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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武

□鲍安顺

□宋伯航
雪花纷飞着从空中飘落，
在洁白的视野里晶莹耀眼。
一直延伸到村头，
穿
遥望远山苍莽，
起起伏伏的雪，
越结冰小河，
遁着九曲十弯的航向，
指引冬天走向冰寒。
一望无垠的麦地，
被厚厚的雪覆盖。村姑一样淳
根植着沃土与憧憬。
朴的麦苗，
头顶着温暖和梦想，
飘雪的声音划过古老的村庄，杨树在风中吱吱作
响，
麻雀们叽叽喳喳飞到雪地上，被清晨的鸡鸣叫醒，
打破了山村温柔的梦乡。
迎着圣洁的雪花，乡亲们向原野走去，为冬麦撒
施化肥，
滋养生命的拔节，
坚守希望的田畴，就像期待
春讯的到来。
阳光雪般的纯净明亮，
照彻蜿蜒起伏的原野。凝视生
命的沧海桑田，
化成风花雪月的日子。
雪是冬的天使，
冬是
雪花之情，
素装大地。
雪的化身，
无论结冰，
或是成水，
漫步乡间厚厚的雪路，身后留下深深浅浅的脚
早就习惯
窝。对于一个漂泊的人，
哪怕在寒冷的冬季，
了一个人的征途，
也习惯了一个人坚守那份梦想。
在冬天的雪原上静静走着，尽管人显得十分渺
小，
甚至微不足道，但却依然感到故土的亲切。
像这熟悉的乡音，
像这雪上的阳光，温和在周身，
暖融在心底，直到一生一世。
故乡
每次叫在心中是多么亲切，而浓重的乡音，还有
那眷恋的乡情，
是如此的遥远。
远走他乡的游子，期盼回到相濡以沫的故土，就
像等到冬天飘飞的雪花，刚伸手去迎接，却还未来得
及捧起，
已融化在手心。
从初春等来冬天，需要漫长的等待，像等待一次
梦醒后的雪山草原之旅。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
我早已习惯在异
冷光。”问君有期若无期，
有多年了，
乡飘雪的冬天重回故乡。
风吹雪山，
那种粗犷的豪迈挺起脊梁，矗立岁月；
折射沧桑。
雪落草原，
那种广袤的深邃透出晶莹，
而我将义无反顾，
像那匹经历了寒冬凛冽的天马
一样，
坚信不远处就是激荡而葱茏的大地和芬芳而浓
郁的雪莲花香。
才见岭头云似盖，已惊岩下雪如尘。风雪肆意
的高度是热爱和梦想，一种皈依源自有爱，一种眷
恋源自有情。
思念和牵挂萦绕
虽是寒冷冬天，
故乡依旧，
亲人如故，
与故乡相逢，
并一路前行。
灵魂深处。是谁，
在无数次梦中，

“福”字拾隅

江南春早

雪花（外一章）

棉衣还穿在身上，寒意里的江南春意，在郊
外野地，在乡村阡陌，在城市街头的树梢上，还
悄然而至，
无处不在。
有小桥流水的画卷里，
它倦怠的双目，若隐若现，仿佛天边刚刚露
头的微曦，睁开来的是群群簇簇树干上就要萌
来
动的叶与花蕾，那是凝固中的一份渐进消息，
的无声无息，犹如棉花垛似的凝脂间，散发出来
的细腻光泽——
—让至尽冬日，
在一息尚存的挣扎
中渐渐弥散，
悄然崩溃。其实，
江南春早，
在于一
个早字，那清冷里，弥漫着就要破土生长的生命
那
洒脱，
还有就要舒展起来的朦胧春意。我感觉，
早春，笼罩着厚厚的一层薄薄雾霭，在时光推进
里惭近清爽，
微微地开阖着春天的温暖梦境。
作家老舍说北方的春天时间不长，还往往
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就给刮了走。就是说，北方
的春天，不是说早，也不是说迟，而是快，稍瞬即
逝，过眼云烟。周作人也类似地说，北平的春天
不曾独立存在，或称夏之头，亦称冬之尾，风和
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是极
少，刚觉得不冷了，就立马热了起来。这北方缺
少了春天，在我看来，就是可悲，就像一个无法
长高的侏儒，或者说是一个没有经历青春岁月
的人，我们可以想像它一脸苦相的无奈，还有暴
躁刚烈、
阴冷乏味的禀性。
刘成章说：
“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
她生性柔媚、纤弱，连早春也来得含蓄，深情绰
约，
玄幻迷彩。韩愈写江南的早春更为精妙：
“天
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又是一年
的春早气息中，可以想象绝胜烟柳，蕴蕾待发，
意境天成，
妙手成春。
那水墨渲染的早春画卷，
去无锡梅园，那儿的梅花灿然盛开，还打出
了“春天从梅园开始”的口号。冬末春初，或者
说就在早春，梅园里星星点点的人影，与满园缤
纷色彩的梅花，相映成趣，让人犹如置身大地回
春的阳春三月，那寒意里充满喜悦，绽放激情，
荡漾风情。

人在江南，感觉那份春早之意，在水、梅、空
气、树影、山色中……蓄势待发，那桃花尚未粉黛，
青苗没有破土，雨在粉墙黛瓦的景致中风韵犹存，
瓦缝间，
院落里，
早春的气
湿漉漉的。还有山墙上，
息，像伸着懒腰的淡香仙女，让人总是贪婪地呼吸
到春风里的馥郁，有白兰花般的清爽与清香，像是
从幽深的巷陌里婉转流淌出来，无影无踪，笼罩在
寒意里的香，就是早春的江南气息，沁人心脾，让
人犹如倏然就沉醉在了梦里。
春牛的背上骑着的牧童，他短笛横吹，那是古
人画境里的早春图。伴有文人骚客，彩墨诗情，在
长亭送别或者短亭相望中，摘一枝眼前蓄芽待发
的垂柳，这折枝送别的情信之物，就像早春时的无
声喜雨，门上的桃符，乳燕的呢喃，芭蕉的江南情
“俏也不
思……正印证那句争春的经典妙词所说：
春天就如
争春，
只把春来报。”那寒梅含苞或待放，
约来临，那词中的“俏”字，我的理解就是早，早得
悄然如风，
形影相随。
早春对于江南的意义，在我看来，如同理解一
座古老的拱桥下面，有一泓苏醒的碧水，那微微的
涟漪，像一个待在闺中尚未看见的美丽绣女，正在
向我们传送脉脉含情的眼神。江上舟摇，楼上卷
帘，还有渡河的船与桥上，那个早春的江南绣女，
正在为春天穿针引线，从针眼里隐约看见春景，在
穿线上走动着不动声色的春天。
江南二月才是早春，氤氲的烟雨，长长的雨
巷，孤独的红伞，惆怅的湿心，摇曳的芦苇，歪脖子
尚未开花的桃树，还有槐树、枣树的院落……那早
春是不曾出声的惊扰，恬静初醒的美梦，若隐若现
的秀丽容颜在云雾里若即若离，让人魂牵梦绕。
朱自清说得激情澎湃：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
有的是希望”。
儿，有的是工夫，
而我想，那头儿，是起了，可是“一年之计”还
虽然“有的是希
刚刚开始，
那“工夫”不同于功夫，
望”，
可是等不得，因为季节不等人，时光丢失了就
不会再来。

那年过年没回家
□钟小华

年，
是最美的乡愁
□杨勤华
第一次离家时
我还是一个少年
距家的路途并不遥远
我却尝到了想家的滋味
那时，我还不知道
这，
就是乡愁
再一次离家时
我已经是青年
一去就是四年
我独自消受思乡的滋味
那时，我终于知道
朋友和老街
祖母、父母、恋人、
就是我的乡愁
后来，我永远离开了家乡
家乡却让我永远难忘
生活了二十年的家乡
成为我今生
情感最真挚的地方
多少次，
我回过故乡
多少次呀，
我想回到从前的故乡
可是，可是呀——
—
我再也回不到那个我二十年前的故乡
我不能忘记
每一次春节回家时
祖母牵着我的手喜滋滋的模样
我不能忘记
每一个春节母亲都要在佛前
为我祈愿的虔想
我不能忘记
每一年春节父亲都会递给
我一个压岁包时脸上的敞亮
我不能忘记
每年的春节之后
我都会同妻子一同
返乡时的急迫、
拥挤和匆忙
我不能忘记
那些和我一同渐渐变老
但依然对我充满着热情诚挚的脸庞
我不能忘记
老街
我儿时的祖屋、
和今天的萧条冷寂和苍凉
二十年的哺育和生长呀
让我的身心早已浸透
在情感的故乡
四十年、
如今，我要用三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甚至更长更长的时光来慢慢补偿
可是，可是——
—我愿意！
我愿意，
将这份最美最真的乡愁
在心中永远滋长——
—

福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古人称富
绸制作，以丹砂为底色，绘有金云龙纹。每
贵寿考等齐备为福，出于 “迎福”、
“祈
年由江苏按照尺度制进；用于颁赐臣工的
福”、
“祝福”等心理，
每逢春节家家户户
纸笺，也是南省各省进贡的特产。到嘉庆
爱将“福”字贴于门首。据东汉刘熙《释
时，书“福”的时间则在元旦子时，地点在
名》中说，
将“福”字与过年联系在一起， 养心殿东暖阁，
用的还是那枝御用“赐福苍
姜
与姜子牙封神有关。相传有一年除夕，
生”笔，笔毫称“万年青”，笔管曰“万年
随即洗净放入紫
太公走了背运，
其妻离家而去。后来姜太
枝”。皇帝每年御用一次，
写后还
公手握了“封神榜”，妻闻之而归，叫姜
檀箧内珍藏。皇帝开笔前写试笔诗，
“娶了你，
让我
子牙给她封神。姜太公说：
有纪题咏，
可谓盛况空前。
家穷了一辈子，
不能封你神。”妻大吵大
御书第一幅“福”字，贴在乾清宫正
闹不止，姜太公只好封她为“穷”神，并
殿，
余下的百余幅尽赏赐王公大臣。天子赐
规定不许她到贴“福”字的人家去。从 “福”，王公大臣们无不视为至宝，宋牵在
“特赐福寿
此，怕穷的老百姓，为了防备穷神进门， 告老还乡时的《乞休疏》里说：
皇
过年时都在自家大门上贴上“福”字。
二字，
圣恩优握亘古未有。”在京的大臣，
则将他宣传入大殿，
御
真正将“福”发扬光大到登峰造极
帝若赐“福”字于他，
写到最后一笔，
的高度，得归功于满清皇帝的不懈努力。 书写第一笔，
大臣就三叩首，
康熙
从
公元 1673 年，
孝庄皇太后重病缠身，
亦三叩首。
写好的“福”由两位太监捧着，
御书一大
为给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
大臣头顶掠过，
大臣退至殿外接“福”。地方
福字，
右上角的笔画很像一个“多”字，
下
大员领受御书“福”字一般都“郊迎进署,
边为“田”字，
而右偏旁极似“寿”字，
这福
恭设香案,望网叩头谢恩供奉”。
字蕴含着 “多子多才多衣多田多福多寿”
受到皇帝赐“福”字的大臣，不但将
之意，
被誉为“天下第一福。”康熙帝跪福 “福”字仔细装裱好悬挂在厅堂之上以表敬
乾隆年间，
大臣
祈求，
孝庄皇太后身体奇迹般康复。
意，
还要写谢赏福字的折子。
深受宠遇，
不仅在京
或是受了这“天下第一福”的启示， 王际华，
内直二十四年，
除夕蒙赐二十四
康熙常书福字，以赐近臣，开启了送福字
城护国寺西赐了一座宅邸。
视为
的先河。风雅一时的乾隆更是将此举演
个福字，
自诩此厅堂为“二十四福堂”，
即所
变成为常例。每年的十二月初一日，
三世荣宠，
光宗耀祖。
谓“嘉平朔日”，这一天，乾隆开笔书福，
如果把满清皇帝送“福”字视为笼络
大行赏赐。不过天子御书是颇有讲究的。 人心的一种手段，可能简单化了。雍正在大
乾隆所用的御笔为康熙 “留贻”。管髹
臣谢赏福字的折子上就做过这样朱批谕
漆，色黝，笔杆上镌刻楷书“赐福苍生”， 旨：
“诚以福乃天下之公，非一身一家之私，
先到阐福寺燃香祷
字填以金。开笔之前，
封疆大吏董率文武，必所辖地方家给人足，
祝。在重华宫开笔时，复爇香致敬，用朱
乐业安居，始足为一省之福，推而至于天
漆雕云龙盘一，中盛古铜八吉祥炉、古铜
下，
莫不皆然。”嘉庆也有御赐“福”字，福
香盘二，握管熏于炉上，始濡染挥翰。御
归天下之念。苟如所盼，真乃民之福，国之
书“福”字用的纸笺，宫廷所贴用多为丝
福也。

铜官山

天鹅湖

袁文思 摄

读史札记两篇
□吕达余
汉武帝杀婿
“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
隆虑公主是汉武帝的妹妹，她生有一独子
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
昭平君，娶了汉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既是
百万之众，
战必胜，
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
汉武帝的外甥，又兼而为女婿。此子日常骄横暴
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
虐，斗鸡走狗，惹是生非，让隆虑公主伤透脑筋。 增而不能用，
此所以为我擒也。”读史者皆以此语
“陛下的外
她在自己病重的时候，对汉武帝说：
为然，
常常引而为治政之圭臬。然而吾否之。
甥、
女婿昭平君脾气暴躁，又不将其父放在眼里。
刘邦在说出此番话之前，是要求群臣先发表
都是
我死之后，
难保他不犯下死罪。我只此一子，
意见的，然后以臣下之回答为非，而后有此一番自
我惯坏了他，
恳求陛下怜悯。国家法律有献金赎
答。此前大臣高起、王陵总结说：陛下虽傲慢而侮
钱千万，
预为其赎
罪的条款，
我愿意拿出金千斤、
辱人，项羽仁慈而爱护人。然而陛下派人攻城略
下死罪，陛下不会不许吧？”汉武帝见将死的妹
地，所攻占的地方就封给他，与天下人利益相共。
妹如此说，
心情十分悲痛，
就一口答应了她。
项羽嫉贤妒能，陷害功臣、怀疑贤能，打了胜仗而
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愈加肆无忌惮，胡作
不论功行赏，取得了土地而不与分利，这就是失去
非为，有一次酗酒，竟将一名朝廷命官杀死。因
天下的原因。此说吾然也。
为杀死的是国家官员，非比一般百姓，昭平君被
何也？刘邦所说只能说明他的干部路线正确，
关进了监狱。汉武帝没有想到，妹妹临终担心的
善于识人与用人，任人唯贤，而且相比于项羽较能
事终于发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为之愁肠百
容人。然而能识人、用人且能容人，人杰与百姓就
结，老泪纵横。众臣看到汉武帝如此伤痛，便以
一定愿意追随你吗？高起、王陵说到点子上去了：
而项羽不能。在楚汉相
隆虑公主早纳赎金，且陛下已经亲口答应为由， 刘邦能与天下人利益相共，
“国
建议对昭平君予以宽大处理。但汉武帝说：
争的过程中，刘邦注意安抚“苦秦久矣”的百姓，
家的法令是高祖皇帝制定的，如败坏高祖皇帝
攻入咸阳便“约法三章”。同时对功臣比较注意论
的法度，
朕有何面目再进高庙？又以何治天下？” 功行赏、及时进行利益分配。韩信在攻得齐地后，
汉武帝为维护祖制与法令的严肃性，最终还是
恃功以求政治待遇，
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但又怕
忍痛将昭平君处死了。
刘邦不允，便假说是为了政治需要，要求封其为齐
不徇私情的
我们在感叹汉武帝以社稷为重、
地的“假王”（即代理齐王）。刘邦其实也没有那
同时，
不能不说一下隆虑公主的失策。皇亲国戚
么大度，
气得要派兵进攻韩信。还是谋士张良懂得
所以骄横，多因其有所庇护，享有百姓不能享有 “利益与共”的道理，劝刘邦满足了韩信的政治要
都还是知道有红线与
这位带兵“多多益
的特权。虽平素放纵惯了，
求，封他为真的齐王。不然的话，
底线的。即使如昭平君，
无论他如何蛮横与放纵， 善”的将军，其后能为他如此卖命吗？
不可能不惧死，因而涉及命案的可能性就小。但
尽管刘邦给百姓、
部下与追随者以利益，
有政治
他最终为了家天下
隆虑公主临死前，不是教育其子如何守法，且制
策略方面的考虑，
并非出于真心，
定一些约束的措施，而是为其买了一块 “免死
的利益，
得天下后还是大杀功臣。但这至少给我们这
它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
牌”。这样一来，
昭平君还有何顾忌呢？而且他的
样一个启示：
一个政治集团，
是隆虑公主护
身份本来就很特殊。可以这样说，
共同的信仰，
除此便要注意实行“利益与共”的宗旨，
子过度，
方法失当，
将其最终送上了死亡之路。
即与天下人共利益，这是根本路线并影响其它政策
封建王朝的开国者，
在争天
分你一杯羹
的制定与执行。
悲剧在于：
刘邦战胜项羽称帝后，一日召集群臣总结
下时往往能够做到或承诺与天下共利，但一旦得了
刘胜项败的原因，刘邦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 天下之后，
便以江山为家天下，
不肯与天下人共了。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广 告 部 ：
5861508 13605629133 （ 联 系 人 ：钱 莉 ）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244000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 铜 广 证 第 3407006 号

有钱无钱，回家过年。不一定，那年
不是钱的问题，也不
过年我就没有回家，
是我不想回家，
是因为工作问题。
那时我在矿山井下水泵房工作，师
傅、师兄、师弟们家在本地的不多，不
都想回家。可是，
少人家在外地。过年嘛，
都要请假，人手就不够了，水泵显然玩
不转。水泵不转，不说几天了，几个小时
就会产生淹矿井的严重后果。请探亲假
的单身汉们，有的假批了，有的没有批。
1987 年春节，我请探亲假，领导就没有
批。不批就不批，好大一个事。
没有回家，年还是要过。怎么过？没
有回家的单身汉们集体过。工区领导早
有安排，跟保健食堂联系好了，给我们准
备年夜饭。
大年三十这天，工区领导没让我开
水泵，派我带几个其他岗位刚参加工作
的女学徒工，先将业务组办公室整理布
置一番，把四张办公桌并在一起，铺上台
布，凳子围着桌子摆放好，到保健食堂把
碗、杯子、筷子等餐具借来，业务组办公
室就是我们吃年夜饭的餐厅。
下午五点多钟，保健食堂准时把烧
好的菜送过来，菜很丰盛。年夜饭开始，
区长、书记、工会主席首先站起来，向我
们这些没有回家的单身汉们敬酒。那时
的区长、书记，都是三十七八岁的样子，
也都是家在外地的单身汉。
书记第一个单个敬酒，敬的第一个
人不是德高望重的老师傅，是一个因违
章违纪被开除留用的“小坏蛋”，书记对
“小坏蛋”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要他
好好工作。
放下包袱，改过自新，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坏蛋”成

长为敬岗爱业的老师傅，拿的超产奖很是
让我眼红。
我住的单身宿舍楼紧邻矿办公楼，我
在工区吃过年夜饭后，到矿办公楼前的小
花园里蹓达，不时地向二楼会议室张望，会
议室有一台二十四吋的大彩电，我曾在会
议室蹭过电视看。大年夜，我更想蹭电视
看，
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二楼会议室里的灯虽然亮着，却没有
放电视的迹象，我一看手表，离春晚还有一
段时间。我又到马路上转了一圈回来后，
透
过窗户，发现会议室里的电视机已经开了，
更让我激动的是，会议室的门是虚掩的。
我轻轻地推开会议室的门，里面有三
四个人在看电视，其中一个是时任矿长。矿
长等人没有责怪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蹑手
蹑脚地在边角处的一张藤制圈椅上坐下，
聚精会神地看起电视，看到好笑的地方，情
天生一副严肃
不自禁地笑起来。不仅我笑，
脸孔的矿长也呵呵地笑。
1987 年的央视春晚还是很好看的，费
翔的《故乡的云》、
《冬天里的一把火》，更
是火遍神州。
没有回家过年，
肯定是一种遗憾。我吃
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看了一台精彩的春
晚，好歹弥补了一些，特别是春晚，别说是
通过二十四吋大彩电看了，我要回家是连
十二吋的黑白电视都没有看的，因为我家
那里是 1987 年的下半年才通的电，春节时
还没有通电。
1987年的春节，我虽然在单位过得蛮
好，但是家里的父母心情却不怎么好，后来
姐姐对我说，三十晚上，连牌都认不全的爸
瞎打瞎出，还不是怕
爸妈妈，
两个人打起牌，
想你。

母亲的“年”
□韦良秀
最近几天，我一直为那张归乡的车
家团聚，
尽可能地抚平母亲心灵上的创伤。
在
票而奔波。母亲是一个极为传统的人，
想到这里，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让他
她眼里，过年是大事，大年三十可以什么
试着帮我在网上买张火车票。当我说明情
都不干，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
况后 ，朋友 爽 快地 答 应了，没过 两 天 ，朋
饭，
必不可少。
友果然给我送来了一张车票。当我收拾
电话里得知，同样身在外地的大哥
好行李准备出发时，母亲的电话打来了。
就算
也正为车票发愁。我半开玩笑地说，
接通 后 ，我 还 没来 得 及张 嘴 ，母 亲 就 说 ：
是走，我也要走回去。大哥认真起来： “孩儿啊，今年车票不好买，我在电视上
“弟，啥是年？团团圆圆就是年，咱爹走得
都看到了，那人都挤成了疙瘩。我刚给你
早，娘都这么大岁数了，她心里想什么你
大哥打完电话，今年你们就别回来了
“我们一
也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陪她吃顿团
……”“那怎么行？”我嗔怪道，
圆饭。”大哥一席话，立刻把我拉回到了
年到头回不了一趟家，大年三十还想和
几十年前。那时候，父亲还健在，每到过
您一起包饺子呢。您忘了自己当初是咋
年，父亲和母亲就显得特别忙碌，我们
说的啦？团团圆圆才是年嘛！”短暂的停
小，帮不上什么忙，只知道在一旁嬉戏、 顿之后，母亲说：
“啥啊？那都是我随口说
放鞭炮。大年夜，当两位老人把菜肴备
的，这年在哪儿不都一样过？儿啊，平平
齐，当杯子里斟满白酒，父亲看着大家， 安安才是年，你千万得听话，火车上人挤
总会感慨：
“一年了，忙忙活活，来，喝一
人，妈不放心……”
口……”
听着母亲殷殷的嘱托，看着握在手里
花开花落，时光荏苒，父亲去世后， 的车票，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泪眼朦胧。这是
特别是逢年过节，我们兄弟姐妹就更加
一位慈母的心啊，她宁肯在新年的鞭炮声
懂得母亲内心深处那份淡淡的，却从未
中默默地承受孤独，也不要儿女冒一丝风
表现在脸上的怅然。于是，我们约定，不
险，在她眼里，还有比团圆更重要的东西，
论多忙，不论多难，大家都要在过年时回
那便是儿女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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