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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间，胡同，越来越少了。
但还有，大多是特意留下的：为了

镌刻下一段时间的记忆，为了透视曾
经的乡土民情，为了保留一幅沧桑的
风景。

展平村，历史悠久，是几百年的古
村，尚有几条胡同，陈旧在那儿；而每
次回展平，我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胡
同中走一走。

从一端，走向另一端。从时间这
头，走向时间那头。

很慢，很慢，怕惊醒了胡同沉睡的
时光；寻寻，觅觅，寻找隐藏于时间深
处的谜底。

胡同，大多狭窄而弯曲，地面，铺
着的是不规则的青石板。踏进胡同，
你就踏进了一种坚硬的记忆里。经年
下来，青石板已被摩擦得光滑、锃亮，
纵使胡同阴暗，却也遮蔽不住青石板
散着的幽幽的青光。每一块青石，都
像一只时间的眼睛，望向历史的深处。
石板坚硬，发出的声响，便格外的脆；

若然一位姑娘，穿高跟鞋从胡同的另一
端走来，远远的，那“喀喀喀”的脚步声，
便会蜿蜒而来；那么清脆，而又那么婉
转；像一道音符，滑滑地穿行于胡同中，
以一种富有穿透性的乐感，愉悦着行人
的心扉。

胡同两边的住户，都是老住户，一代
人一代人地住着，繁衍着后代，演绎着时
间。

草房居多，不过，如今，也大多改造
成砖瓦房了。可，还是旧，那厚厚的土墙，
并没有改变；墙壁上，那烟熏火燎的印
痕，依旧沧桑在那儿。

原先，财主家的老宅子，最为惊目。
多为青瓦房，门口有高高的青石板台阶。
时间久了，青瓦上生长了青苔，青瓦就变
成了黑瓦———一种透着暗绿色的黑瓦。
我常常因此驻足凝视，浮想联翩：我仿佛
看到了黑瓦上，一层层堆积的时间，和时
间里晃动的影像。瓦缝间，年年都会长出
几株莠草，一年里，摇着风，摇着雨，摇着
阳光，摇着时间，直至暮秋时分，莠草干

枯，依旧在瑟瑟的秋风中摇曳着，摇出一
份落寞和荒寂，摇出一份萧瑟和凄凉。有
时，会看到一只麻雀，扑闪着翅膀，在啄
食莠草上的草籽，小嘴甩过，草籽乱飞，
光线照射下，星光点点，幽微极了。构成
胡同的墙壁，是用厚实的青砖垒成的，风
风雨雨中，表皮变得斑驳、脱碎，散布的
麻点，是时间凿下的印痕。庭院中，多有
老树，枣树或者梧桐。枣枝很低，许多枝
条探出墙头，秋枣成熟的时节，从胡同中
走过，跳一跳，顺手就能摘取几颗甜甜的
枣儿。夏天，梧桐厚大的叶片，能将整段
胡同遮住，穿堂风吹过，胡同，就特别的
凉爽、通透。秋末时节，桐叶凋零，人行走
胡同中，一片桐叶不期然地就落在了头
顶上，顺手取下，拿在手中，端详着桐叶
上那干枯的筋脉，就禁不住长叹一声：
“哎，到底是秋天了……”

人，走进胡同，就走进了宁静之中。
胡同静，人心也静。你会觉得，时间

慢了下来，所以，脚步也就会情不自禁地
慢下来。对于我来说，缓缓地行走，是一

份悠游的心情。行走的，多是熟人，对面
走过，相视一笑，相知于默然。这时，你即
深深感受到，一条胡同带给人的温馨。一
只狗，从胡同中走过，狗与人相遇，狗并
不叫，而是将身体紧紧地贴近墙根，溜
溜而过；当你回头时，却发现：那条狗，
正回头惊讶地望着你呢。蓦然举首，也
许会发现墙头上，一只花猫窝在那儿，
滴溜溜的眼珠，好奇地盯视着你———
好一副莫名其妙的困惑相。有时候，会
遇到一位农人赶着一群羊，从对面走
来，羊哞哞地叫着，挤挤搡搡地向前
冲，这时候，等待的就只能是人了。羊
走过了，人回头看看，无可奈何地摇摇
头。

更多的时候，行走在胡同中，也许遇
不到一个人。只有些微的风，寂寂流淌
着。胡同幽深，感觉真静，静出一份遥远
和恐慌。抬头望望天空，无遮蔽处，窄窄
的胡同，将天空划出一道青碧的印痕。

那青碧的印痕，仿佛，就是一道猜不
透的谜语……

行走胡同中
□路来森

想必大多数女人都喜欢围巾，
女人对于围巾的喜好，是与生俱来
的，就如男人喜欢女人，孩子喜欢
糖果一样。都说春夏是舞动的美
丽，是裙裾飘逸的季节，那么，秋冬
季节，虽说寒风瑟瑟，万物萧条，但
那五颜六色的围巾，却是流光溢彩
的，让冰凉呆滞的世界多了份跃动
和美丽。

秋风刚起，忽如一夜间，那满街
的饰品店、地摊上、商场里，便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许多的围巾，有精心
摆出花式造型的，有随意码成一堆
的，更多的则是就那么随意地挂在
那里，一溜排开。五彩斑斓的围巾在
风的撩拨下，就那么飘逸飞舞起来，
将一方一方的色彩宣泄出去。围巾
恰如那春天绽放的花儿，在女人的
脖颈间竞相飞扬起来。

要细究起来，围巾并不神奇，仅
仅一块布片而已。但是，就这么一
块小布片，却能如魔术般，把女人
装扮得千娇百媚。长的，方的，三角
的，不规则的，各种形状；棉麻的，
丝绸的，雪纺的，涤纶的，质地各
异；厚的，薄的，长的，短的，大的，
小的，尺寸俱全；素雅的，艳丽的，
沉稳的，张扬的，保暖的，装饰的，
颜色功能各有千秋。围巾本身便已
经精彩纷呈，而喜好围巾的女人
们，更是将围巾的美发挥到极致。
想暖和，取那棉麻厚实的，包裹头
部或围脖，温暖又舒适；要漂亮，取
那丝绸的，飘逸又高雅；或者就那
雪纺的，轻轻一搭，一样的飘逸却
价格便宜；或者只是用于装饰，系
于包包上，扣挂在腰间，甚至就那
么垂在肩头，瞬间也给女人平添一
份妩媚和娇柔。

我对于围巾的狂爱，终于被
朋友戏称为 “丝巾控”。每每闲
逛，凡是见到有卖围巾的，商场也
好，地摊也罢，脚下便再也挪不动
步子，必定要上前欣赏一番。看着
那五颜六色的围巾，便会忍不住
伸手去摸，依次握在手中，拂起、
散开，让围巾在手中轻轻滑过；在
脖颈上试试，那种丝滑和温暖便
传遍全身，常常耐不住，爱不释
手，不管需不需要，总得挑上一两
条，纳入柜中。我对围巾的使用其
实并不在行，只是因为喜欢，是一
种没来由的喜欢。也许只是喜欢
围巾的那种飘逸，喜欢围巾的那
一抹别致的点缀。因为喜欢，我对
围巾从不挑剔，无论贵贱，只要能
入我的眼即可。因为喜欢，围巾可
以堂而皇之地占据着衣柜的大块
空间；因为喜欢，出则需要围巾相
伴；因为喜欢，出行的时候，眼睛
总喜欢瞄向系围巾的女子……

围巾的绝妙在于它的风情万
种，锦上添花。一个素面朝天的女
子，也许会显得过于沉闷，过于单
调，仅一条艳丽的围巾衬托，便多了
份曼妙和梦幻，多了份或清新或高
雅的美艳；一个着装过于张扬的女
子，总显得太狂野太虚夸，一席素色
丝巾，典雅、高贵，便使之接了地气，
多了份稳重和内涵。

那七彩的围巾在女人的脖颈间
变换着颜色和式样，烘托着女人的
美丽，也点缀着女人的心情。在围巾
的飘扬中，心绪也会随之轻盈起来。
与围巾相拥相伴，那是女人无法拒
绝的情怀。戴上一条围巾吧，做一个
如围巾一般曼妙、多彩、灿烂的女
子！

围巾情结
□宋红喜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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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寒冬，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酒、朋
友、火炉，能饮一杯无？有雪的冬日，是属于
白居易的。不仅仅是他那首温情隽永的《问
刘十九》，还有他的晚年在洛阳的生活，他
的诗、酒、朋友，他的佛老思想，他拥有歌妓
的旖旎享受。冬日捧读《白氏长庆集》，本也
是闲适生活的一种，有点小资，心向往之。

随意翻到《风雪中作》：“岁暮风动
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
前。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粥熟呼不
起，日高安稳眠。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
牵。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在大
雪纷飞的早上，白居易高卧在暖帐温炉边
的铺着“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的床
上，慵懒自适，我却没来由想起杜甫的“何
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来，便觉得白居易安适在诗圣的忧患
面前，究竟要惭愧起来。

两首五律《对雪》，叠加出杜甫的“绿
酒”、“红炉”、“刘十九”：其一，“北雪犯
长沙，胡云冷万家。随风且间叶，带雨不成
花。金错囊从罄，银壶酒易赊。无人竭浮
蚁，有待至昏鸦。”其二，“战哭多新鬼，愁
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

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
正书空。”第一首是穷，万家皆冷，老杜
也是金银皆罄，赊有酒，却无“刘十九”
来饮，直至黄昏降临、暮鸦归晚；第二首
是痛，绿蚁酒空，红炉映得炭冷灰寒的
炉膛似乎真有绿焰舔着锅底，烽烟未
灭，百姓苦寒，冷雪向晚。

在自己的诗歌中，白居易最喜欢的
是讽喻诗，如《轻肥》“食饱心自若，酒
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如《重赋》：“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他是知道
自己会因此为后世尊重的。但一个人经
历了春夏秋走入冬天之后，会有不同的
选择，大悟从容是一种，避入佛老是一
种，颓唐消沉是一种，而昂扬不弃也是
一种，老杜是最后一种，以是为圣。

保持昂扬不弃的冬日之心，既可呼
号救民于当世，又可以精神温暖后世之
心，但却要放弃当世的幸福。白居易不
是不懂，所以他有两个好友，一个是与
他相似的元稹，一个是迥异于他的刘禹
锡。早年刘禹锡春风得意怀抱梦想，积
极用世，卷入“二王八司马”案，被贬郎

州，十年放还，写一首桃花诗，中有句云：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意为
朝中这些小人，都是在我去后提拔的，因此
触犯众怒，再贬十四年，再度放还，又是春
天，再游玄都观，再写桃花诗：“种桃道士归
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人世沧桑，然时间
于我有何哉？我依然是意气风发的刘郎，依
然是棱角分明的刘郎，依然是嘴角带着不羁
的刘郎，虽然“自古逢秋悲寥”，但“我言秋
日胜春朝”，好一句“前度刘郎今又来”！

有多少人走进冬天，还能如此骄傲地说
“前度刘郎今又来”？有多少人在晚景来临
时，还能如刘郎般“在人称晚达，於树比冬
青”、“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多少
人能够如老杜般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
死骨”的呼喊？又有多少人在民族危亡时，
写着闲适的小品文？还有多少人在和平年代
轻言“宽容”失节和矢志，而对鲁迅看似冷
冽却包含温暖的冬日之心、保持着淡漠？

一个人，一个文人，一个作者，无论是在
“春”、“夏”、“秋”，还是“冬”，都该保有
一颗刘郎的冬日之心，老杜的冬日之心。我
相信，持火把者，温暖着别人，也必温暖了自
己；烛照了别人，也必照亮了自己。

冬日之心
□董改正

非常喜欢漫画家朱德庸的一句话：
“人生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符合众人
期望的，一条是顺应自己内心的。前者或
许能获得许多的掌声，但却没有自己的
掌声；后者或许无人为你喝彩，但你自己
会为你喝彩。”人生需要掌声，生命需要
喝彩。别人的掌声，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
动或对你的欣赏认可；而自己给自己的
喝彩，是一种自信、自励、自强的表现，即
使身陷困境，也会坚守自己的心灵，让黯
淡的变得有光，柔弱的变得坚韧，从而使
人奋发，一步步冲破阴霾，走出困境，活
出自己的精彩。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豁达乐观的人。
他在公司的换届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
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这结果让很多人感
到意外，因为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同样拥
有学历、资历、能力的人有五六个，所以
当初大家一点都不看好他。一次与他闲
聊时，我了解到，这位朋友能脱颖而出，
股东们除了看中他的德才绩能，更看中
了他懂得欣赏自己，相信自己，永葆勤奋
务实的作风，使其形成了强大的正能量。

朋友说，人生无坦途，我们要学会
为自己喝彩！如你认为自己比对手优
越，你就是比他们优越；你认为比对手
低劣，你就是比他们低劣。为自己喝彩
实际上是一个加油站，是一次运筹的
过程，一次心理的调整。因此，你必须
往好处想，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才能
获取胜利。其实在他上高中时，学习很
优秀，本来很有希望考上一所好的大
学，却因临考前疾病缠身，只上了所专
科学校。毕业几年里，为了能找到收入
高的工作，能在城里站稳脚，他不停地
跳槽，一年中换了十几家单位，还做过
营销，跑过保险，摆过地摊，但不管怎
样，他都时常激励自己，在心里对自己
说，只要努力，就没有登不上的山，趟
不过去的河。如果胜利了，他会为自己
喝彩；如果失败了，他也会为自己喝彩，
因为他有敢于挑战的勇气，这种勇气能
让他毫不气馁，兢兢业业，始终如一地
刻苦努力，因为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柳暗
花明。朋友的话使我感触良久，确实，我
们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我。而

要战胜自我，就要学会为自己加油，为自己
鼓劲，为自己喝彩。

还记得一位马拉松比赛的冠军在谈
自己的获奖感言时说：“我把马拉松全程
分为几个阶段，来分散自己的压力，每个
阶段就是一个目标。每达到一个目标，我
就会为自己喝彩，从而激励自己向下一个
目标冲刺，使自己充满信心，坚持走向胜
利。”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也要坚定地相
信自己，为自己鼓劲加油，不要在意路旁
的风吹草动、天空的阴云密布，也不要畏
惧征途的层峦叠嶂，只要走过去前面一定
是个艳阳天。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战胜一次又一次
的绝望，喝彩是进入心灵的阳光，是笑对
人生的超然，是让我们走向成功的第一要
素。也许我们活在世上，没有人关注，没有
人在意，没有人给予热烈的掌声，但我们可
别忘了，还有我们自己可以为自己喝彩！无
论外界如何变化，每天都对自己说一句
“我很棒”，那么你的心情便永远阳光灿
烂，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就会笑看风云，静
待花开，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

别忘了为自己喝彩
□钟 芳

冬天的树林
光和影更加透亮
一棵白杨树
仿佛昨夜刚脱下
最后一片枯叶
晨曦的枝条上
已鼓出一串芽孢

比任何季节都寂静
静静地呼吸
静静地休养
欢乐像风一样
在时光的缝隙里流淌
一只喜鹊在树上筑巢
她喳喳的歌声
挂在每一个枝杈上
传递着彼此的心跳

在冬天的树林
静悄悄行走
春发芽秋落叶和
夏日蝉鸣
依然在眼前明亮
只是新一圈年轮
在我的眼角
擦出一撇辙痕

我不知道一棵树
在想些什么
但知道这片树林
一串串新鲜的叶芽
捧着新鲜的幸福
用同一阕心语
述说大地春梦

冬天的树林
□邵光智

从《诗经》里 药典里
丛丛青蒿里 一头
跃出的
神鹿

铮铮的角
锋芒如飞扬的针
炙痛了多少沉疴与劣根
而世界终究得以感动 那
母性的光辉

岂止三年不鸣
沉默 沉默是观音
数百万生命
不允许一颗慈悲的心
只躲在一壁胸膛里悲鸣

呦呦 呦呦
上古的乐音
东方的神曲
不仅仅这个彩云飘飘的季节
山鸣谷应……

大白天下的真相

雪……雪……
真的能一改江山的颜色？

双眼可以迷茫
哆嗦的嘴就请不要吟唱
谁喜欢冷酷的日子

雪的柔软总包藏
一种可怕的坚硬
一副假象
硬把世界描绘出如此臃肿 贫乏
让人举步维艰
我们天性渴望温暖
即便北风呼来一万匹狼
梅花早已看破
一年这最后的疯狂

埋不住的小草———
眼下还是冻僵的草根
会悄悄告诉 托举的土地
大白天下的真相

羊以为

羊以为
草地就是天堂
她们咩咩欢欢
窃窃私语
只俩字
善良

没想到窥视的狼
也没提防盘旋的鹰
草比羊多
羊也比狼 鹰多啊
注定的命运

一茬一茬的生长

牧羊人
从少年到老年
不知道放牧的是洁白的梦
高举的鞭子
有青草舞蹈的模样

我 哦
愿为羊 愿为
羊四方捉弄的牧羊人
草原上
蓝天下
自由的咀嚼
自由的歌唱

不流蜜不行

皱纹并不是捆绑青春的麻绳
心
竟然还可蜕变为一只蜜蜂
又一个春天降临
一朵又一朵花蕊里
嗡嗡……嗡嗡
至柔至媚的怀里
发嗲 放纵
我才不怕风呢
缠着大树摇着小草
四处搬弄
那些花……花
脸一样香我嘴一样亲我
香香……亲亲……
我怎不原生态的颤抖
幸福得不从头至脚流蜜……不行

老松向不改色

老松向不改色
再大的风雪
任阵阵
冷风冷雨冷箭
漫天雪花的唾沫
见过
三伏天毒太阳
还灌过辣椒水
我会哆嗦
哈下腰举起白旗？
大不了压碎几根枝丫
甚至断头
屏蔽飞翔的翅膀
堵住鸟儿自由的嘴巴
我来到这个世上
除了种子
还有永远向上
母亲大地
一直言传身教
不怕践踏 厚德载物
百年千年不倒
就在于我们善于同化
常青的根源
就是汲取脏污酷烈日月之精华

神鹿呦呦（外四首）

———献给屠呦呦
□吴 笛

冰雪压枝
我点上红红的灯笼
照亮跋涉者的路程
三十里红

阳光下的大雪
刺痛人的眼睛
我用鲜血绽放花蕊
星星点点的花粉
震惊了飞过天空的鸟群

一枝枝的飞渡
在清寒中挺立不动，
仿佛是忘却尘寰———
吹响天宇的琵琶之声

月儿藏入云中
夜风吹过

雪泥没有柔情
我不是啼血的精灵
只是想让雪记住
生命不会在困境中哀鸣

我用手指撕开伤痛
变成很大很大的眼睛
妩媚之中含着深情
寂寞能够读懂淡定

大雪是我心爱的白纸
我咬破手指
画了一串绝妙的风景

望着苍茫大地
炊烟升起
我用贞洁看见
你的微笑格外生动

红 梅
□韩凤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