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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超市后窗，正对着几株红梅。
大寒刚过，枝头便吐出浅红色的

花骨朵儿来，小小的，不甚娇羞的样
子。没风的时候，她们安静地立在墙
角，一副不争不显的模样。这里是小区
的边角处，除了五号楼的居民一日数
次匆忙来停车取车，便少有人来了。每
到冬季，这几株红梅便悄然开放，又孤
寂地凋零，极少有人来欣赏或拍照，只
有我，一日三餐，餐前饭后，一边洗菜
洗碗，一边瞅瞅她们。

瞅着瞅着，光阴荏苒，这个小超市
就开了三个年头。记得来的头年冬天，
有一天我正低头在临窗的灶台边洗
碗，一抬头，就看见窗外几株红梅正迎
风吐艳。那时候，后面那栋楼入住的人
还不多，没人住的空楼总有几分死气
沉沉的味道，我每天在窗边洗菜做饭，
对着灰沉沉的楼房，实在不愿多看。突
然绽放的这几株红梅，为窗外的风景
着实平添了许多的鲜活生动。记得那

时我颇有些激动，提笔写了一篇小文
《与梅有约》发在《安徽日报》上了。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
是雪，为有暗香来。”三年来，梅花开了
谢，谢了又开。而我，也渐渐消磨了初来
乍到的浮躁，安心做着生意，度着日月。
渐渐的，也与附近的邻居熟络起来。

楼上孙家的卤牛肉是小城一绝。每
到黄昏，孙家老二和老三就推着沉沉的
卤菜摊车，慢慢悠悠地从我家店门口经
过，往前街的十字路口去。摊车在路上时
常会遇到“半路打劫”买牛肉的人，停停
走走，有时推到摊点，卤菜就已经卖掉大
半了。孙家卤牛肉味道正，据说有回族卤
肉的风味，顾客排长队候着买是常见的。
生意好，按说孙家两兄弟完全可以卖完，
早点收摊子回家歇歇，但不，如果摊车卤
菜不够卖，兄弟俩就会一个人留守摊点，
另一个急匆匆回家取白天备好的熟牛
肉，直卖得上午备的存货一斤都不剩。我
晚饭后散步，经常遇到他们推着空空的

卤菜车，急匆匆往回赶。我说二哥三哥，
这么晚还没吃晚饭，饿不？兄弟俩笑笑
说，习惯了。然后彼此又相互看对方一
眼。

兄弟俩一道去一道回，去时沐浴晚
霞，回来背着星光，几乎天天如此，也算
是小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可惜好景不
长，在某个夜晚，孙家老三过于疲劳不慎
跌倒，脑溢血离世。从此以后，就剩孙二
哥孤零零一个人出摊收摊，每每看到这
情形，实在令人叹息。

那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后窗的那株
梅花被雪压断了两根枝丫，有些惨状。可梅
花却依旧开得艳，暗香凌雪，分外妖娆。

楼上还有一家姓常的人家。常爷爷
开电动三轮车，载客装货，四处忙着寻活
儿。儿子帮人家送快递，跑得脚不沾灰。
媳妇孤身在广东打工，常年见不到面。常
奶奶在家带孙子孙女，大孙子读初中，小
孙女上幼儿园，因为累，也因为身体不
好，常奶奶一年到头咳咳呛呛的。隔壁邻

家都晓得，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常爷爷经常跑车到很晚才泥一身灰
一身的回来，到我店里买一筒两块钱的
面条，黑瘦的脸上挤出一丝歉意的笑容，
仿佛觉得自己买的东西太少对不住我似
的解释着：“回来太晚了，下碗面吃，简
单方便些。”有次常家儿子来买香烟，我
说你们这么拼太辛苦了。他说娃们小，要
用钱的地方多，母亲生病吃药又费钱，只
有他年轻身体好，累就累点，只要家里人
过得好他就开心。他边说边搓搓手，憨憨
地笑着，匆匆跨上送快递的车子又走，抢
火一样的速度。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仿佛看到卖
卤牛肉的孙家兄弟，卖水果的李家夫妇，
办纸箱厂的赵家，还有开面包车的王家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把捉襟见肘
的日子慢慢过活得安稳起来，让普通平
凡的日子过出温馨与温暖来。

一回头，后窗那几株红梅开得正艳。

墙角数枝梅
□徐革萍

曾傻傻地以为
我是你想要的那一瓣雪
阴差阳错飘落于
你的肩头
你指尖轻轻一弹
宛若弹去一段尘缘旧梦
那瓣雪缓缓坠落人间
辗作泥土 瞬间融化
一掬冰凉的雪水
那是晶莹剔透的泪呀
流尽今生还续来世
就如同漫天纷飞的雪
下了一年又一年……

无题
那樱花树上残留的雪，
是否还留有爱情的痕迹？

碎碎念念的过往，
或许有你曾熟悉的气息？
静坐窗前，
任簌簌落雪，
纷飞你的世界。
静看花开花落，
细数轮回四季。
落花无言，
只在朝夕。

那一瓣雪（外一首)

□周凤

腊月是一位神奇的魔术师
让属于他的日子脚步匆忙
人们淡忘了熟悉的公历
把忧伤用布蒙住
变出微笑留在脸上
腊月是一张薄薄的车票
催促游子收拾行囊
扎紧一年的收获和思念
掐指头算行程
在时刻表上寻找家的方向
腊月是一阵澎湃的波涛
在华夏儿女心中掀起巨浪

朝也汹涌 暮也汹涌
一年的得失
都在涛声中激情回荡
腊月是一副宽大的春联
写着金光闪闪的梦想
上联是对今年的陶醉
下联是对明年的展望
横批总是国富民强

腊月
□寇俊杰

“三九四九不出手”、“雨雪年年
有，不在三九在四九”。节令正是四
九，我来到昆明，此时江淮大地正普降
暴雪，可谓天寒地冻。而地处南国的昆
明市却是春意融融，中午时分，人们甚
至可以穿着衬衣在阳光下行走。

冬季的昆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处处充盈着绿色。也许是昆明地处北
回归线附近，呈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
阳光雨露格外“关照”，目光所及，天
高云淡，百花盛开，云南省因此获得了
“植物王国”的名号。昆明的市树是玉
兰树，大街小巷玉兰树甚多。除了玉兰
树外，樟树、桂花、枇杷、雪松、塔柏、紫
薇、天竺桂、山茶花、紫叶李等花草树
木姹紫嫣红，竞相开放。横穿市区的盘
龙江等河流，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格
外绿意婆娑。再看看公路两边的山菊
花，迎风摇曳，煞是可爱。

我对昆明另一个印象是：此地是
各类建筑的“大杂烩”。可以说，40年
改革开放，给昆明市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一点，在建筑物上体现尤
甚，只见市区高楼大厦数不胜数。我的
体会是，昆明人具有较强的文保意识，
这里依然保存着一千多年前的常乐寺
塔等古老建筑。抗战时期，因为躲过了
日本人的炮火，昆明至今还保存着官
渡古镇等一批古建筑群，尤其是官渡
古镇，?在不到 1.5 平方公里面积内，
同时拥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五
山、六寺、七阁、八庙等多处人文景观，
其广场中间的金刚塔，面目沧桑，构成

了官渡古镇建筑群的核心。在昆明街
头，风格奇特、古色古香的各色建筑
“闪亮登场”，比如牌坊、圆塔、方塔
等，这些建筑，有的脱胎于古南诏国，
有的可能受东南亚国家佛教文化的影
响，有的则源于云南各少数民族建筑
文化。这一方面说明昆明是一个“有
容乃大”的大都市，另一方面足以佐
证云南各民族建筑文化的大融合。

在我看来，昆明市内与绿色相媲
美的还有丰富的水资源。古人在筑城
前，考虑更多的，一方面是城池是否坚
固，另一方面自然想到水源，有了水
源，既可以灌溉农田，又为人畜饮用提
供便利。翻开昆明市地图，人们会发现
昆明市内拥有翠湖、草海、滇池等众多
的高原湖泊，而这些高原湖泊又有盘
龙江、玉带河、清水河、明通河、采莲
河、绿水河、五甲河、宝象河等河流串
联起来，使整个昆明市无时无刻不处
于流动中，无疑增强了城市的活力和
灵性。

翻开昆明市地图或在昆明市坐、
等公交车，你会发现昆明市有许多奇
奇怪怪的公交站名，什么前卫镇、司家
营、回回营、中营、前卫营、豆腐营、王
旗营、席子营、和甸营、织布营、马洒
营、三合营、下马巷、小王家营，看得久
了，我推测，昆明历史上似乎是个大营
房。再查阅昆明资料，可知昆明市东西
北三面环山，南有中国第六大淡水湖
泊———滇池，形成一个天然的“独立
王国”。历史上，昆明先后被南诏国、

大理国占据，明清以后，大批中原军队与
移民进入云南，带来了中国北方地区的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昆明渐而成为云
南省乃至中国西南地区军事、经济、文化
重镇。

昆明的文化氛围颇浓。走在大街小
巷，办公楼、写字楼、商号等牌匾上的书
法作品让人目不暇接，多数书法作品功
力深厚，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再看看司马
巷、鱼课司巷、珥玑路、子君村、白龙村、
波罗村、渔堆村、富春街、尚义街、霖雨
桥、车家壁、圆通山、一窝羊等地名，这些
地名的背后都有一串串文化故事。我总
觉得，抗战时期，中国的文脉得以延续，
昆明市立下了汗马功劳。卢沟桥事变后，
华北不保，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
大学等数千学子，在闻一多等名教授的
带领下，或徒步（先长沙后昆明）、或从
越南河内、或通过海路、或翻越川藏，风
餐露宿，不远万里，来到昆明，组建“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8 年间，这批莘莘学
子，躲过日机一次又一次轰炸，天当房，
地当床，住窝棚，宿山洞，因陋就简，自强
不息，刚毅坚卓，正如校歌所云：“同学
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
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
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8年
间，西南联大共为国家培养了 174 名
“两院院士”，其著名校友有钱伟长、邓
稼先、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梁思成、
华罗庚、陈省身、彭佩云、王汉斌等，这些
校友恰似一颗颗光芒四射的星辰，永远
闪眼在历史的天空。

浮光掠影看昆明
□王征社

瑞雪压枝，寒梅飘香。一进入腊
月，随着飞舞的雪花和人们备办年货
忙碌的身影，年味便掩抑不住的到来
了。

小时候，由于那个时代物质的匮
乏，更加上家境的贫寒，过年是我们
小孩同时也是大人的一种期盼。记得
刚刚进入腊月，父母就告诫我们：快
要过年了，要听话，不然就不给做新
衣服，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们小孩子
感觉到了新年的临近。到了腊八，家
家户户开始彻底清扫家室卫生，更显
年味的渐进。及至小年的到来，杀猪
捞鱼、炒米做糖，年味便一下子推至
极致，自此的半月内，年味携带着各
种欢悦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喜气
洋洋、其乐融融，极为念念不舍它的
离去。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大大丰富，
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去那些在过
年时才有的诸多活动，现如今已经被
淡化或被省略、替代了不少。各家各
户除门上吉祥的春联和人们那一声
声的祝福还涛声依旧外，一些如“爆
竹声声除旧岁” 及 “会须一饮三百
杯”的春节景象渐渐成为历史，人们
在更注重环保、健康生活的同时，也
徒然感伤年味的逐渐淡去了。

但我仍从年味的蕴藏和寓意中
感到年味的浓郁，迸发吉祥。也只有
细细体会并感知到年味，那新年的味
道和幸福才会真的萦绕在你及家人
的周围。年味究竟包含哪些呢？

年味是祥和。一年一度新春佳
节，祥和无疑是其时生活中的主角。
佳节里，人们感知的是“风里飘著香，
雪里裹著蜜”，享受的是“春联写满
吉祥，酒杯盛满如意”。每每此时，那
些平日里的节俭、幸苦随着年味的到
来被冲淡和释放掉了许多，而往日里
的愁情、不睦或恩怨也被年味轻轻化
解甚至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美

好的祝福和大拜年。一声声祝福，送给
你万事如意，怎能不让年味中的祥和尽
情飞散。

年味是情。这种情是亲情、乡情，甚
至涵盖友情和爱情。为了生活，人们四
处奔波，很多家庭及亲朋好友平日里飞
奔于祖国甚至是世界各地，难得一见。
但到过年了，那“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的强大动力演化出无形的力量和纽带,
让十几亿炎黄子孙毫无理由的跋山涉
水甚至是历尽千难万险地相聚到一起,
尽情享受着那曾经发自内心的欢畅。但
见得“红灯照照出全家福”时,那一幕
幕“亲情乡情甜醉了中华儿女”的幸福
画面,便是年味是情的真实、温馨地写
照了。

年味是文化。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佳节, 据考证, 中国人过春节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四千多年来的源远
流长, 春节的诸多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不仅说明老百姓对新春佳节的重视和
喜乐,更佐证了春节中蕴含的那丰盛且
又千情万种的中华文化。这文化既体现
人们对物质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
团圆、亲情、祥和，以及对祖国母亲美好
的祝福和明天的向往。也正因为有几千
年来炎黄子孙对传统佳节的眷念和传
承，我们中华民族才有无比强大的民族
凝聚力和亲和力。可以说，中国人每过
一次年，就深化一次我们民族的亲和
力、凝聚力，也就是加强民族的生命力。
这是中华文化最深刻的一部分，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至宝。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无论时代怎么更迭变化，也不管世
界风云如何变幻，作为一名中华儿女、
华夏子孙，我们一代代人可以抛去旧
俗，也可能因若干原因淡化了过年的思
想，但相传千载的年味亲情和年味文化
千万不能因此淡化了去，这也是我们之
所以家庭幸福、民族振兴的力量之源。

年 味
□盛叶彬

她下了车，又返回来，包落在
车上了。他正好下车，她急匆匆上
车去拿包，车门太狭窄，就撞上
了。他慌忙道歉，她抬起头，他们
都愣住了。

十六年没见了，他曾无数次设想
过重逢的情景，她亦是。他期待那一
天的到来，又担忧那一天的临近。她
亦是。不想，他们再一次“狭路相逢”
了。

像多年前那样，在这个小镇
上，他们是彼此见到的第一个。这
情景和那时太相似了，和时光约
好了似的。也真是一个约定，一个
集体的约定。

镇上中学毕业的那一年，班长
提议，要十六年后再回到小镇中
学重聚。之所以要十六年，原因很
简单，班上同学的年龄大多在十
六岁左右。于是这个约定被郑重
地写在了留言册上。

他们都早来了一天。不是日期
记错了，说不明白，就是想早点
来。人往往都有这种莫名的时刻。

小镇变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
没改变。他们似乎也是，都长大
了，却也明明就是当年的她和他。

下车的地方依旧是小镇中学的
门前，学校的大门还是以前的大
门，往里看，多了几幢楼外，其他什
么也没变。学校两边依旧是很多小
商店，小饭店，他们认出了当年卖
文具的阿姨，只是她已经老了。

他们站在下车的地方，谁都没
有要走的意思，就站在那里，有很多
话要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们就
看着眼前的小镇，说着现在，又回忆
着当年。

那时候是黄昏了，不知觉天渐
渐黑了，小镇上灯火也渐渐亮起来。
他们已开始沿着小镇的街道乱走。

走过十字街，向西，一直走到那
座桥上，他们的脚步蓦然停住了。桥
是新修的，桥下是一条河。原来那是
一座很旧的桥，走上去令人担忧它
会突然坍塌。那时青春年少的他们
可不怕，跑到前面的桃花林里约会，
唯一的一次。

他给了她一封长长的情书。可
是，就因为这一封情书，他们的关系
彻底决裂了。

桃花林不在了，被一幢三层的
楼房取代。他们谁也没有再往前走，
转身，又回到了小镇上那条灯火通
明的街。

他们一起在当年常去的小餐馆吃
了饭。小餐馆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只搁
下几张桌子，而是两层楼了。楼下吃
饭，楼上可以住宿。餐馆老板竟还是当

年的，老板娘依然热情周到，她就在楼上
住下了。他却坐在楼下和老板老板娘
聊到很晚，才去镇上的亲戚家。

相聚的那天，有很多人都迟到了，
好不容易到中午了也没聚齐。毕竟不
是青春年少心里就那么点事，多是有
了家，有了一大堆牵牵绊绊的事情。单
着的只有四五个，有她，也有他。

他们一群人下午去了学校，拜访
了老师，晚上就在镇上最大的饭店里
聚会了。她没有和他坐在一起，甚至故
意远着他。

推杯换盏之后，大家渐渐有了醉
意，纷纷讲起当年的往事。不知谁朗诵
起了诗：我想预约你白发上的月光 /
我不但热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 也热
爱你头白了，苍老的优雅。

喧闹的聚会立即静了下来。这诗
句当时在班里甚至在校园里被很多人
所知。他写的，改自叶芝的诗。他把这
诗句写到了情书里给她。

然而，这首秘密的情诗却露馅了，
很多人知道了他们的事，老师找谈话，
很多人又指指点点。早恋虽是常事，却
常常要掩着的。她怪他给别人说了，他
也怪她。她把情书扔给了他，他们开始
赌气，内心里却是喜欢对方的。

中学毕业，他跟着家人移居新疆。
而她还以为他会去县城读高中，他们
会遇到，得知他已经远去，她哭了很
久。后来，她跟着家人去了海南。和他，
真正的是天南地北了。

“嗨，这可是天意啊，你们俩是不
是都等着对方呢？”有人打破了沉默的
尴尬，很多人也纷纷符合着，聚会又热
闹起来。

他不说话，只笑着端起酒杯喝酒。
她借故离开了。

十六岁到三十二岁，人生最美好
的年华里，他们都在彼此的生活中缺
席了。那缺席的美好年华也是美好的，
终究是有些遗憾。他曾经谈过一场恋
爱，也被亲人们押着相过亲，可是，他
一直小心翼翼珍藏着十六岁那年写给
一个女孩的情书。她遇到过很好的男
孩，也去相过很多次亲，很多人劝她：
老大不小了，别那么挑剔了，还等什么
呢？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想
再等等。

聚会结束，那些前尘往事似乎也结
束了，留在了美好的十六岁。每个人都
要奔赴自己的世界和生活。

一周后，她收到了一封快递。打开
的一刹那，她哭了。那是他当年写给她
的情书，和当年递到她手上时一模一样，
叠成了好看的心形。旧了，却完好无损。

他发微信给她：让我预约你白发上的
月光吧。她擦擦眼泪，回他：我已经等了十
六年。

预约白发上的月光（小小说）

□耿艳菊

一元复始

腊味飘香
苗 青 摄

每一粒泥土
都闻到春天的气息
梦境被温暖撞开
长出清新鲜嫩的绿意

水开始流动
经过每一家窗前
无数迎春花探头探脑
打量着水里亮丽的倒影

有小鸟在歌唱爱情
畅快灵动的应答声里
那些刻骨相思
慢慢演绎为形影不离的柔情

我同春天一起站立行走
深入广阔无垠的田野
累了就躺在春风温暖的怀抱中
长成一棵无忧无虑的麦苗

立 春
□谢观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