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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落霜的早晨，喝上一碗红薯
粥，能温暖整整一天。

冬季，吃红薯已成故乡之俗。秋收
冬藏，藏的必有一份红薯。红薯粥，是
冬日的“家常饭”。红薯粥，用地锅熬最
是正宗，把去皮的红薯，用刀随意削成
小块，辅以花生，白米，红枣等，大火烧
开，倒入拌好的面糊，用勺子轻轻推
搅，添火煮沸，焖上一会儿。揭开锅盖，
白色的水蒸气顺势而上，红薯的香味
立即氤氲开来。满锅的红薯，红枣，花
生沸腾，颜色鲜艳，令人口水不绝。灶
台上早已摆放好碗筷，白净的碗口大
张着，像一张张饥饿的嘴，早我们一
步，把饭吃进嘴里解馋。

母亲把盛好的红薯粥递给我，我
伸出双手，用拇指与食指端着碗底与
碗沿，慢慢转身坐在桌上就着咸菜或
萝卜白菜，喝上半碗，细品红薯留在味
蕾的甜糯。父亲喜欢站在门口或倚在
门旁喝粥，一边等风吹凉，一边向东看
远处白白的霜雪。阳光很亮，落在碗
里，闪着点点金光。阳光把父亲的影子
拖得很长，远远看去，站着不动的背影
像树干长在故乡。

故乡的红薯多是春种秋收。红薯
无根，扦插入土即活。栽种红薯，最好
是在雨后，泥土滋润，红薯秧吸水才能
活得更稳妥。红薯秋天成熟，可随时挖
食。想要储藏久一点的，可以晚些时间
挖，最晚不过落霜。儿时，常跟祖父一
起挖红薯。挖红薯前把满地攀爬得交
错纵横的藤蔓用镰刀割去，只留根部
可见的细茎。挖红薯要用铁叉顺着红
薯的垄埂，找准位置，不能离根部过
近，否则容易把红薯挖破。祖父在前面
用铁叉掘挖红薯，我在后面捡拾。从土
里蹦跳出的红薯带有泥土的清香，拿
在手里温凉沉甸。饭点回家，做红薯
粥，煮红薯，烧红薯，把个小的红薯埋
在锅灶底下的灰烬里，等上一两个小
时可扒出来吃。柴灰烤红薯，饱含了它
最原始的味道，也是童年的味道。

随年龄增长，在家日子缩短。在外
读书，过年回家也仅仅待上几天，吃红
薯的日子并不多。红薯在冬天会冻烂，
口感不如刚从地里挖的好。祖父曾挖
地窖储藏红薯，留给我的红薯待我回
去，多有冻伤或发霉，味有苦感。现今，
祖父已耄耋之年，再也拿不动铁铲掘
地窖。他换用另一种方式储藏红薯。用
自制的工具把红薯刮成片，放在阳光
下暴晒，等红薯干水分殆尽，用手一
掰，“啪”的一声，红薯片变成两块，说
明可装进袋里储藏。祖母用塑料袋包
裹几层，以防虫蛀。待阳光好时，再拿
出来晾晒，可以储藏得更久。

我没有见过祖父刮红薯片，待我
吃上红薯片多是年终岁末。我想，祖父
应是在一个阳光明亮的上午，坐在小
院里，右边放一堆红薯，左边放刮好的
红薯片。祖母把刮好的红薯片用篮子
装起来，拿到外面的空地上摊开晾晒，
晒干后用塑料袋包裹放在高处。我每
次回家，祖母都会在一个清晨或傍晚
用塑料袋包一包红薯片，裹在油裙里
带到我家。从祖母油裙里拿出的红薯
片，还带有祖母的温度，红薯片做起粥
来，分外香甜。

今年冬时，给母亲打电话时问起
家里还有红薯吗？母亲说：“给你留了
一大袋，我听邻居说，用纸箱子装红薯
再盖上厚衣服，红薯不会冻烂，我就照
这样给你放了一箱，等你回来吃，还给
你留有一包红薯片。”我在电话这头颔
首应答，眼鼻泛酸，似乎看到红薯粥升
腾的热气在我的眼中模糊。

故乡的重量，用碗来衡量。一碗粥
的重量，只有故乡能衡量。冬日渐深，
离归家的日子渐近，那碗红薯粥的记
忆开始在我记忆里苏醒，和思念一起，
绵延千里。

最近的成都，因为飘落了一
点雪花，竟然在微信和抖音短视
频里刮起了一阵“雪风”。有位好
友在朋友圈里写道：“下了点碎
雪，朋友圈都乱了，嘴馋的人要
吃火锅，炫富的要穿貂，臭美的
要拍照，矫情的要写诗，单身的
要找人散步，浪漫的要堆雪人，
秀恩爱的要一起白了头……雪
是好雪，只是人不正常了！下雪
的确是成都人冬天的大事。”

下雪成了成都人冬天里的大
事，想想也是不正常了。冬天里的

“大事”其实挺多的。可以聆听年
的脚步；可以感受季节的气息；可
以晒一窗腊肠，把幸福的味道弥
漫开来；还可以去杜甫草堂观腊
梅、品香茗，让淡淡的梅香伴着自
己去迎接春天。不过，反过来想一
想，为什么盼下雪就不正常了呢？
雪不是人间精灵吗？

其实成都人盼下雪的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四川盆地能见着雪的机会是
越来越少了，诗人杜甫那“窗含
西岭千秋雪”的意境，早已成为
留在成都人心中的美好记忆。

故乡与成都算是近邻，都同
处四川盆地西缘，气候条件也比
较接近，所以，如果要说观雪，可
能两地人的心态也比较接近。

小时候，故乡的雪并不像现
在这样稀少，相反，每年冬天，晶
莹的雪花都会如约而至，不过那
个年代物质不算丰富，吃饭穿衣
都成了问题，人们不盼望下雪，也
就再正常不过了。尽管如此，但到
了隆冬时节，当人们把能穿的衣

服都穿上时，离下雪就不远了。每
次下雪前，天气都会变得异常寒
冷，等到洁白的雪花把村庄、田园
都包裹起来时，大人们就围坐在
火塘前烤火，唯有孩童们不怕冷，
用一双冻得像胡萝卜的手，在雪
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一时间，除
了横飞的雪球外，湿润的空气里
还充满了烂漫和快乐。

故乡的夏天很热，不少人都
会生痱子，据说用雪水洗浴，可
以预防生痱子。所以，每当大雪
飘飞时，外婆就会准备好瓦罐，
忙着收集白雪。每到那时候，玩
雪的孩童们会一本正经的帮助
外婆扫雪，然后把雪放在大铁锅
里融化，将其凉冷并装进瓦罐密
封起来。密封瓦罐的泥是故乡特
有的白鳝泥，这种泥密封的瓦罐
会保证罐子里的水不蒸发。事实
证明，外婆的这种预防痱子的土
方法还是比较管用的。那些年，
家里根本就买不起痱子粉，但我
和妹妹们却从未生过痱子，这与
外婆收集的雪水不无关联。

雪水可以防痱子，雪也可能
杀死害虫，瑞雪兆丰年就是这么
得来的。那时候农药还未普及，
农人的收成与天气有着极大关
联。每当瑞雪降临时，外婆总会
说：庄稼会有好收成喽。让人奇
怪的是，每当头年冬天降雪时，
次年都会风调雨顺、粮食丰收。
于是，下雪成了丰收的好兆头。

如果说故乡的雪温柔、缠
绵、浪漫的话，青藏高原的雪则
要粗犷、豪放得多。

海子，其实就是湖泊的意

思，与海子相伴的，大多是冰川
雪山。在青藏高原上，因为天然
湖泊很多，所以有很多山被人们
称为海子山，而我这里所说的海
子山，则是理塘通往巴塘要经过
的一座大山。

说它是大山，其实如果仅靠
目击的话，它并没有想像中的高
大、雄伟，但如果说测量其海拔，
它则达到了近五千米的高度。在
海拔如此之高的地方，冰雪自然
成了人们视线中的常客。

在海子山，一年中要想不见
到雪是很难的。每年九月份，压
草雪就会从山顶向山下的草原
压缩，直到把草原上唯一的一点
绿色都染黄时，大雪就会时常光
顾草原。其实第一次从海子山经
过，我就领略过大雪的疯狂。还
记得汽车从理塘县城驶出不久，
漫天的雪花便接踵而来。大片大
片的雪花从天空倾泻而下，草原
上的帐篷和牦牛很快就成了一
座座“雪山”。车轮上的防滑链发
出的声音清晰可辩，客车前挡风
玻璃上，瘦小的雨刮已经无法转
动。司机把车速降到最低，但客
车仍然不时左右摇摆，让初上高
原的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每行驶
一段距离，司机就会停车清理前
挡风玻璃上的积雪，就这样，在
雪地上奔波了三个多小时后，在
快接近海子山下的那个道班时，
公路上的积雪已经让客车再也
无法前行。

雪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公路
上的积雪已经有半米多厚，路上
根本就见不到来车。“大雪封山

了”，司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顿
时让旅客产生了一阵不小的骚
动。值得庆幸的是，在距客车不
远的地方，刚好有一座道班房。

风就像要把人吹跑一样，雪
击打在人的脸上，一股冰凉的痛
一直沁入心底。在洁白的世界
里，半米多厚的积雪让不到两百
米的距离变得比二十公里还长。
凭着车上唯一的一把铁锹，年轻
人轮番作业，终于铲出了一条雪
路。雪路就像战壕一样，一直延
伸到道班，当一个个形似雪人的
旅客出现在道班房时，道班工人
也纷纷刨开门前的积雪，迎接着
我们这群不速之客。

与内地的雪不同，海子山的
积雪一般要等到次年开春时才
有可能融化，如果再没有人救
援，一大帮旅客聚集在道班上，
吃喝都成了问题。一转眼三天过
去了，就在大伙几近绝望的时
候，从山顶传来了隆隆的马达
声，原来，是当地公路养护部门
派出的推土机在推雪，推土机的
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车龙。

一次偶然的经历，既见识了
高原雪的狂暴，也深深的喜欢上
了这片每年都要沉睡半年的土
地，自然也喜欢上了这里的雪。

雪虽然是白色的，但它的美
已经超过了固有的颜色。于是，
尽管冬日寒冷，还是止不住人们
对雪的盼望。其实不管内地也
好，高原也罢，雪都是好雪，它带
给人们的，除了视觉上的享受，
还有深深的寓意。毕竟，大雪过
后，春天就离我们不远了。

坚定和善良
恭敬地为你戴上
每日都会向周围发出曙光

伴随着悦耳的声响
放射出石榴的红光
时间上有我的肖像

岁月时光
简直象神仙一样
更多的是笑对死亡
在无风无息的常青藤上
敬畏一个巨人的力量

落叶在它的身后飞翔
在这广阔的地面上
农屋的灰色山墙
几处窗子亮着灯光

童年是个雪人
天真的让太阳嫉妒
青年是片冰花
喜欢伏在窗玻璃上看世界
中年是根冰锥
坚强的外表难掩脆弱的内心
是啊，想家的时刻多么美好
大雪刚要出门
思念就纷纷扬扬
落了一地

雪落故乡
好像每一场大雪来临之前
都有前兆
村庄，先是被寒冷包围
然后被北风提醒
最后，暗下来的天空
就为雪花们铺好回家的路了

雪花落下的时候
我还在异乡为生计奔波
好像异乡的雪再多
也没有故乡白
更没有故乡厚重

村庄把大雪安顿好后
雪花只能静静地
数着大地的心跳
也数着我归心似箭的日子

踏雪寻梅
那一刻，世界很安静
白雪不由分说覆盖了一切
每一条道路，或长或短
都要靠自己去努力寻找
每一次寻找，或深或浅
都要经过凛冽的不断考验
而一朵又一朵梅
居然不怕冷
她们占据着很小的枝头
绽放每一张笑脸
她们内心的火焰
足以温暖你所有的足迹

而我终于明白，人到中年
在这寒冷的冬天，我与梅
只有互相鼓舞
才能抵御世俗的嘲讽
我与雪，只有互相印证
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中年读雪
◎季川

岁月时光
◎孙志昌

◎周华

一碗乡愁
◎刘芳

有人说，雪是人间的精灵，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
对于雪，古人已经写出了很多绝美的诗句。只是因为没

有影像记载，无法知道古时候的雪是不是比现在的更美？

扫一扫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康 巴 传 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