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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寒水

河流，感恩的人稍显风骚地说是大
地的血脉。度娘以科学的态度，略输文
采地解释：地表水在重力作用下，经常
或间歇沿着陆地表面上的线性凹地流
动。

河流不都是安分守己的，正如地球
的主宰人类。如果人类都安分守己循
规蹈矩的话，哪里还有什么科学家、艺
术家？哪里有今天的高度文明？

河流与人有一个同样的梦：飞翔。
人，借助自己的科技成果，实现了

飞翔之梦。
河流，借助天时地利，早在人类还

没有出现，便实现了飞翔之梦。
武侠小说四大作家金古梁温中的

温瑞安说：瀑布，是流水的伟大失足。
爱看武侠小说的荒圩晓钟说：瀑

布，就是飞起来的河流。不是飞翔，也
是滑翔。跌下去，哪怕粉身碎骨，也要
成为你的风景。

安分守己的河流婉约，骚动不已的
河流豪放。没有豪放的河流，就少了许
多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波澜壮阔
大气磅礴的风景，如尼亚加拉大瀑布、
黄果树大瀑布、壶口大瀑布，以及被诗
仙兼酒仙的李白怀疑为“银河落九天”
的庐山瀑布等。

瀑布，飞翔的河流，一万首诗赞美
你，一万万个人赞美你。

莽莽大别山，孕育千百条河（溪）
流。革命老区岳西县黄尾镇的峡谷里
有一条猴河。猴河是条小河，但是她同
样有个梦想：她想飞！

尽管有了天时地利，她还是飞的不
高。天时地利，还需人和。勤劳的岳西
人，多方筹资7600万元，该填的填，该
削的削，该堵的堵，该疏的疏，就是让她
不走寻常路。岳西人在帮她实现梦想
飞起来的同时，也期盼自己早日实现摘
掉贫困帽子奔小康的梦想。

但愿岳西人与她的合作，是双赢。
从目前的状况看，应该是。

飞起来的她，就是一道高约80米、
宽约30米的大瀑布。这大瀑布与阳光
的联姻，孕育了新的生命——彩虹。人
们按自己习俗“母以子名”，亲切地称呼
她“彩虹瀑布”。

彩虹瀑布是很抓人眼球的，名声早已
门缝里吹喇叭、高山上敲鼓了。铜矿工人
荒圩晓钟一行十余人按捺不住，在这个雾
茫茫的冬日，巴巴地赶去一睹芳容。

荒圩晓钟等人运气不算差，一路上
有雾，进山下了车，雾倒是散去了不少，
让人可以远距离一睹彩虹瀑布的庐山
真面目。荒圩晓钟乃井底之蛙，没有亲
临现场看过什么尼亚加拉、黄果树、壶
口、庐山等著名的大瀑布，只是弱冠之
年在隔壁的黄山看过一撇一捺相互支
撑的人字瀑。黄山风景无疑很美，美中
不足的是瀑布小家子气，著名的人字瀑
就非常瘦小，仿佛初到大户人家的丫
环，虽然有点姿色，但脸有苦相，不免让
姿色打了折扣。拿彩虹瀑布与人字瀑
相比，荒圩晓钟觉得彩虹瀑布是大家闺
秀，气度不凡。荒圩晓钟憋了半天，憋
出一个词形容彩虹瀑布，这个词就是气
势如虹。

荒圩晓钟等人运气不算好，虽然雾
散去了，但是阳光也很弱，弱得若有若
无，所以只看到了瀑布，没有看到彩虹。
一亲芳泽，距离终归是个问题。荒圩晓
钟颤抖着腿，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上
了与彩虹瀑布近在咫尺的玻璃观景平
台，但见：银河决堤、大海倒悬，千万枝
银箭扑面而来。

彩虹瀑布，她的呐喊，声如奔雷。
彩虹瀑布，她的气息，清润、甘甜和

芬芳。
此时此刻此处荒圩晓钟眼里的彩

虹瀑布，哪里是大家闺秀，分明是君临
天下的女王。

荒圩晓钟臣服了。

□钟小华

飞翔的河流

自强不息自强不息 汤汤 青青 摄摄

不知不觉又快过年了，满打满算
也就十多天，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似乎
都没有在意到过年已经近在眼前，各
自依旧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工
作着和生活着。好像这就是现代人对
过年的态度吧。

记得小时候过年，在年前的一个
多月气氛便已经弥漫开来。各家各户
早早就开始除尘，修整房屋和门窗，将
家弄得清清爽爽、亮亮堂堂，有些人家
还会弄来一些报纸、书刊将房间的墙
壁“贴新”。主妇们更是忙碌，要买点
鱼肉和鸡鸭洗净腌好，这就是“腊货”，
过年时挂在门前屋后也是一道风景。

还要选一个晴好的天气将一家老
小的被子、衣物彻底清洗一遍。再准
备糯米、芝麻、花生什么的，去塘坊做
些待客和孩子们喜欢吃的炒米糖、花
生糖、芝麻糖。有勤快的主妇早就提前
将糯米浸泡好，再用石磨磨成水面，待
做汤圆时便将水面的水用布巾过滤掉，
汤圆要吃到年后的正月十五，所以水面
要磨多些用一个大缸养着。一些日子
好的人家，得给孩子和大人各做一套过
年穿的新衣服，这是光鲜和脸面。日子
差的人家也得想法子给孩子做一两件
衣服。过年各家各户都要买些鞭炮的，
为的是图个吉利和彩头，各家各户对大
年初一早晨用的鞭炮又都特别讲究，首
先得放一个开门炮，然后，再放一挂长
鞭，开门炮必须响而脆，长鞭不能断断
续续，否则就预示着一年不顺。

还得准备一些蚕豆、瓜子、葵花
籽，条件好的人家会弄点花生川、酥糖、
品糖什么的，都用瓷罐或铁罐装好。有
的人家再用菜油炸点锅巴、小炸、麻
花。这些都是喝早茶的茶点，年前就得

备好。年画、春联、窗花、门楣花也都要
买一些，虽然花花绿绿的，但是没有它
们还就没有了过年的气氛呢。

年前的日子，一家之主的男人们
自然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就得帮着妻
子忙年货，谁家杀了年猪，就得赶紧提
着篮子去买些肉回来。还得去起鱼塘
的塘主那买些价格便宜个头大的鱼，
鲫鱼、鲢鱼是必买的，能买到价格好一
点的鳜鱼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男人
们还有一件大事是忘不了的：打酒买
烟，打上十多斤散仓白酒，买上一两条
平时舍不得抽的好一点的香烟，有的
人家用糯米再做点甜米酒，来客时女
眷也能喝两杯。

对了，年前还得打豆腐，将黄豆浸
泡几天，然后上磨再制成豆腐，豆腐分
老豆腐和水豆腐，制好的豆腐都得用
清水养着，过年时随吃随取。其实，等
不得过年，豆腐就是桌上的菜了，豆腐
同荤菜蔬菜都能合得来，有了豆腐的
菜，看着舒服，吃起来味道更好。

临近过年那几天，就得准备蔬菜
了，什么青芽、大蒜、菠菜、包菜、大白菜
等等都得多备些，过年那些天是买不到
新鲜蔬菜的，这个时候就要备足。

男人和女人们就在这么忙忙碌
碌、快快活活中迎来了过年。

上面说的是许多年前的过年了，
现在过年变得简单多了，什么样的年货
都可以从超市买得到，纵然不愿意买，几
个家庭拼一拼，提前在饭店订几桌饭，大
家过年时轮流做东，省了不少的麻烦。
不过，过年的乐趣似乎就少了许多。

于我看来，过年很像一出大戏，提
前精心准备了的，登台时就很有看头，
看后也值得回味。

□杨勤华

年前

绝地清寒的腊月，是两千年华夏文
化的渡口，渡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
进入乡风民俗的融融暖意。

腊月的乡道，如指南针，它方向清
晰，目标明确，指示茫然无措的故人，找
到生命的来路。乡道，是乡村的血脉，
它连通着乡情。这时候，归乡的人，肩
扛手提，衣着光鲜地回来了。他们怀揣
梦想，经历过异乡的人情冷暖，经历过
拼搏挣扎，在岁月的驿站，蓦然回首，走
上归程，走进农历，来汲取心灵的供
养。乡道，无论你是成功，还是落魄，都
以温润慈爱的怀抱，像老父亲，把你紧
紧拥抱。

腊月的柴火，寂寞了一个冬天，又
燃起在背风的角落里。明明灭灭的火
焰，把乡情烤暖。鹤发鸡皮的老者，眉

眼俊朗的青年，蹴在一处。就着跳跃的
火苗子，不停地搓手、哈气，滚烫的火，
耗尽自身所有的能量，熨平留守老人们
心底的忧愁，温热游子蓄积一冬的寒
凉。他们目光碰撞，言语交错，话题像
棉线，扯一扯，丝丝缕缕，缠绕在火光
里。直烤得头顶云铺霞染，烤到鸡兔归
笼月出东天。

腊月的院落，有守旧的麻雀，老树，
和弯腰咳嗽的父亲，还有鸡鸣、狗吠，一
切都在呵气成冰的空气里，活泼起来。
灶间的炊烟，显示出峥峥的力量，绵绵
延延遁入长空，好似日子的旗幡。灶
台，是母亲的人生舞台，母亲的角色亘
古不变，洗菜，做饭，和管理一切琐碎。
父亲的身体里，已经像小兽在噬咬一般，
忍不住清闲。房顶的几片碎瓦，要爬高

换下来。残缺的泥墙，要培上一些新
泥。风雪蚀掉的锅台，也要砌一些砖头。

腊月的巷子，被一声声充满古韵的
叫卖唤醒。“爆米花来！”“花米团喽!”

“吹糖葫芦咧！”在清洌的空气里,如一
只调皮的手挠在小孩心上。手艺人布
衣皂衫，摆开老家具，支起摊位，冬日的
阳光，在他们的脊梁上浮光跃金。大人
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拱围着，爆米花的
老头，能在一节炭火里，让金黄的玉米
开出一大袋白色的花，仅仅收三块钱！
可是，手艺人很执拗地坚持，每年到了
这个节点，就让久违的香氛在空气里飘
满；吹糖人的，一架电瓶车，绑着草把
子，上面插着童话世界。他轻轻一吹，
就吹出大人们多年的民俗记忆。

腊月的小年，是春节的门槛，跨过

来，年就算正式启动了。一家人，穿越
了千山万水，这时，就聚在了灶台前。
祭灶，也是聚灶，重温旧日的口味。母
亲把所有的丰收，煲进一锅内容丰富的
粥里，红豆赤，白豆白，绿豆绿。一口
粥，顺着食管，一下子消弥了胃知的乡
愁。焦黄酥脆的饼，是给灶王爷眼馋
的，实际上是给人的口杀馋的。咸，甜，
香，辣，久已麻木的味蕾，瞬间被激活。

腊月的三十，是年味的高潮。这一
天，两千年的桃符又一次红光满面，光
耀于门楣上，喜庆的年画，张贴于门扇与
白壁。这一天，贮屋内，物品驳杂，门类
众多。油果、丸子、扁朵、馒头，堆摞成
山；吊绳上，腊肠、牛肉、羊肉、猪肉、鲤
鱼，挨挨挤挤。祖宗的牌位前，肃穆神
圣，香烛缭绕，供品整齐。不失闲的乡下
母亲，终于要消停下来，却又仿佛有什么
未尽之事；父亲们，码好了充裕的柴，挑
满了粗腰水缸，洒扫庭除，辞旧迎新。

乡村腊月，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
画卷，朴素，本真，能医治心灵的乡愁。
每个他乡奔跑追梦的游子，一回首，自
己却都是画中人。

□陈重阳

腊月 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

汪曾祺先生在《人间草木》里写到
腊梅花，那是他少时岁月的往事。他
家的后花园有四株大腊梅，檀心磐口，
汤碗口粗，花极多好看。热热闹闹，又
安安静静。境界实在不寻常。

每年腊月，汪先生说他们都要这腊
梅花。汪先生上树，他的姐姐在下面指
点着，要他折这枝，这枝！那场景一定有
趣而快乐。腊梅花的热闹和小孩子的喜
气洋洋让整个冬日都活泼起来。

他们折的腊梅花是横斜旁出的。
汪先生说，这样的不蠢，几朵半开，多
数是骨朵的，可以在瓷瓶里养好几天。

下雪了，过年时，就更好了。汪先
生到后园摘几枝全是骨朵的腊梅，把骨
朵剥下来，再用细的铜丝穿成珠花的模
样，送给亲人。她们插在鬓间，很好看。

腊梅花每年都会开，汪先生以为
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可我如
今看他的散文，真羡慕，他真是幸福。
这些雅致的事，于我们现在的很多人
来说，实在遥远。

我没有见过真正的腊梅花。小时
候生活在乡村，家家户户都有小院子，
倒是没见过谁家种有梅花。我家的院
子里种过葡萄树，柿子树，槐树。东边
的空地上，种过不少菜。大家的院子
里基本也都是这样。

梅花，似乎离我们非常远。可是，
又仿佛那么近。我的一个堂姑，名字

叫春梅。十里外，我姥姥家那边，一个
远房的小姨，也叫春梅。她们都长得
好看。那时候，我们小孩子自以为是
地讨论着，梅花就像春梅姑姑，春梅小
姨一样好看。

我们家院子东边上的空地后来建
上了两间房子，给我们几个小孩子
住。第一个新年，父亲在大雪天从集
市上请回一幅寒梅图，挂在新房子迎
门口的后墙上，是为中堂画。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梅花，墨黑的
枝干上，稀稀疏疏卧着几朵红红的梅
花，很安静。画上有四个字：傲雪红
梅。两边还有对联，内容已经不记得
了。正值外面大雪纷飞，院子里已落了
一层白白的积雪，一时间诗意悠然。对
着那副梅花图，清清爽爽的，令人内心
好快乐。那时，我在读《红楼梦》，只记
住了那句：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渐渐，电视剧中的民国爱情故事
总少不了用梅花来配景，或作为文人
雅士的点缀。看得多了，觉得梅花也
不稀奇了，像家中的那幅画，再也没有
了当初的新鲜劲儿去久久地凝视。时
日一长，甚至它的一边儿耷拉了下来，
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去理会。

记得那时同学的哥哥真是翩翩少
年公子，可以把电视里一曲《梅花三
弄》唱得情深意挚。还可用口哨把它
吹得婉转流淌。不知迷倒了多少女

子。然而，这样一个人物，后来也入了
俗世之河流。

我也喜欢听《梅花三弄》。高中时，
我曾买过一盒《梅花三弄》的磁带，送给
了喜欢着的一个人。关于梅的音乐，我
并非最喜欢这首，而是《一剪梅》。

《一剪梅》是初三时音乐老师教
的。那个文文弱弱，留着齐刘海的女
老师，很可爱。多年后，我已想不起她
的具体模样，但感激她教我们这首歌，
成长的路上，我一直喜欢着它，尤其喜
欢它的歌词：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
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
照亮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
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
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潇
潇，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
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缘无
悔，此情长留心间。

韶华青春时，心中总装着爱情。
这首歌的词意就是当时年轻的心对爱
情的信仰：一剪寒梅傲立雪中。爱我
所爱，无怨无悔。

随着阅历渐增，有很多想法都改
变了，唯有对《一剪梅》，依旧独衷。它
不单是坚定了爱情的。也让我知道人
生路途中那些遇到，波折，选择，甚至
行事做人，世间很多种情感，都可以像
歌中唱的那般，真情像梅花开过，像草
原广阔。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在最冷
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梅花并不是奇花异卉，而至如今
我都依然没有缘分亲见腊月天寒梅没
绽放的情景。踏雪寻梅的风雅，令我
始终向往着。

□耿艳菊

一剪梅
儿时，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

是：风雪之夜，只听吱嘎一声，院门被轻
轻推开，爸爸披一身雪花走了进来……

那时的爸爸还很年轻，在离家十
里外的县城高中做教师。每天下班
后，送别了每一位学生，爸爸才回家。
那时候少有自行车，爸爸只能徒步回
家。夏天尚好，冬天天寒地冻，风雪载
途，其间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大概是五六岁的样子，我趴在窗
台上，外面雪花飘零，一片一片，簌簌而
落。很快，地变白了，人们的屋顶变白
了，远山变白了，树尖也变白了，天地间
白茫茫的一片。人们早早地挂上了厚
厚的窗帘，插上院门，一家人围坐在暖
炕上，聊天闲话家常。街上寂无人声，
只有几声零星的犬吠，把无边无际的黑
暗和寂静撕开一道伤口，很快，伤口愈
合，黑暗吞噬了乡村，寂静包裹着乡村。

这时，玻璃窗上已结出了厚厚的
一层霜花。霜花美丽而斑斓。我长长
地呵一口气，霜花慢慢融化了，露出一
个小小的圆点，好像邻居妹妹脸上的
小酒窝，再长长地呵一口气，酒窝更大
了。我用胖胖的手指把融化后的水和
周围的冰抹去，玻璃洁净明亮，可以模
糊地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妈妈坐在灶间，把炕烧得热热的，
锅里是给爸爸烧的洗脚水，笼屉上是给
爸爸热的饭。妈妈一边拉风箱，一边侧
耳聆听外面的动静，脸上是担忧的神
情。

这时，只听院门“吱嘎”一声，院门
被轻轻推开了，模糊中，一个熟悉的身
影走了进来。

“是爸爸回来了！”我欢喜地叫
着。妈妈停止了拉风箱，脸上绽放着
微笑，那双秀美的眸子明亮，闪烁着喜
悦的光芒。妈妈起身向屋外走去，与
推门而入的爸爸撞个满怀。

爸爸完全成了一个雪人。帽子
上、衣服上、鞋子上都落满了厚厚的雪
花。妈妈拿了笤帚给爸爸扫雪，我则
站在炕上用小手去捂爸爸的脸。爸爸
搂住了我，用他冰凉的嘴唇在我的鼻
尖上轻轻一吻，我咯咯咯地笑起来。
妈妈笑了，爸爸也笑了，屋子里立刻春
暖花开，变得妩媚明亮起来。

妈妈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爸爸
一边吃，一边检查我背诵古诗的情
况。妈妈坐在一旁，目光像多情的蝴
蝶，一会儿落在我的脸上，一会儿落在
爸爸的脸上。

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雪好
大，已染白了爸妈的头发，压弯了他们的
腰身。而我也步入中年，从家乡那个
温暖宁静的乡村走出辗转到了异
乡。现在，我是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
流，让我回到从前，回到无数个寂静
而寒凉的夜晚，和妈妈一起等待爸爸
回家。

恍惚中，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我
仿佛看见爸爸披一身雪花，微笑着向
我走来……

□张燕峰

风雪夜归人

世界那么大，喜欢旅游的人都想
在有生之年能多去一些地方。所以，
凡是去过的地方，很少有人再规划到
以后的旅程里。我却不这么想，去过
的地方只要我喜欢，认为有特色有品
味，我便会选择在不同的季节一次又
一次欣然前往。浙江省的中国文化古
名城绍兴，人杰地灵，文化底蕴纯厚，
景点众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曾
先后6次到这里旅游。绍兴的园林，绍
兴的山，绍兴的水，绍兴的桥……留在
我心底的是一份别样的心情和感受。

说起绍兴，很多人是再熟悉不过
的。鲁迅笔下的私塾“三味书屋”，那
个时候小孩子们的乐园“百草园”，以
及埋藏着宋代伟大诗人陆游无尽忧伤
的沈园，古代书圣王羲之谈文舞墨的
鹅池和巍峨的大禹山，以及驰名中外
咸亨酒店，千年历史古镇“鲁镇”，真山
真水的鉴湖……

我第六次去绍兴，是为看望老朋
友，而第六次游览绍兴却让我感受到
这里河水清幽静卧古桥的美。

说实话，我对于桥的一知半解是
来自于我国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
的大作《中国石拱桥》一书，中华民族

的智慧在桥梁建设方面让人惊叹不
已。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绍兴，水
道纵横，古桥也是随处可见，河街相辅，
庭院人家枕河而居，桥便像母亲手中的
线，将这座古城串联在一起。

有人说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
物馆，我便轻声慢步行走在这座古朴的
城市，桥多是绍兴的特色。有用几块石
板搭起的最简单的桥，有高高拱圆形的
石花桥……我沿着一条蜿蜒的小巷，不
经意间看到一座名叫“八字桥”的桥。
该桥形象生动，两边像个“八”字一样横
跨两岸。这座桥始建于南宋时期，桥的
两边，现代化的脚步似乎在这里停歇，
不像其他城市，很多古朴的景点早已被
商业化的叫卖声覆盖。在这里，桥两岸
只有那些悠闲的老人品茶闲聊，或是中
老年妇女们忙着摘菜、淘米，有的小孩
子坐在桥边玩耍、看小人书……因为这
座桥，时间似乎停留在了过往。

站在桥上，我的思绪飞回到南宋
那个文风鼎盛的时代，仿佛在桥上看
到书生们赶考的身影；我看到那一艘
艘乌篷船，或载着游客，或载着新鲜货
物，带着满脸微笑的船夫从桥底缓缓
穿过……

□殷修武

品不够的绍兴

幼承家学，喜诗赋，好笔翰。 无
奈俗事羁身，搁置一旁，年久矣。 岁
月渐进，对书法愈加难以释怀，于是心
生波澜，转而笃行。时无暇日，临池不
辍。并诵读文史，以富学养。是已经
日，勤勉有得，然终有限。

孔子之圣，尚师老聃，右军只能，
尚师卫夫人，况普通人乎？欲求艺进，
必求师。

书法之师，当为二人：古人、今人。
师古人者，不见其人，只观其迹，探讨
玩索，多费气力。今人师，口讲手授，
耳提面命，指正督责，日见精进。甲午
金秋，枕溪先生在皖开坛授业传道，闻
此讯，心喜不已。仰慕先生已久，能入
其门下，实乃幸事。

枕溪先生，名王金泉。当代书坛
实力派书家，五体皆擅，尤其行草，笔
随意走，摇曳多姿，变幻莫测，令人叫
绝。先生学养深厚，为人谦和。书品

人品俱佳，受人人尊敬。得先生厚爱，
能入其门。

一年来，在先生指授下，研习褚遂
良楷书和王羲之行书。知水滴石穿、一
曝十寒之理，含豪吮笔，不敢懈怠。蒙师
点拨，顿开灵性，惭悟真诀。心追手摹之
时，积有所得；耳濡目染之际，技益精
进。学书陋见良多，撷取几则，共勉之。

学书当“厚积”。书法而言，宜乎
日积月累，忌浅尝辄止，所谓“笔秃万
支”“笔冢成山”。 自甘寂寞，解各家
各派风格，取诸家之长，融会贯通。《书
谱》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书法
之外，当旁涉他科，文史哲等，增己学
识，丰厚底蕴，求高深广博之造就。

无意于佳，乃佳耳。 此乃东坡
论书句。“厚积”是“有意于佳”，“有
意于佳”只是基础，“无意于佳”是境
界。古人之函牍笔札，挥洒流利，富
有神韵，无布排设计之痕，但艺术美
感斐然可观。书者应思之，领会之
际，皆有可能意笔交融，心手两忘，成
就佳作。

学古而不泥古。学书师承古人，
重法度，得精髓，此为要义。自有在浩
如烟海历代经典法帖中探幽发微，寻觅
契己情性的风格，或典雅纯朴、或粗旷
雄强、或清简婉约、或俊逸自然……再
切合时代审美感，创作出符合时代特
色又有个人风貌的作品。

□黄 芳

学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