，山里早早就飘起了雪，
刘老三跑到山梁上给我打来电话，
那边雨夹着雪，风忽忽乱窜，手机
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我
说，我说呀，兄……兄弟，来山里
嘛，你三嫂子给你炖鼎罐腊肉。”一
下就勾起了我旺盛的食欲。我邀
上画家老雷，驱车就往深山里跑。
山里雪大，山路上积雪很深，小车
轮胎要带上防滑链条，像老坦克一
样艰难行驶，但想到那诱人的鼎罐
腊肉，我和老雷感到，这样的跋涉
是有意义的，比我在城中暗夜遐想
一些纸上的浪漫丰满多了。

我和老雷赶到刘老三家时，
老三正把收割后的高粱梗码成
垛，他还在山里种了两亩多红高
粱，我去过那秋天红彤彤的高粱
地，如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我在那
大红中晕眩了，仰头望天，感觉云
朵也变红了。热情的三嫂子拍打
着衣衫，笑眯眯地说，昨晚，柴火
灶里火苗呵呵呵笑，我就知道，有
客人要来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
三嫂子那乌溜溜的黑眼睛，恍然
明白刘老三恋在山里的缘由了。

黄昏，雪还在空中滚动，山色
黯淡，刘老大掩上木栅栏，几个人
就围在炭火暖暖的鼎罐边。腊肉
已炖得烂熟，肉汤里，加了干花
椒、橘子皮，汤浓肉香。先喝一碗
山药腊肉汤，那个鲜啊，老雷咂吧
着舌头，摇晃着头说了一句，哎
哟，妈妈。我知道，老雷是被这山
里美食陶醉。

一顿饕餮后，我和老雷连打
了几个嗝，舒服地躺在藤椅上。
老雷突然说，三嫂子，我给你画一
幅画吧。三嫂子就随意坐着，很
快，体态颤颤面容窈窕的三嫂子，
便栩栩如生在老雷的画中，后来，
老三把这画就挂在堂屋中央。

今年过年，我还要去山里老三
家，吃三嫂子炖的鼎罐腊肉。我听
说，他家的鼎罐，有四十多年了，成为
古董还早。如果是雪天，我要写一首
抒情诗，我可有好多年没写诗了。

穿过风雪吃腊肉

■宫佳

春节来临，到处雾霭沉沉，立
于高层，隔雾望海，隔海望乡，苍茫
一片。

不久，天空中飘起了轻灵的雪
花儿，细屑的身影，于微风中打着旋
着，翩然而落，薄薄地平铺了一小
层，给大地略施洁白的脂粉后，骤然
而停，呵，大自然的恩赐竟然是如此
这般的“适可而止”，不，应该说这是
一份令人格外惊喜的非常之礼，毕
竟，整个冬天只见朔风，不见飞雪漫
天呀！

不远处，几个孩子在欢快地嬉
闹着，他们用小树枝在雪地里画着
各种图案，欢声笑语一直不绝于耳，
涌动于心。

这个时候，没有了世俗的烦扰，
“无案牍之劳形”，是最适合散步的
了，安安静静地。

轻轻地踩在那层薄雪上，唯
恐惊扰了雪的清梦。回望，一串
串不太规则的脚印，凸现着大地
的真容，呵，那晶莹剔透的芳雪，
果真是为了凑趣而来的，稍稍一
点温柔的触摸，立马化冰为水，投
身于大地的眸子里，想必，是远方
新春即将回暖的消息，暖了她们
素来冰冷的心肠，让她们甘愿回
归零点之上，滋润着即将萌动的
万物生灵。

抬眼，路边正欲返青的枝丫上，
薄薄地裹着一身细细的白色羽绒，
没有冰冻入骨的感觉，只有旧面换
新颜的欣喜。

此时，已是接近海边了，阳光冲
破了雾的重重阻挠，绽开了一米笑
脸，暖暖的，雾也就渐渐地淡了，远
了。目光也随之明亮，深邃起来。

海，还是以前所熟知的海，只
是，冰封得太久，沉默得太久，海面
上白茫茫的一片，从海的这一边，望
不到海的那一边。

因了雾的知趣消融，方才看到
海面上的几只小船，兀自停泊在远
方，仿佛一只只待命起飞的小鸟，正
在积攒着力量，完成生命中新一轮
的起航。

极目远望，海上一座海岛映入
眼帘，据友人所说，它的名字叫情人
岛，是否属实，我并没有考究过，大
概所言非虚吧。细细打量，这座海
岛是由两座大小相差无几的小海岛
紧紧地连接而成的，其紧密相连的
程度，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相依相
偎的情侣的。

犹记得，故乡的海上，也有这样
一座海岛，虽然形不同，貌也不太
像，但是，它们都叫“海岛”。

一直虚掩未曾设防的心门，被
一阵阵缓缓的扣门声轻轻地拍打
着，门扉悄然而开，一些远的，近的
影像纷至沓来。一些熟悉的人和
事，情和景，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时
刻，潜入到心海中，活脱脱地再现着
已成为昨天的昨天。

请允许我有些微的心澜起伏，
潮起潮落之后，回归的是一点一簇
的暖香，飘浮于心房的某个角落，熨
帖着须臾间宁静的心灵。

无需言语，尽管相隔千山万
水，万水千山，一份份感知清晰地
浮现在记忆的倒影上，鲜活地再现
了曾经。那一份份温情安静地回
暖，定格在岁月的底片上，成全了
回眸一笑。

于是，距离不再是距离，岁月不
复冷漠，目光变得很柔，很长。转
身，不再探寻此和彼，因为我知道，
与渤海紧密相连的就是黄海，和冬
天紧挨着的就是春天，站在海的这
边，望向海的那边，就是故乡！

一步一步走来，阳光已现明媚，
雪化无声，一滴一滴湿润，潮湿了枝
头，滴答在新春的笑涡里。

踏着冬的背影，展望，阳光倾
城！

新春向暖

■白薇

轻轻拭去落在日历上的浮土，春分就
在一场弥漫天地的沙尘中过去了。《黄帝
内经》里说：“春三月，天地俱生，万物以
荣。”此时的江南一定已是草长莺飞、烟柳
如织了，而位于华北平原的家乡，清晨的
风依然寒冽，路边的行道树缄默如冬，春
天的脚步似乎格外蹒跚。

可是我的心，如破茧的蛹，在欣喜中
萌动。因为春天，这个羞涩又顽皮的女孩
子，裙裾飘拂、足迹轻浅，已经悄悄地发送
给我她到来的信息。

如果阳光特别和煦的日子，你也许会
在人行道的砖缝间发现了一个手掌大的
土圈儿。新鲜的土，均匀的圆，土质细致
干净，带着些微微的潮气。土圈的中间是
一个小小的洞穴。哦，是蚂蚁，它们在做
大扫除，清扫冬季封住家门的沙土呢？小
心地绕过它们，这些住在泥土里的小家
伙，一定是在大地的深处最先截获了春天
到来的密码。打开封闭了一个冬天的洞
穴，新鲜的空气带着太阳的味道进入错综
的巷道，它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类似于春

晚的欢庆仪式呢。想起父亲说过的孩提
游戏，立春那天，孩子们早早地在田间地
埂上掘一个深深的小洞，拿一片羽毛覆在
洞口，当历书上标明的立春时刻到来时，地
气上升，竟把羽毛“呼”地一下子顶起老
高。父亲已经鬓发如雪，但是讲到这件童
年旧事，眼睛里依然充满了对土地的崇拜
和敬爱。是的，我也相信，有一些最神秘的
讯息，土地并没有明示给自尊为万物之灵
的人类，而是悄悄地告诉了他最小的孩子。

惊蛰是虫子们的复活节。书上说“惊
蛰”的意思就是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
泥土中冬眠的昆虫。住在暖气依然热烈
的楼房里，并没有雷声惊破这貌似冬日的
初春，可就在惊蛰那一天，一只蜘蛛拜访
了我。它呆立在客厅地板的中央，半透明
的淡青色的身体没有目的地走几步又停
下来，一副懵懵懂懂刚刚睡醒的模样。目
送它不慌不忙地消失在墙角，我真的想知
道，是谁唤醒了它沉睡的酣梦。然后，从
那一天开始，一些飞的或者爬的小虫子频
频出现，对于那些春生冬灭的昆虫来说，
这一个春天就是它们一生中的灿烂少
年。我相信，惊蛰那天，一定有一个声音

唤醒了它们，温柔又急切地催促它们不要
错过了每一缕洒落的阳光。

家乡的早春没有花朵，甚至没有绿
色。如果选择春天的象征，我不会选择迎
春花，虽然它们在大城市的花园里开得热
情奔放，肆意汪洋，可是却没有惠顾过清
寒袭人的塞北之春。如果可以，我要选择
香椿，那一小簇一小簇低调的棕红色的枝
叶，当它们盎然地出现在街角菜摊上的时
候，再迟钝的人也会恍然惊觉：春天来
了。不，这还不够，你必须把它们带回家
去，当滚热的开水烫下去，奇迹就此出现
——暗淡的棕红变成了绿色，那样青翠的
绿，生机勃勃的绿，那是真正的春天的颜
色啊！还有那瞬间溢出的香椿味道，浓郁
热烈，带着些苦，带着些香，带着些淡淡的
辛辣，随着呼吸进入肺腑深处，让你恍惚
走进了百草返青的森林。香椿真是属于
春天的，它把春天的秘密藏在心里，经不
住你滚烫的热情，又那样真诚地为你完美
呈现。

初春的云也不再低沉厚重，一团一
团，洁白蓬松，在淡蓝色的天空随意舒卷，
像是哪一位仙女铺开晒太阳的新棉絮。

收回去铺在开满桃花的树荫下面，甜睡中
做的就是春梦吧！

还有那些树，默默地立在初春的风
里，没有叶子，也没有花，远远望去还是和
冬天一个样子。可是走近了感觉就会不
同，杨树不再冰冷粗糙，树干泛出了淡淡的
青色，摸上去细腻清凉，就像是有解冻的血
脉在树干下汩汩流淌。瑟瑟颤抖了一个冬
天的柳枝，此刻在春风里款款地轻舞，过不
了多久，它们就会萌发出娇嫩的柳芽，像婴
儿的嘴唇，等待春天的亲吻……

没有浩淼的春雨，没有遍野的春花，
塞北的春天已然来临。虽然宽阔的马路
覆盖了潮润的泥土，虽然恒温的空调模糊
了季节的温度，虽然有一日千里的现代座
驾，虽然有通达八方的神奇网络，但请你
一定要保存好一颗细腻柔软的心灵，不要
让它在沙尘里粗粝，不要让它在寒风里麻
木。请停下你匆匆的脚步，请卑谦地俯
首，请教一只蚂蚁、一丛草茎，请安静地聆
听柳枝的私语、风的低吟，它们就会告诉
你关于春天讯息。然后，请和大地上的万
物一起，怀着欣喜迎接、体味这一点一滴
降临的细小的春天……

细小的春天

转
经
。
苗
青

摄

当老年的青稞们饮下
秋阳酿造的最后一滴金色之酒
便东倒西歪
纷纷醉了
冬雪像撕碎的羊绒
如期归来
一夜间
村庄便进入了
一望无际的白色之海
放晴时
天空更蓝

积雪的山峦像海绵

吸走一切躁动与喧哗

火塘中

光焰开始无声地起舞

庆祝亲人们的相聚

等到焰火累了

扎聂琴用冬夜特有的沉缓旋律

开始弹唱

弹唱时光之外

时光之外的故事与村庄

时
光
之
外
的
村
庄

■
窦
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