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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忙不过廿四，债不过小年。”过了
腊月二十四，外出打工的人陆陆续续回
家过年了。在过去，外出谋生的人可不
多。可在我们村庄周边，不少汉子都会
烧窑砖这门手艺。每逢秋收过后，成帮
结队推着一辆独轮车外出谋生。到了
岁末年关，和东家结账后就起身回家过
年。

临近春节，祖母就会在路边等候。
生火做饭的时候，只要看见灶火“呼呼”
燃得旺，祖母告诉我们说，家里一定会
有客人来，我对祖母的话半信半疑。只
要听到独轮车轱辘“咯吱”的响声，就会
跑出来，看看是不是爷爷回来了。要是
看到不是，祖母就会向随行的人打听爷
爷的情况，得知爷爷的行程后，祖母每
日在村口翘首以盼。每次祖父回家，都
会带来不少年货，我们小孩自然满心欢
喜。

以后，偏僻的山村也通了公路，简

易的公路上跑起了汽车。父亲到几百
里之外的矿山上班。每年春节也是我
们小孩最为高兴的日子，我们掐着手指
头算着过年的时间，也算着父亲的归
期。每回父亲从单位回家过春节，都会
带单位发放的年货福利，这也是我们所
期盼的。在过去，通讯不发达，全靠书
信传达信息。父亲每次回家过年，他都
会提前写信回家，告知何时能放假回
家。临近春节，我和母亲就经常守在马
路边上，看到有班车经过，都会在驻足
停留，看看班车是否停下。有时班车停
下，却是同村的人，要是没有看见父亲
的身影，内心深处好一阵失望。也有惊
喜的时候。那年，我和同伴们在马路上
玩耍，一辆拉砖头的货车在前面“嘎”地
停了下来，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个人，从
背影看好似我的父亲，但又不能确认，
等走近一看，果然是父亲。

可不是吗，每年父亲回家过年，都

要挤班车。过年回家的人多，归乡心
切，大家都往班车里钻，这时的班车就
像一个闷罐，挤得人手脚都动弹不得，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次父亲带
回来的香蕉和橘子等到家一看，全都挤
成了果汁四溢。父亲拿着一堆破损的
水果，无奈的苦笑了一番。

九十年代后，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渐
渐多了起来，南下广东福建淘金。一年
当中基本是在春节回家。渐渐地，村里
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庄仿佛被掏
空，昔日热闹的乡村变得死气沉沉。村
庄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每到过年的时
候，成批的打工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往家
里赶。交通一度瘫痪，有的人回家心
切，思亲心急不远千里骑上摩托车连日
奔波，奔跑在雨雪中，只为了早点回家
和亲人团聚，年迈的父母亲和年幼的孩
子也同样期盼着。马路上的车也多了
起来，一辆又一辆接踵而至，塞得满满

当当的客车喘着粗气在村口停下，从车
上挤下拎着打包小包行李的人，落了
地，故乡就在眼前，心也就踏实了。四
目寻找，故乡依旧如此，只是迎接他的
孩子又长高了不少。大家肩挑背扛把
大小行李包往家里去。自家的院门外，
年迈的双亲拄杖翘首而望。归乡的游
子丢下手中的行李包，紧紧抱住挚爱父
母相拥而归。那是久别重逢的聚首，也
是血脉亲情团圆。

而今，生活富裕了，道路也修得
宽敞了，家庭小轿车开进了千家万
户，回家的归途不再那么艰难和遥
远。而春节又是一个阖家团聚的日
子，不管路途有多远，也不管又多少
艰辛，都要携妻带子回家过年，因为
中国春节充满了喜庆团圆，乡愁挂念
的节日，只有归来吃上一口母亲做的
家乡菜，喝上一杯家乡的米酒，便醉
在浓郁的乡音里……

年是一枚乡愁的印章
□江初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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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气温降得比股票崩盘还可怕。窗
外的风怒吼了半宿，一片片鹅毛似的雪花骑
着寒风的骏马，凶横地冲锋着，七彩的世界
渐渐沦陷，白色的国土疯狂地扩张，天明时，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了雪花的界碑。

四季轮回，唯有冬天的性格最为乖
戾。春天的花是娇媚的，似豆蔻年华的少
女；夏季的雨是火暴的，似满脸胡茬的大
汉；秋天的果是沉稳的，似饱经风霜的老
人。只有冬天，冬天的雪是单纯的，是活泼
的，是豪放的。

它给青苗盖上棉被，它给大树穿上银
袍，它给小河抚平皱纹，它给高楼戴上锦
帽。世界安静下来，它们只有在冬雪的安
抚下才能平静地睡去，哪怕是脾气火爆的
瀑布，也收起桀骜的浪花，凝固在垂直的悬
崖之上，恬静地睡着了。是啊，忙碌了大半
年，谁不想好好休息一下呢？世间一切，都
默默接受着飞雪的馈赠。

孩子们也喜欢它，寒风挡不住一颗热
闹的心，雪才下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情就激
动了，天一亮，孩子们就麻雀一样飞出自己
的家门，踩着无边白色的厚地毯，听着脚底
雪粒的磨擦声，他们蹦着跳着，追着赶着，
就算摔倒了也无所谓，有厚厚的地毯保护
着他们呢，摔一跤，就像倒在柔软的掌心一
样。雪球在空中穿梭，雪人从地面站起，孩
子们的笑声就随着雪花在天地间飞舞。这
个时候，雪花似乎就更加快乐、更加得意
了，它更浓了，更密了，像满天的蒲公英，像
纷飞的柳絮，像飞舞的火焰！

大人们也喜欢这场飞雪。羽绒服和
围巾在衣柜里珍藏了大半年，现在终于
结束了憋屈的生活，扬眉吐气了，它们在
雪地里鲜艳着，倒像在飞雪中盛开的一
朵朵鲜花，那飞舞的雪花，莫不是被花朵
吸引的玉蝴蝶？路上的人们相遇了，一
脸笑容，说话之时，唇外仙汽升腾，发梢
冰花晶莹，脚下玉街生辉，树上冰棱倒
挂，这不是传说中的仙境吗？

小时候，我不懂雪的力量为什么这
么大，能在一夜之间统治世界，后来，一
位文友以诗告诉我，雪花等待的时间太
久太久，雪花开放的时间太短太短。我
瞬间明白了，四季可以有雨，四季可以有
风，四季可以有花，但雪，只属于冬天的
珍藏。雪，是四季最疼爱的小女儿，只有
冬天才有出门玩耍的机会，所以，它才疯
狂地玩耍，疯狂地改变世界，以冰冷地躯
体疯狂地释放对天地的热爱！雪花啊，
你一生只开一次，只美一回，很快，你就
会化为水滴，再次融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再次寂寞地等上一年，所以你才这么恣
情、这么疯狂、这么豪放！

豪放的雪花
□林 丹

在我们家，真正感到年味的就
是那满屋子浓浓的墨香。

每年过了腊月二十，能写一手
毛笔字的父亲就支起桌子，拿出笔
墨纸砚开始写春联了，这一写就要
持续到大年三十。

从我记事起，年前的那几天里，
我们家屋子里到处晾晒的都是大红
春联。那时，村里本来识字的人就
不多，会写毛笔字的就更少了，几乎
满村子的人家都来请父亲写春联。

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也都不会
空着手来，除了买来一张红纸，还带
来一盒烟或一包糖什么的，父亲起
先推辞，后来老说觉得絮叨，也就笑
纳了。笑纳了父亲也不用，因为父
亲不吸烟，就分散给了每天晚上来

串门聊天的人。
父亲的春联写得龙飞凤舞，许

多人看了都说好。其实，父亲的春
联也就写那么几幅，什么“大门外
青山绿水，家庭内孝子贤孙”、“ 风
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六畜兴
旺年年旺，生猪满圈季季肥”、“烹
煮三鲜美，调和无味羹”等，以至于
全村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成了一
个模式。

那些天里，父亲从早晨开始写，
一直要写到晚上，家里的床上、凳子
上，桌子上到处是晾晒的大红春联，
闹腾得整个屋子红彤彤一片。有些
不识字的人家来取春联，父亲就在
上下联上用铅笔标注上记号，嘱咐
人家别贴倒了。看人家取了春联喜

滋滋走了，父亲就像是完成了一次
作业，笑得很得意。

直到除夕那天，父亲才开始写
我们家的春联。这天，贴完了我们
家的春联，我还要去给村里的五保
户张奶奶家贴，并送去一些糖块和
年菜，张奶奶就乐得对我夸了又夸，
夸得我心里美滋滋。

大年初一，父亲总喜欢到街上
打逛，见了人一边热情地打招呼拜
年，一边兴致勃勃地看着家家门楣
上的春联，他神情特有成就感。

现在，尽管集市上有了风格
不同、花样繁多的印刷春联，到了
腊月二十，父亲依然铺开摊子写
春联。村里人除了少部分人去买
印刷春联，大多数的人家还是来
请父亲写。父亲总说，不写春联
好像就不是过年。乡亲们也说，
不贴父亲写的春联好像就没有了
年味。

墨香年味
□魏益君

曾经，在撒哈拉沙漠，人们的穿
越，是需要仰仗骆驼的。

无边的大漠，一峰峰骆驼不辞
劳苦，缓慢行走在起伏不断的沙丘
上，载着珠宝、盐、布匹和工艺品，从
南方到北方，从远古到现代。

欧洲人发明了大帆船，这些船
可以绕开撒哈拉，到达非洲的东部
和亚洲的西部；法国人在沙漠最先
开发了公共汽车服务，但只限于卡
车网内，且需要十分的小心谨慎；还
有特别装备的机动车，比如沙漠摩
托，不过是旅游业应景而已。

但听说，由驼队走出来的商道，
有的至今还在使用。说是运盐。沙
漠的腹地，还有不被人知的原始部
落。骆驼仍然是沙漠不可或缺的交
通工具。

我对撒哈拉的肤浅了解，一半
来自秋暮时节驼背上的行走，一半
来自近两日重读的三毛系列撒哈拉
故事。之所以在网上搜索出这些文
章，皆因回国后对撒哈拉的念念不
忘，我迫切需要多了解，我在生活中
一直“扮演”着记录者的角色，即便
穷其所能，也要向周围人描摹着一
个女人可怜的见识。

重读，对人物、场景就有了具象
化。

不过是时间跨了四十多年，文
明程度往前迈了一大步。

潜意识里，很容易就把我遇到
的人，想象成书中人物。比如为我
们牵骆驼的人，旅馆里的击鼓手，车
站半蒙面的“恐怖分子”……而《哭
泣的骆驼》里的沙伊达，我拿在摩洛
哥遇到的最美女子去比较；巴西里，
我想象就是行程中最帅的导游；那
个十岁的新娘姑卡，又与我在飞机
上遇到的女孩“撞脸”了。

我们跟团“穿越”的地方，离阿
雍小镇有多远？未可知。但人种、
宗教信仰、民风民情、乃至人的性
情，应是大致相同的。

骆驼生性温顺，样子呆萌，中途
休息时，会“活动”一下大牙齿，咀嚼
着从胃里倒出的食物，却无多少体
味。彼时，我在它的背上，周遭一片
宁静，岁月恬淡安详。

为我们这一队牵骆驼的人，穿
深蓝长袍，缠浅咖遮面头巾，眼窝很
深，鼻梁挺拔，仔细瞧，竟是位年轻
漂亮的女人。她拍骆驼的肚子，骆
驼就跪下前腿，再拍，又跪后腿，等
游客骑上，倏忽一下站立起来。有一
匹骆驼闹情绪，怎么都不愿跪下，还
冲着女主人呦呦嘶鸣，它是累了，还
是犯倔？女主人显得很没面子，却依
然骄傲着。三毛文章里数次出现的
句子——你伤害了我的骄傲！撒哈
拉的阿拉伯人（即撒哈拉威人）是强
悍且骄傲的，他们的祖先用锐器征服

了撒哈拉的伯伯尔族人，用智慧在不
毛之地开辟出一条条商路。

驼队等着出发，这匹骆驼又不
肯配合，这时，有个美国女人主动挑
战了，众目睽睽之下，女人终是神气
地骑在骆驼背上。

骆驼若不配合，人类又怎么去
征服沙漠？

我们一行四个骆驼队，每队的
骆驼，相互间绳索制约着，蜿蜒向
前，像支沙漠里的迎亲队伍，可谓壮
观。路是熟路，以骆驼粪为标记。
满地的骆驼粪，沙漠的清道夫屎壳
郎呢？据说季节不对了，它们或冬
眠，或等投胎转世，也未可知。日头
势弱，轻沙扑面，天地间皆苍黄之
色，茫茫无际。眼睛有点受罪，我后
面的骆驼又总是咬我这一匹的屁
股，我只好跟着骆驼一起扭。

晚上，撒哈拉威人，也就是那几
个牵骆驼的，燃起了一堆篝火，一边
击鼓，一边与游客们热闹着。这些
游客来自七八个国家，互不相识，情
绪未被完全点燃，火便熄灭。其中
一位撒哈拉威男人，搂了我的肩，我
以为他想要小费——像三毛笔下索
要东西的讨厌的邻居，即刻甩开
他。而此时，我儿子过来了，警惕的
像只猫一样，对视着山鹰般的眼
神。二十三岁的孩子，已知道要保
护女人，这女人包括他半老的母亲。

其实，我们是误会了，那个男人
是想为我拍照。这张照片现在储存
在手机相册里——站在月亮地里的
我，面含微笑，用手握着天际的一枚
小月亮。

撒哈拉的骆驼
□臧玉华

佳人如雪，雪本佳人。雪，冰清玉
洁，纯洁无瑕，实在是一位曼妙佳人。

朔风吹起冬季的序曲，雪躲在季节
的幕后精心梳妆。只需要一片云的牵
引，她就会姗姗地来赴一个一年一度的
约定。她舞起了婀娜的舞姿，拥向广袤
的土地。雪是北方有佳人中的“佳人”，
一出场便会演绎一场旷世绝恋。有谁见
过如此倾城的爱恋？有谁见过如此深挚
的柔情？整个世界全都在她圣洁的覆拥
下沉醉、安然。

雪本佳人。雪，花一样美，精致的六
角形，宛如精心雕琢出来的美玉；她亮白
如银的脸庞，剔透如玉的妆扮，小小鸟儿
一样飞旋灵动的舞姿，都让人一见倾
心。雪为北国而生，为北国而落。北国
的山川河岳，北国的土地林湖，何其幸
运！在静默的大雪中，世界便进入一个
冬天的童话。童话里，有莽莽苍苍的洁
白，有无边无垠的澄净。

雪本佳人，只可远观，不可唐突。否
则，她会留下一个回眸浅笑，消失得无影
无踪。在雪花飘飞中慢行，千朵万朵雪
花落在你的发梢，吻上额头，或者在你的
睫毛上挂一帘幽梦。多么让人欣喜！真
想回敬她一个吻，可是还没等你抬起头

细细看她，她就害了羞一样不见了。她
去哪儿了？倚门回首，却落在一树红梅
上，愈发美艳动人。

还记得《红楼梦》中“琉璃世界白雪
红梅”吗？一场大雪把大观园装扮得那
么美，一群佳人聚在一起，咏雪赞雪，踏
雪赏梅，好不热闹。这些聪慧的女子，莹
洁剔透，分明就是雪的化身。她们也会
为雪而歌：“入泥怜洁白，匝地惜琼瑶”

“皑皑轻趁步，剪剪舞随腰。”雪是她们的
魂，纯净无暇。

雪本佳人。千年万代，雪一次次入
诗入画，或者点缀在各种艺术品中，是艺
术长廊里最精妙的绝代佳人。

听，诗人在吟唱：“给我一片雪花白
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
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
雪花白……”一唱三叹。我在想，诗人的
故乡，一定有位雪一样的佳人，隔着天
涯，向他吹响了思乡的笛声。不然，他为
何呼唤得那般深情。梦中的佳人，可曾
听到远方的呼唤。雪落有声，那是属于
北国的天籁，是情人悄悄的耳语。

雪本佳人，她轻盈灵秀，蕙质兰心，
风华绝代。远远地欣赏，静静地凝望，在
一片洁白中，一醉千年……

雪本佳人
□马亚伟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处在中国
冷暖循环曲线的极寒处。那一年冬天，
会稽大雪，几日后晴肃。窗棂光明，白雪
红梅，鸟雀喈喈。小厮推园门而入，后领
一人，沙沙踏玉而来。雪光耀眼，羲之眯
眼辨识时，那人已走近，原是山阴张侯的
家丁。

“先生，我家大人得好墨一块，特吩
咐小人送来。”家丁躬身笑道。

羲之接过。果真好墨！但见其坚如
玉，其纹如犀，铿铿然，敲之有金铁声。
羲之忙躬身谢过，家丁忙侧身惶恐，连称
不敢。羲之着小厮磨墨。顷刻墨香弥
散，墨色莹然而黑，竟似缓缓流动。羲之
大喜，润笔蘸墨，小厮见状忙铺纸，与张
侯家丁相视一笑。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
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三行，二十八字。起笔四字是潇洒的
行书，愉悦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问候之
后，他按捺住了情绪，几个风神流盼的行
楷，写快雪，写心喜。继而以行、楷写事，
最后再以近乎行草的“羲之顿首”结束，完
美呼应。点画藏锋，圆劲秀雅，结体平稳
匀称。不疾不徐，大气深稳，意致优闲逸
裕。或动而止，或止而流，质朴内敛，风华
内肃，却又溢出抑制不住的潇洒风神。

天地澄然，内外皆莹然冰雪。三人
不语，唯听鸟雀呼晴，雪落梅花。

“先生的字，已与兰亭大不相同。大
人见了，不知该怎样欢喜。”

吹墨干，卷起，家丁拜谢，郑重持去，
一去千年。之后，世事苍茫，魏晋风流雨
打风吹去，留下的寥寥二十八字，留住了
时间，被历代视为珍稀，赵孟頫、刘赓、护
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
梁诗正等人都忍不住题跋。乾隆帝更是
爱不释手，将王羲之《快雪帖》、其子王献
之《中秋帖》、其侄王珣《伯远帖》并称“三
希”，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时常赏玩，

“得意辄书，无拘次第”，兴则题写盖印。

为题写方便，原本23厘米长，14.8厘米
宽的帖子，被乾隆增至5.5米，五十余年
间，乾隆题写70多处，如同今日“弹幕”，
字数达到万余。盖章178个。

这些都是身后事了。
今又岁末，雪意逼近，翻开《快雪时

晴帖》，那28字，旧了，微寒。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

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
张侯。”解释纷纷，可归纳为两种：

其一。“王羲之拜上：快雪过后天气
放晴，甚妙。想必你可安好。事情没有
结果，心里郁结，不详说。王羲之拜上，
山阴张侯启。”

其二。“山阴张先生你好，刚才下了
一场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
切都好吧！上次的聚会我没能去，心里
很郁闷。你家送信的人说，不能在我这
里多停留，要赶快回去，那我就先写这些
吧。王羲之敬上。”

仔细读来，觉得断句别扭，“想安
善”，不是古人的句法，或者当如此：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
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
张侯。”

王羲之拜上：快雪之后速晴，琉璃世
界，风物佳美，真令人清发妙想佳思。那
件事我想安善解决，惜未能遂愿。但请
您放心，我当勠力尽心。就写到这儿
吧。王羲之再拜。山阴张侯启。

写这封信的王羲之，已经归隐金
庭。虽说他“素自无廊庙志”，但实际上
他是因为中军将军殷浩的失败，不堪同
宗王述的刁难而不得不退出政坛的。山
阴张侯是谁已不可考，他一定是他的朋
友，一定是有什么事请求帮忙，但今非昔
比，王羲之并未办好。是以，逸兴遄飞开
头之后，转为凝重的端肃，却又难掩天性
中的飞扬，时有光亮。

明代鉴赏家詹景凤说：“味之深不可
测。”是读懂了王羲之。

快雪时晴
□董改正

腊月时光，母亲更加忙碌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腊月里的母亲像一

只不知疲惓的马骡，忙碌着一家人过年
必须的吃穿琐事，奔走在亲戚们的人情
来往之间，对邻里老少也给予不少特殊
的关爱，比如在除夕夜给孤寡老人送上
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比如在过小年时，
把没娘的孩子接到家中来，为他洗涮，还
给他吃糯米粑粑和甜香的汤圆。

小年迎灶神之前，母亲指挥着一家
人忙开了，她让父亲带着哥哥们扫门梁
屋头上的灰尘、蛛网，自己带着姐姐们洗
被单、窗帘、柜子、桌椅、面板……因为我
年龄最小，所以什么事也不干，跟着母亲
后边屁颠屁颠的，有时还哭闹着撒娇。
每当此时，母亲总是哄着我说，腊月里的
街市可热闹了，你去玩吧，还赏给我几分
钱说，去外边买吃的。

每年腊月，母亲都说，为了让年的气
息在我们家更加浓郁，全家人都必须做
新衣过年穿。早些年的新衣，都是母亲
平时积攒下来的布票买回来的大白布，
再把它到染房里染成蓝灰色的给我们做
新衣，也有染成那种现在看来红得令人
发憷的红色给姐姐们做新衣穿。新衣是
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腊月里的母亲，白
天马不停蹄地奔走，晚上却又要挑灯夜
战，那灰暗煤油灯盏微亮光影里的母亲，
让我至今想起来感觉心寒和怜爱，可是
又有一丝幸福和温暖。

在我的记忆当中，母亲的腊月时光
是淡不了、化不掉的陈年酒香，历经沧
桑，在内心发酵，变得愈发香醇甘冽。父
亲曾经幽默地说，母亲是我们家腊月里
辛苦大戏的总导演，也是主演和策划，还
是负责总后勤的勤务大兵。母亲听了，
笑着说，我既是水手也是船长，谁敢不听
我的，让谁吃不了兜着走。

在腊月三十那天，母亲最忙碌了，不
仅要准备年夜饭，还把准备好的年货都
做出来，比如米糖、花生、瓜子、油炸锅巴
等过年用的零食糕点。

腊月的红火，对于母亲来说是孩子
们身上崭新的衣裤鞋袜，是锅灶上丰富
多彩的油盐酱醋和鸡鸭鱼肉，是红烛、春
联、爆竹、年糕和招待客人的烟酒糖茶，
当所有年货全部备齐了，她的内心还不
能踏实下来，因为舒坦和享受永远只属
于亲人和来客，她在平时的劳顿中是一
只骆驼，而在腊月时光，她不停地旋转成
了陀螺，一只无法停下来的生活机器。

不同年纪的母亲在不同腊月时光的
记忆虽然不同，音容一年年变老，可是不
变的是她的微笑和辛苦，还有在穷苦中为
一家人追求亮光、希冀和欢乐的心灵。我
常想，母亲在腊月阳光下举晒着衣物和腊
味，她脸上浸染着阳光的味道，是辛苦的
腊月给了母亲无限的幸福，是她在腊月辛
勤流淌的汗水，给我们最甜美的食物享受
和生活美酒般的生命回味。

母亲的腊月
□鲍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