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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冬天的最深处，楼前的几树梅
花烂漫起来。先是蜡梅放香，那黄灿
灿的一枝枝半透明的花朵，像最纯
净的黄玉雕琢而成。接着红梅也开
始孕育花苞，一粒粒扣满无叶的枝
头，还有绿萼梅也争先恐后地追赶
上来。这样的日子，我常在梅树下赏
花，最喜欢的是蜡梅，萎而不落，真
真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
北风中”。

爱梅之人，古来不稀。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

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
到今。” 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爱梅成
癖，植梅，咏梅，甚至以梅为妻，写梅
更是无数。最为世人熟谙的“众芳摇
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斜
横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直写

出梅的绰约风姿与高标俊格。
把梅写得最长的当属苏轼。“年年

芳信负红梅”，春遥迢而梅盈盈欲开。
一个性急的春信使者跃然眼前。而三春
盛日，“梅花开尽百花开”，梅落姹紫嫣
红处。长长的一个芳菲时节，全是梅的
主持。

“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香闻
流水处，影落野人家。”读到明代通润
的这一阕早梅，就亲切地感受到到那个
不登高堂，不堕红尘，清静山野处悠然
自放的那一枝，该是何等飘逸出尘却又
亲近随和的梅性。

印象中写梅最深情的是李清照。这
位词唐宋苑中寂寞清幽的一枝，才气横
溢，芳华百代，却身逢乱世。一生坎坷的
她酷爱梅花的，最愿与梅为伴。在她的
诗词中，从“庭院深深深几许”中的“浓

香吹尽有谁知”。到“雪里已知春信至，
香脸半开娇旖旎”。再到“玉瘦香浓，檀
深雪散。恨探梅又晚”。梅花宛若一位冰
清玉洁的姐妹，清姿出尘，遗世独立。

易安最入人心的写梅佳句当是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伴着一曲幽怨梅花落的三折回环。
惊破“梅心”吐蕊放香，给词人孤寂的
闺中增添了盎然的春意。每每读到这
里，都忍不住再三吟哦，眼前似乎一位
素衣玉人，竹笛漫横，笛声中梅瓣如雪、
如霞，片片飘落，随风流转于这个清冷
的季节。

还有那古琴之梅花三弄。
南宋的爱国主义词人洪皓出使金

国时，曾被扣留十余年，面对种种威胁
利诱，他始终不屈不降，保持着高尚的
民族气节。历尽苦寒最后才得以返回

南宋。临行前，他写下了《江梅引·忆红
梅》一词，其中有“断回肠，思故里。漫
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的句子。遥
想那时，洪皓得知自己将返回故里，思
绪万千，情难自已，操起绿绮古琴，借
一曲《梅花三弄》，赞颂梅花的傲霜凌
雪，寄寓自己的坚贞不屈，并以回忆江
南的梅花来寄托自己对南宋的深切怀
念之情。

梅花落，声声吹奏人间别离苦，落
尽怨愁离绪。梅花三弄，箫琴应和，铮铮
之声宣示凌霜傲寒之气节。

这梅的生命，就是从长长的寒冷中
汲取一丝丝温暖，凝结成一簇簇的热
望。在最是百花寥落之时，用短暂的盛
放号令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人们也从
梅的身上看到了顽强高洁的力量，随着
梅花的开落，走入春天。

又有梅香染人间
□王 霞

“都城十日雪，庭户皓已盈”。寒
冬时节，避雪蜗居，拥炉夜读，当是人
生一大快事。

鸡窗寂静开书卷，佐茗捧读若神
仙。静是冬日读书的佳境。进入腊月，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所有生物都失去
了活力，整个世界似乎都凝固起来。无
繁花之香，无清溪之澈，无丝竹之惑，
这次第，最适宜静静地坐于室内，沏一
杯热茶，捧卷展读。室外，雪花纷飞，寒
气逼人；室内，静寂无声，一派祥和。唯
有钟摆击打空气与书的翻动之声，簌
簌入耳。这样的氛围里，思维和精神都

失去了“溜号”的机会，那书读起来就专
注而亲切，津津有味且饶有兴趣。每一段
文字都那么真实而清晰，每一篇文章都
那么亲切而高雅；放身书卷，泛游古今，
仿佛生命都被书卷过滤了，唯有真诚与
美好留在了心间。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闲是冬日读书的另
一佳境。冬日，天地大闲，心境小闲，无
春种之急，无秋收之累，守着一年的收
成，温着酒，捧着书，沉入一种境界，“寒
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此时
读书，完全不必拘泥于种类，更宜抛开

功利繁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大学中
庸，经史子集，但能养精蓄锐，增知扩
目，即可。亦不必过目成诵，记取一二当
然最好，阅后了无痕迹也无不可。以闲
适的心态去读闲书，收获的不仅仅是知
识，还有一份千金不易的惬意和乐趣，
所谓“读书有味心忘老”、“抛书人对一
帘冬”，书与意境，灿若桃花。

“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
花”。冬日读书，注重的是一个“宜”
———环境随意，状态随意，书随意，人更
随意。厕中默读，可也；凭案坐读，可也；
榻上轻读，可也。“坐则读经史，卧则读

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口吟三曹诗句，
心念李杜文章，于悠然中体味文章之韵
味，于品咂中领会文字之妙处。诚如林
语堂大师所说：“读书没有合宜的地点
与时间，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
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

“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
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
书者。”寒冷的冬季，为读书人营造了
一方绝妙的精神家园，也孵化出了一
个个温暖而甜蜜的梦境。所以，走进
冬日，捧起书本，未及展读，心便已经
暖且醉了。

捧书人对一帘冬
□钱国宏

鸡联，是吉祥的风吹出来的，是机
智的才情创造出来的。这样的文化情
韵，不只是鸡年里才有。鸡联的笑意，
绽放着旧文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已经
把动感的词语浸进情境中去了。

“一顶红冠头上戴，锦衣不用剪
刀裁。”这副联对生动形象地描绘了
雄鸡的华美与霸气。雄鸡又称打鸣
鸡，是乡野村居晨时的报时工具，正
如毛泽东主席所言 “一唱雄鸡天下
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四川古蔺县有个悦来旅店，当
年是同盟会的联络点，该旅店有联
曰：“驷马频来，交通湘桂滇黔客；雄
鸡一唱，惊起东南西北人。”这样的
联语，颇显弄时势、挟风雷的人生抱
负。

李铁夫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
曾撰有一联：“万象更新，蜀山青，江
水碧；雄鸡一唱，天下白，东方红。”
联语讲究遣词造句，选用适当的方
位词、颜色字，对仗工稳，情境迷人。
而“象”、“鸡”之语活用典故，真乃
妙不可言。

鸡联常常借用诸种动物的姿态
把理想和现实诠释成一段段、一截
截有滋有味的生命情调，像小说、戏
曲、书法、绘画一样，写进旺盛的创作
豪情中。

唐代田园诗人戴叙伦，幼时生活
在一个名叫“白店”的小镇上，常听到
家里养的白色公鸡在早晨叫个不停，
触景生情，于是吟出上联———白店白
鸡啼白昼，该联连用三个“白”字，戴
叙伦久思不得下联。半个月后，黄村一
位秀才约他去喝酒，时值黄昏时分几
条黄狗正对着落日狂吠，戴叙伦看后
高兴地一拍桌子，说：“有了，我有下
联了，黄村黄犬吠黄昏。”秀才听罢解
释，连连称赞。

鸡联的出笼，其实就是观察与顿
悟的结晶。相传有一位中医晒草药，其
中有一味剧毒的乌草头。不知何时一
只乌鸦来寻食，啄吃了乌草头，不一会
儿便耷拉着头，好像醉了酒。这时有个
秀才路过，见此情景念口占上联：“乌
啄乌头乌头醉。”一个月后，秀才在鸡
冠山上向一户人家借水喝，看到公鸡
在鸡冠山的苗圃里刨食，遂触动文思，
得到绝妙的下联：“鸡刨鸡冠鸡冠
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
不费工夫”。

明朝文学家祝枝山，一日与朋友
聚会于杭州，一友见屋北角宿一鹿，便
出了上联：“屋北鹿独宿。”大家想了
半晌，谁也对不出下联。时值午时，溪
西边的几只雄鸡突然同时啼鸣，祝枝
山灵感顿发，对出了下联：“溪西鸡齐
啼。”此联不仅“动物”对“动物”，
“景色”对“景色”，“方位”对“方
位”，而且“多字同韵”，恰到好处，堪
称绝联。

鸡联趣话
□付秀宏

在非洲的热带沙漠中，生活着
一种矮草。如果你把它拔起，随便扔
到一个地方，任它在那里待上几个
星期甚至几个月，当你再次看到它
时,它早已成了一把枯黄的野草，死
去一般。可当你把它放入水中时，就
可以看到它的复苏，几个星期后，它
甚至比你第一次见到它时美丽千
倍。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
字———沙漠玫瑰。

也就是从读到这段文字的那天
起，心里就对沙漠玫瑰记得很牢，总
在心里想象它的模样。

生日那天，朋友送我一盆沙漠玫
瑰。惊喜万分之余，我又没有了自信。
因为事实上，我养花从来没养活过，
到头来全死了。朋友说，没事儿，沙漠

玫瑰耐旱，不娇气，很好养的。
我把沙漠玫瑰置于电脑桌上，

倒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翠绿的叶
子，看上去生机勃勃。盛花的花盆
也很讲究，六角形的瓷制品，白底
色上刻着优雅的唐诗，还有兰花的
图案。

一周后，我想该给花浇水了，就
浇了一点水。结果是，叶子慢慢枯萎，
随后全掉落了。光秃秃的枝干令我好
伤心。看着已经枯萎的花，觉得实在
对不起朋友的好意相赠。于是，怀着
伤感的心情，把它移到阳台一角。

没想到，几天后，偶然去阳台小
坐，竟然发现它长出了一片新叶。我惊
奇无比，欣喜若狂，立刻重新把它放到
电脑桌上，天天看着它，茁壮成长。绿

色的叶子一片片萌生，沙漠玫瑰奇迹般
活了过来。原来，沙漠玫瑰特别耐旱。如
果一次性浇水过多，就会泡烂花根。于是
我决定一个月只浇一次水。

沙漠玫瑰，真的不娇气。我喜欢
它，因为它的适应力很强，并且耐得住
寂寞。它像一个品格高洁的人，自由
地，快乐地生活，于人世间，几乎不奢
求什么。它的坚韧，它的独立，自强，让
我敬佩。

前段时间，沙漠玫瑰开花了。鲜红
妍丽，形似喇叭，形态别致，灿然生辉。

久久凝视着它美丽的身姿，一颗
心仿佛清澈的高山雪湖。与它相伴的
日子，也变得芬芳无比，沉静隽永。

人与花，是一种缘。钟情沙漠玫
瑰，我的心，静谧安详。

沙漠玫瑰
□夏爱华

那时候我还年少
不晓得
春天的脚步已经走到枝头
纵然河边的杨柳向我招手
我也无心理会
可我在数着日子
一天天的盼着
盼着过年的时刻
那些盼望的日子
有糖果的香甜
有鸡块的味美
有气球的飘飞
有鞭炮的清脆
还有邻家小妹
甜甜润润的歌曲

满目的红色
满街的喜庆
满面的笑容
满屋的亲戚
崭新的对联
崭新的衣服
崭新的压岁钱
还有崭新的祝福话语

过年，就在这浓浓的气氛里
显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
我沉浸在如汤汁一般的年味里
一双懵懂的眼睛里
充满了渴望和贪恋

一头乌发的年轻母亲

抚摸着我稚嫩的小脸
将我轻轻推到门框前
我仰起头 惊喜地扭头高呼
———阿妈！我又长高了一截

父亲的脸上满是红润
嘴里喷出浓浓的酒气
没有鱼尾纹的眼睛满是欢喜
浅浅硬硬的胡茬扎在我的脸上
我摇晃着挣扎
———阿爸！好疼好疼

走在大街上
每一个我认识的人
都是一副舒朗慈善的笑脸
走进每一户邻家
都慷慨得极尽所能
肚子里填的饱饱的
口袋里装的满满的
我嘴里的话语
也变得好甜好甜

那些天不用做寒假作业
那些天不怕犯错误挨罚
那些天跟着父母拜年
要去许多的亲戚家
那些天
我更可以同小伙伴们疯玩疯耍
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过年的时间长一些，再长一些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
我要快快的长大

年，是故乡的滋味
□杨勤华

领略着步步褪色的年景欢娱，陶醉于
渐渐浓烈的花灯渲染，欣赏着高高挂起的
大红灯笼，心暖这一民俗，感觉在节日不
能缺席这红红火火的喜庆氛围。我对正月
十五“大红灯笼高高挂”情有独钟。

童年有过许多贫穷无奈的记忆，但
每年的元宵节，父亲都要选一根笔直的
细白杨，在院子里竖起一根高高的灯笼
杆子，然后把自己用红纸扎的大红灯笼，
用红色染制的细麻绳系到杆顶，别有一
番景致。那时的老家，只有元宵节的夜景
是有着几分朦胧的通明，一小段红蜡，一
个造型各异的纸灯笼，映照着孩子笑靥
肆意的小脸，在漆黑漆黑的夜色里，总是
那么格外抢眼。每当我家被点亮的那串
大红灯笼系到高高杆顶的时候，小院的
茅草屋、高高的柴草垛、肃静的羊棚、欢
闹的猪圈，便都被笼罩在一片祥瑞氤氲
的红光之中，整个院舍都感觉变得暖融
融的。时至今日，每每回味心头依然不舍

暖意缭绕。
童年穷困的年代，既买不起灯，也无处

去买，各家各户全都是弄张红纸自己糊。尽
管材料匮乏，技术拙劣，糊出的灯笼圆方不
周、拙劣可鉴，但一经高高地挂起来，红光燃
亮夜色，片刻间便满堂温情、熠熠生辉、喜气
洋洋，给困窘的人们增添了不少的好心情。

目睹现在，日子都过好了，无论身居繁
荣的城镇，还是富足的农村，这临近元宵的
时节，满街的红灯笼大放异彩，期间不乏那
带电声动的更让最流行的歌曲，充盈喧闹在
这城乡的春天里。那种直冲脑门儿的喜庆劲
儿，把你平日里积攒的那些喜怒哀乐、酸甜
苦辣、爱恨情仇，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每个
人满身心都沁浸在福祉憧憬的美好里。

“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这
老歌虽然有了rap的新调，全然一直这么响
亮的流唱着。那火红的灯笼里绽放着美好花
朵的芬芳，弥漫着和煦宜人的阳光，蕴藏着纯
净如水的心灵，盎然着勃勃生机的希望。

大红灯笼高高挂
□刘福田

千百年来，我国对过大年（春节）是
最重视的。所以，在我们铜陵农村老家
至今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老人盼插田，
小人（孩子）盼过年。每到农历过大年
之前，在铜陵农村都有“杀年猪”的风
俗。可以说，乡下人家过大年，是一定要
杀猪的。

曾记得，每年开春的时候，我和母亲
一道挑着柴禾到古镇大通街上卖掉后，就
从集市上挑回一头十来重斤的小猪仔回
家饲养，打猪草的任务除了母亲，就落在
我的肩上。每天，母亲用打来的猪草，有时
用捡来的黄菜叶和着米糠作为猪食，一日
三餐地喂养着。

腊月刚过，小猪仔成了一头大肥猪。
母亲说，这头猪不少于有两百来斤，过年
能杀了。于是乎，这头两百来斤的年猪，便
成了我们家过年的重要物品组成，我们兄
弟三人的新衣裳都得靠卖了猪肉后添置，
过年的腊味也得靠杀了这头年猪才得以
晾晒，至于亲朋好友来往的送礼物品，也
还得靠这头年猪的“奉献”。完全可以这
么说，这头年猪，几乎是承载着我母亲一
年极大的期待和完美的理想。

在整个腊月里，最为吃香是杀猪匠。
我们村的杀猪匠是姓方的父子俩，一进腊
月，农户请他父子俩杀年猪都要排着队。
我们生产队这一年杀年猪的不下 20户，
安排了两天时间，由于母亲打招呼比较
早，姓方的父子俩把我家安排在第一天的
第二家。

那年的腊月又特别冷，生产队里的大
人、孩子们都躺在被窝里不愿早起的。可
是我家要杀年猪了，母亲和大哥只得早早
地起床。躺在温暖被窝里的小弟和我也无
法按捺内心的好奇，不顾天寒地冻，也要
起来凑个热闹。只见母亲打开了家门，和
大哥一起把一切杀猪需要的物什准备好，
然后从墙角抱来一大堆柴禾放到厨房，准
备烧一大锅开水备用。此时，灶间的火苗
哔哔啵啵地发出响声，偶尔还能听到呼呼
的火苗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吹旺灶间的

火。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只等着姓方的父
子俩从第一家杀完年猪后来到我家，杀年猪
的程序便进入了倒计时。

母亲在锅里烧好了一大锅的开水
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依然洗涮
着，忙碌着，她要给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
帮忙的乡亲们准备“杀猪饭”呢。这样，
年猪杀好后，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帮忙
的乡亲们便能吃上一顿美味的杀年猪大
餐呢。我和小弟更是不例外。每年的寒冬
时节，我和小弟翘首以盼的除了过年的
新衣裳，还有便是家里杀年猪时能吃的
“杀猪汤”大餐了。

姓方的父子俩力气真大，我家养了三百
多天，有二百多斤重的猪，三下五除二的就被
弄到杀猪凳上，只听得一声凄厉的嘶喊，不过
两三分钟，猪便完全不能动弹了。于是，姓方
的父子俩开始了疱丁解猪的程序，而我的母
亲这边便开始了“杀猪饭”的另一个环节。

在母亲准备的“杀猪饭”中，猪血毫无
疑问成了这次杀年猪大餐的主角。热水煮沸
成型的猪血，很快便形成了豆腐模样的猪血
块，母亲要做的是以猪血块为主要佐料的
“杀猪汤”大餐了。只见母亲把新鲜取下的
猪糜肉切片，以及猪肝切好片用薯粉拌匀放
沸腾的开水中静置，再往锅里加上猪血块、
姜末，待煮沸然后调味，起锅前撒上一大把
葱末点缀，一大锅清香四溢的“杀猪汤”便
做好了。

待猪肉处理得差不多了，“杀猪饭”也
就正式开始了。我迫不及待要母亲用搪瓷碗
盛上满满的一碗米饭，再用一把大汤勺舀上
“杀猪汤”淋上，趁着这股热乎劲，大口大口
吃着“杀猪汤”浸泡着的米饭，顿时五脏六
腑都妥妥贴贴的，舒服之极。

我家堂屋里飘荡着“杀猪汤”的香味，
空气中夹杂着乡亲们开朗愉快的笑声，过
年的大幕就在杀年猪的热闹声中拉开了序
幕。我也感觉到大年真得要来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幕幕似乎还
是那样的熟悉，可一切都无法回头。我怀念杀
年猪，儿时最美的乡愁。

杀年猪，儿时最美的乡愁
□詹敬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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