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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唱歌的知了和跳舞的麻雀
一瞬间消逝得无声无迹
我在空旷的乡村
见到久违的稻草
零散地卧在大地的心脏上
温暖的阳光穿越潺潺的流水
我知道这是季节的车轮
滑过时空的光影
它把万物罩住，又一声不发

我看见城市大厦墙上的光线
温柔，温暖，温馨
这个时候我更喜欢阳光的气息
丝丝缕缕，无孔不入
我开始静下来
面对一切悲欢，抑或向往
我总会在阳光下看见
另一些事物歌唱舞蹈
不为人知，心平气和

□叶志勇

冬天的光影

我没有去过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然
而它在我心中却有着一种特殊的记
忆。有时候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似乎
就想起了什么，意念中就会产生一种辽
阔的气象，仿佛看到蔚蓝的湖水中荡漾
着几朵白云，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有几只
白色的鸟儿在自由自在地飞翔……

原因可能还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读过的一篇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引
起的。那篇文章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朱
光潜先生在1948年写的，题目叫《敬悼
朱佩弦先生》。文中有这样一
段话：说他自己与朱自清、叶圣
陶、夏丏尊、沈从文等这批中国
近代史上的文化人，20世纪20
年代中期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
晖中学教书，情同手足。还说
大家都是在白马湖畔悬起了自
己的职业理想，并终身为之奋
斗。朱光潜先生说自己的第一
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就是在
白马湖畔这些朋友的鼓励和支
持下完成的，这是他事业的起
点。

也许就是这段读书的记
忆吧，我一直以为白马湖是一
处极美丽的去处，是孕育美学
家、文学家、教育家的地方。
记得朱光潜先生在那篇悼文
中说，当时在春晖中学的一批
朋友相处不是很久，可是在这
短促的时间里，大家奠定了很
长久的友谊。他还说，我们那
时向往的是“自由式的教育”，
就是“特别注重启发与感化，
想针对当时中等教育流行的
弊病加以纠正”。他说，他们
当时的教学想法和春晖中学
的管理是有冲突的。我读这
篇文章的时候还是师范大学的学生，
对他们的教学主张颇有感触。现在想
来，他们那时对教育和教学方式的探索
依然很有价值。白马湖，自然成了我精
神上的一份牵挂！后来我又陆续读了一
些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朱光潜先生自称
是“安徽桐城人”（其实他是枞阳县麒麟
镇人，因枞阳原为桐城县下辖的一个
镇，因此也可以说是桐城人）。但是我
从没有看到过他像桐城派文人那样用
古文写作。相反，朱光潜先生一生都是
用纯正的白话文翻译介绍西方美学和
西方化，用纯正的白话文著书立说。他
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有力的推
动者，不光是提出学术主张的人，而是

那些擅长用白话文写作的人。在语言
风格上，他继承了“桐城派”语言表达力
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清真雅正”的
特点。学术界普遍认为朱光潜先生以
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
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
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
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并且
自成体系，成为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
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家。朱光
潜先生是枞阳县人，而枞阳县现隶属

于铜陵市，我自然对他笔下
提到的人、提到的事、甚至地
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
想到浙江上虞去看看白马湖，
看看春晖中学。

然而，白马湖至今未去，
春晖中学究竟怎么样，我也
无法猜测。后来我又读到了
一篇关于白马湖的文章，那
是夏丏尊先生写的《白马湖
之冬》，说“当时的白马湖是
一片荒野，春晖中学周围三、
四里地没有人家，校舍和住
宅极其粗糙，风从窗缝中来，
分外尖削。全家人吃过晚饭
就钻进被窝，静听寒风的怒
号，湖水的澎湃”。他说，“我
们那时就在那样的环境里，
感受萧瑟的诗意，把自己拟
作山水画中的人物，做种种
幽妙的遐想……”

白马湖就是那些人的奇
思妙想中成了我心中诗化了
的地方，成了我幻想中最美丽
的地方。我忽然又想起了孔
子赞扬颜回的话：“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忘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怪不得朱光潜在悼文中感叹朱自清先
生一生“得诸孔颜的多，得诸老庄的少”
了。

是啊，一个地方不管多穷、多偏，只
要它孕育出一批有理想、并为理想奋斗
的青年，那里就能呈现出玉宇澄清、高
远恢宏的气象；一个人不管处境多么艰
难，只要能在那里真正挂起事业风帆，
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自然成
了生命中最美好回忆。

这是我青年时代读书的记忆和感
悟，几十年过去了，任岁月飞逝、时光流
淌，却难以忘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
内心深处对理想和理想精神的一种珍
视和追慕。

□金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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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冬至不端饺
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冬至吃饺子是
习俗，母亲很重视这个日子，在她看来，
吃饺子是对三九严寒天的迎接和准备，
要带给家人温暖与慰藉。而我记忆中，
只有一年冬至我家没吃饺子。

那年年初，我家因为盖新房子借了
亲戚朋友一些钱。我们这里还有句俗
语：“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欠债
的还钱。”一般腊八之前，就要把欠下的
钱还清。冬至离腊八不远了，眼看就要
到还钱的日子。父亲和母亲每天都要
去城里卖菜，攒够了钱就赶紧还账。

冬至前夜，母亲对父亲说：“明儿冬
至，要不咱不卖菜去了，歇天，包饺子
吃。”妹妹听说要包饺子，立即欢呼起
来：“吃饺子喽！”父亲却毫不迟疑地说：

“不行！咱答应尽快还六叔家的钱了，
到时候还不上咋办？明天还得去卖
菜！”母亲见我和妹妹吃饺子的愿望很

迫切，说：“不差这一天。”父亲态度却非
常坚决：“卖菜这事说不准，谁敢保证天
天生意都好？一天都不能耽误。不然
还不上钱，我没法跟六叔交代。”父亲说
没法跟别人交代，其实是没法跟自己交
代。那时六爷不会催着父亲还钱，但父
亲把信守承诺放在第一位，不按时还
钱，他会心里不安。母亲了解父亲，同
意他的安排。

冬至那天，干冷干冷的，风像刀子
一样锋利，掠过脸颊都有些疼。母亲早
早收拾了满满一小拉车蔬菜，白菜、萝
卜、大葱，都是自家种的，每年冬天都要
像蚂蚁搬家一般，一点点运到城里卖。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拉着小拉车出发
了。母亲跟在小拉车的后面，使劲帮父
亲推着车子。父亲和母亲都使劲弯着
腰，小拉车很吃力地前行。他们这样的
姿势，多年里一直雕刻在我的记忆中。

父母卖菜，我和妹妹上学，那个冬

至与往常的日子一样。中午我给妹妹
煮了点面条吃。下午放学后，父亲和母
亲还没回来。妹妹忽然吸吸鼻子说：

“姐，二红家吃饺子呢，我闻到香味儿
了。”我使劲闻了闻，果然有饺子香飘
来。四邻都在吃饺子，唯独我家没有饺
子可吃，这个冬至过得太没滋没味了。
都说“冬至如大年”，可我家没有一点气
氛。我开始想象父母拉着小拉车在城
里卖菜的场景，他们走街串巷，从一栋
楼到另一栋楼。冷风呼啸中，父亲忙着
给人称菜，母亲给他打下手。母亲是个
非常怕冷的人，她的头巾包裹的严严实
实，可脸还是冻得红红的。

想到这些，我招呼妹妹说：“咱给爸
妈做饭吧！”我会做的饭只有煮面条和
熬红薯粥，于是就熬了一大锅红薯粥。
然后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做白菜炖粉
条。那是我第一次做菜，因为平时总帮
母亲做，做起来并不觉得吃力。很快，

我和妹妹把饭做好了，热热地温在锅
里。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拉着妹妹去村
口等父亲和母亲。夜色中，两个小小的
黑影在翘首遥望。可是，我们左等右
等，他们还是没回来。妹妹委屈地哭起
来，我搂住她安慰。忽然，母亲喊我们
的名字，妹妹立即破涕为笑。他们终于
回来了，带着一身寒气，也带着一身温
暖。父亲说：“看两个小家伙冻得，快回
家！”

回到家，母亲见我做了热乎乎的饭
菜，哽咽着对父亲说：“孩子们长大了！”
吃过饭，父亲和母亲照例数当天卖了多
少钱。父亲兴奋地说：“过几天就能还
六叔了，说不定还能攒点钱让孩子们过
个好年呢！”一家人都很开心。

那个没有饺子的冬至，也很温暖。
多年里，信守诺言一直是我们的家风。
这种家风，是父母传给我们的。

□马亚伟

无饺冬至也温暖

冬湖倩影 李海波 摄

榆树的叶子只落了大半
小河的水仍在潺潺地流
秋天的景色还没写完
冬就如期而至
四季分明也不错啊
我不喜欢模糊的东西
过渡与暗渡的区别在于
季节像流水从不争先
只是冬天说来就来了
我有些猝不及防

莫若母亲的悉心细心
早就作好过冬的预备
一大坛雪里蕻腌好了
三、两筐木炭也被收藏
棉鞋和围脖成双成对
越到冬天越感觉母爱暖暖
冬天款款的脚步
仿佛母亲忙里忙外的跫音
让我思母的泪珠儿
从春到冬，在季节里来回滚动

□乔金敏

冬日款款来

一夜的雪没有给城市留下多少雪
的印记。清晨起来，雪住了，天晴了，
却透着刀子一般的丝丝寒气。

乘着早班的通勤车来到深山里上
班，一下车，就能吸入到冰雪散发出的
气息——寒冷，清冽，舒爽。再一抬
头，不远处的山上披着银装，近处的坚
挺的水杉树干上、宽大的棕榈叶扇上
亦都覆着积雪。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
场雪，它是昨晚开始下起来的，许多人
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了视频，有的人
还配上几句小诗或感慨的话语。记得
有一首歌曾经很流行，叫《2002年的第
一场雪》，虽然十八年过去了，现在拿
出来唱还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尤其
在昨天晚上，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起这
首歌，甚至在心里唱起这首歌。不知
道2020年底的这场雪是否会有人再弄
一首好听的歌出来？

在这个深山里，雪没有留在道路
上，只是挂在树上和保留在山上。这
让我有一些遗憾，我很喜欢踩着雪的
感觉，一脚踩下去，能听到“唧唧喳喳”
的好听的声音，回头看那脚印，就像一
首自己谱写的歌曲，很是让人兴奋。
尤其是在少人的地方，雪将所有的地
面覆盖住，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白色
脚印，便有一种奇妙的美意。

班得瑞的《初雪》，就很好地用音乐
阐释了这样的意境和美妙，这首曲子我
听过无数遍，每次听它时就有一种我独
自身在冰天雪地中的感觉：小溪带着融
化的雪从眼前缓缓地流淌，一朵朵腊梅
绽放开来冷香扑鼻，雪地里有两只兔子
在不停地奔跑，还有一只银狐在追赶它
们，阳光从云层中透了出来，霞光将洁
白的雪映照得如金子一般的闪烁，有一
群鸟儿在光晕中飞来，又飞向远处的山
村，许许多多的的往事像一片片雪花在
心中飘了出来……

我自认是个俗人，但还是愿意顺
其自然地听从来自内心深处的渴望：
在这雪后的天气，我很想走出去，去田
野看一看雪，那里的雪会一望无际，踩
在田地里，我会有秋天里丰收的喜悦；

我还想到郊外的湖边走一走，那里有
残荷，雪后的残荷肯定会有别样的坚
挺，它会让我肃然起敬；我更想走在江
边的夜色中，雪后的江边一定很宁静，
江水里融合了雪水会流淌得更加舒
缓，就会显现出越发宽广的气势；当
然，我肯定想在雪后去爬山，一路上雪
们又会为我留下长长蜿蜒的足印，待
我爬上山顶时，万千气象尽收我的眼
底，我要展开双臂像鸟一样飞翔……

我知道，我还是离不开自己的俗气，
雪后的天气，我亦很想同三两个好友坐
在室内弄一个火锅，天南海北地胡侃，只
要开心就好；我也想早早地躲在被窝里，
捧着一本闲书，看上几页，再扔掉书缩
进被窝里舒舒服服地睡去，待到明天
时，让阳光叫醒我；我还想着趁着初雪
后的寒冷刚刚开始，赶紧去菜市场买
点白菜、豆腐和鱼肉，将食品储藏在冰
箱里，要不了两天它们的价格就要涨
得让人心里难受。如果有朋友约我去
打牌，我也很乐意，大家说说笑笑，会
将一些烦心的事情暂时忘记。倘若得
空，还可以去钓鱼，雪后的天气钓鱼确
实有些冷，但是也更有乐趣可寻，但凡
有点古诗词记忆的人都知道柳宗元那
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在我看来，
那肯定是一场大雪过后，坐在一叶小船
上的老翁岂止是在钓鱼，更是在钓这雪
景呢！当然，也可以学一学古人，在雪后
的清冷天气里约上三两个朋友去访老
友，最好是去一个居家在深山或乡村里
的朋友家，一路踏着积雪，一路欣赏着满
目的洁白，偶尔有一阵暗香袭来，让你一
阵惊喜，如此这般到了朋友家，敲开朋友
家的门，朋友在一阵讶异之后便是惊喜。

“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
晴。”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两句
诗，说的是冰雪融化后，门前的山又绿
了，天气晴朗后，江边的各种花就要开
了。此时此刻，正是冬天的开始，好好
感受一下冬天带来的不一样的美和不
一样的心境，然后，再去享受繁花似锦
的春天，岂不是更快意？！

□杨勤华

雪 后

媒 婆

多年前, 回乡下老家，偶遇一群
在墙根晒太阳闲聊的女人，我一眼认
出当中媒婆那张贴着标签的脸，她是
村上的巧嘴张嫂。

媒婆在旧中国是养家糊口的职
业。张嫂嫁到我们村庄时刚满 18
岁，人很婉约，但说话语速快，思维缜
密，人们称呼她巧嘴张嫂。后来才知
道她妈就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媒婆，她
从小就受到家风熏陶，修炼成又巧又
快的嘴。张嫂第一次当媒婆，缘由是
同村老房家所托。老房中年丧妻，有
一儿已二十好几, 家中无女人收捡、
浆洗，一切杂乱无章。老房思来想
去，就托巧嘴张嫂请她老娘“出山”，
为他儿子谋一媳妇，没料到张嫂的老
娘突然去世，事与愿违。巧嘴张嫂再
三思考之后，决定亲自出马，为老房
儿子谋合媳妇。半年之后，果真为老
房儿子找到了称心的媳妇，老房对她
感激涕零。巧嘴张嫂一时名声大噪，
由此做起乡村媒婆职业，每天门庭若
市，找她的人进进出出。就像现在的
婚介所。

我奶奶踮着三寸金莲，经常去巧
嘴张嫂家拉家长。张嫂知道我家情
况，母亲过世，家里有几个年幼的孩
子，父亲除种好政府分给家人的一份
土地外，其余时间在外帮工。巧嘴张
嫂同情我家遭遇，她在我奶奶劝说下，
答应给我介绍后妈。但是，我得知消
息后，就像遭到了雷击，去她家不分青
红皂白地将她训了一顿。巧嘴张嫂静
静地听完后我的咆哮后，问我为什么
反对？我答不上来……是啊，我为什
么要反对呢？像我这样的家庭应该有
个后妈呀。

媒婆张嫂去世的时侯，我已离开家
乡去铜陵任教, 但我对她一直很是感
激。是后妈撑起了我这个家庭，照顾了
弟妹。使我在家境贫寒的时期，没有中
途辍学，这是后妈及父亲的恩泽啊。

时代不断进步，婚姻恋爱自由，
“媒妁之言”成为小说中的台词，而媒
婆也只能在电视剧相见了。

邮递员

在邮递员这个名字之前，乡村人
叫邮差或俗称跑信的、送信的。他们
都受到乡村人十分尊重，因为在信息
闭塞年代，邮递员就成为人们与家人、
朋友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我业余生活中喜欢写点小文章，由
邮递员一封封地送到报社、杂志社。每
天一定时段，我的耳朵特别警觉，专门
听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正向我所在的
单位驶来。在他送邮件的过程中，我
多次收到印有“中国邮政”的稿费单，
可更多的是退稿信。这里也要点赞那
个时期的编辑用心良苦，篇篇附上退
稿意见，而且大部分都是亲笔所写，提
出修改意见。印象深刻的是我写的70
万字的长篇小说，几经易稿，邮递员也
就几经“接送”，至今我对那位邮递员
认真负责而感动。在上世纪90年代
初，一种借书信往来而发展的交友方
式，被称为笔友。关于笔友，单位同事
曾对我说过的小秘密，他和某中学的一
个女孩以书信的形式交往了两年，在书
信中充满着“ 我爱你”的溢美之词。
这女孩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他和这女孩
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凭邮
递员传递书信，终成眷属。

给我传递书信的那个中等个子邮递
员早已退休了，传递的物件快递员取而
代之，不存在期盼的焦急等待心情，快递
物件一发出，对方就从微信里发图片过
来了。我一直很想写写那位给我送了很
多年信的邮递员，忽然就想起了我看过
的《邮差》电影。这部电影有一个动人的
情节：在意大利的一个美丽小岛上，诗人
聂鲁达受渔民尊敬，邮差马里奥就是给
岛上唯一识字的那位诗人送信件的人。
期间，马里奥和诗人聂鲁达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还学会用“暗语”的方式追求到
了他心爱的姑娘……

我不是聂鲁达，我写的那位邮递
员也不是马里奥，我们之间没有惊天
动地的传奇。不过，在那个年代，邮递
员负责精神让人尊敬。书信往来，尘
封着古董般温暖和纯洁的色调，如今
静静地躺在百度词条里了。

□董四发

乡村人物二题

是谁？
一遍遍唱起节气歌
冬雪雪冬小大寒
所以现在
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看——
雨的精华
还没有变成
冷艳的雪花

回溯思念的源头
炉火正在燃烧春天
等待
笑声绽放了
墙角的那一抹梅红
相约晶莹初雪
倏忽间
却白了少年头

□朱 睿

等 待 落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