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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今年的春天来得稍微有点早，正
是人们想要的那种春天，立春几天后
就是春节，年的气息在春的气息熏染
下，让人有些醉——阳光正好，春风
正妙，春花正放，春意正浓……一切
恰恰！

我喜欢这样的春天，就像是一首
踩着节拍的歌，你牵着春天的手，和
它优美的舞蹈着，步伐不乱，心性不
颠，却充满激情。

小区一楼的一户人家窗
台上的腊梅，似乎还有些恋
恋不舍，仍然兴味盎然地开
放着，远远地，我就能嗅得到
它的香气，这时的香已没有
了清寒的气息，是那种带着
春光温暖后的热香，嗅到鼻
腔里就感觉到有一丝春意。
一对老人在窗台边坐着，阳
光将他们的白发照得更白，
透着银色的光，老人的脸上
却都很红润，老爷子眯着眼
睛在品茶，一副自得其乐的
样子，老奶奶戴着老花镜在
翻看一本杂志，正看得津津
有味。他们彼此互不干扰，
却又像一幅和美的油画，我
不远不近地看着，有一些感
动，这是一种历经多年岁月
磨砺后安逸的幸福。

年刚过去，春天的气息
就更浓了，却又没有浓得化
不开，天还是那么蓝，偶尔会
有几朵如絮一般的云在缓缓
移动。风没有那么急，江边
的柳叶在柔柔地漫舞，枯黄
的高低起伏的江滩上，已经有星星点
点的绿色，走近前看，又看不出来，倒
是枯黄中有了复苏的气息，只有离远
了看，才是点点星绿，这样的绿恰恰
让你觉得春天不是陡然间到来的。
江水滔滔，近看又止，折一枝已经复
苏的柳条扔入水中，柳条在淡蓝色的
水中曲线起舞，一点点地，从你的视
线中消失，并没有让你有多少感伤，
反而觉得它游向了远方。远处的跨
江大桥气势磅礴，在阳光下更显得像
一首诗，这样的诗，应该就是春天的
诗，充满了张力，充满了远方！

菱湖里的水荡漾着清澈的绿色，
尚有少量的残荷拖着晃动的波影，让
残荷又显出了它的诗意。三三两两
的少男少女，穿着靓丽的衣服，展着

青春的笑脸，欢快的笑声充满着青春
的气息。我投去羡慕的眼光：这才是
青春！这才是恰恰的好年华！

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一个可爱
的小女孩，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小女
孩坐在爸妈中间，两只手牵着爸妈的
手，一脸灿烂天真的表情。过往的
人，都投去微微的一笑。恰恰是这样
的笑，让一家人更感觉和感受到了幸
福。

在一片绿荫下，在被穿
透绿荫的阳光照射下，一些
年岁不同的男女，正在欢快
的节奏下，跳着广场舞，是那
首现今火得炙手可热的《可
可托海的牧羊人》曲子，这是
一首非常伤感的歌曲，可是
经过改编后，伤感隐藏到了
歌曲的背面，曲调和节奏像
散发着春光一般，让你不由
自主地踩出了欢快。

我走在一条鹅暖石铺就
的小径上，两边的树很亲切，
就像一个个熟悉的朋友，他
们安静地看着你，让一颗有些
浮躁的心也变得安静。在树
林的间隙处，还有几块菜地，
菜地里的白菜长出了菜薹，并
开出了嫩黄色的花儿，它们水
灵灵的样子，让你觉得它们是
为了春天而开放的。

在树林的尽头，有一块草
地，周边有几盆杜鹃，开得红
红火火。我有些惊讶，是否它
们开得早了些？待走到近前，
又顿然感觉在午后的阳光下，

这样的火热不正是春天的美丽！
有几位中老年男女，正在草地的

中间练着太极，他们的动作很舒缓，一招
一式都有一种绵绵的气息，这样的气息，
似乎也就是春天的下午才有的气息。

夕阳开始西沉，小城变得就像是
一首歌，我忽然间想起了《成都》这首
歌，却又觉得它虽然优美，却不符合这
座小城的那种气息，不由地，我便想为
自己生活的这座小城创作一首歌。我
两只手匍匐在自家的阳台上，仰望着
天空，俯视着一盏盏从小区楼房窗户
中射出的灯火，嘴里哼唱起了一首莫
名其妙的歌：春天的恰恰，恰恰的春
天，踩着你的节奏，许一个心愿，让春
光照进每一个心灵，吐出最美的芳
华。恰恰，恰恰……

□
杨
勤
华

春
天
的
恰
恰

大年初二，堂弟派他儿子开车，
接我们老俩口回铜陵市郊区周潭老
家团聚，沿途所见，落座所闻、所感，
令人笑逐颜开。

先说春联。春联习称门对子。
如今城乡贴的门对子，大多是红艳
艳、喜洋洋的高档纸印刷体赠品或
商品，机关与民居，酒楼与药房，内
容自然多半雷同，文不对题，缺少个
性，仪式感有余，传统文化韵味不
足。老家的一些“秀才们”，多少还
保留了传统习惯，一是过把书法手
瘾，二是抒发一点才情，自己书写并
代亲友书写春联，恭恭敬敬贴上大
门，端详一番，情趣倍增。堂弟家的
门对子，是他亲笔书写的“辞旧迎新
除硕鼠；富民强国效勤牛。”颂扬国
运，顺应民心，内涵丰富深刻，文词
通俗易懂，其爱国爱乡之情溢于言
表。在水深火热、兵荒马乱的旧社
会，老家周潭交通闭塞，民不聊生，
文化生活尤其贫乏。我记得到了过
年，看祖父凝神提笔写春联，父亲满
脸虔诚贴春联，我出门邀小伙伴品
赏春联，成为难得的文化大餐。印
象深刻的佳联，有的至今难忘。街
上有家小酒馆店名“迎客来”，春联
是：“此即牧童遥指处；何必再问杏
花村。”赏识者认为是意对，借用唐
代大诗人杜牧的《清明》诗意，意趣
高雅，韵味天成。有家“杏林堂”药
店，春联是：“杏里甘仁炮制也堪寿
世;林间芝草采来自可医人。”不仅
嵌入店名，意蕴也十分贴切。鹞石
周氏宗祠的大门对子也是我们小学
生必读的，记得有“德向宽处积;福
向善中求”这类家规家训式的劝诫，
昭示周氏后人要积德行善，福禄寿
会不求自来。最有意思的是宗祠东
侧的大王庙，多年的门联是“君子爱
财有道，恶人求佛无缘。”扬善惩恶
之意，是以警醒世人。春联各有其
位，各表其意。年长者卧室，多半是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新婚夫妇的
房门，旧时爱贴“红梅多结子，绿竹
广生枝。”牛栏、猪舍，也要贴上：“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最有意思的是
锅灶外侧面有座小小神龛，供奉一
尊象征性的灶王爷，腊月二十三是
送灶日，一大早，母亲打扫灶台，父
亲摆上供品，在小小神龛两侧贴上
一尺长的红对联“上天奏善事;下界
保平安。”尔后，点燃两支小红蜡烛，
放一挂小鞭炮，跟随父母叩头作揖
毕，母亲赐我一块麦芽糖，并轻声细
语：“做人做事，心要善，嘴要甜。”

再说习俗。老家过年，一些旧
俗已被人们渐渐淡忘，有些至今人
们还津津乐道。旧时，一大顾忌是

“六十不留宿，七十不留餐”，生怕
“老年人”出现意外，带来晦气；须
知，解放前人均寿命不到40岁，50
岁便欢天喜地做“大寿”，人生七十
古来稀啊!如今，我们这些七零后、八
零后老兄弟、老姐妹欢聚一堂，讲究
长幼有序，还爱说些老话。宾主一
落座，品茶叙旧，堂弟高声大嗓：“请
吃糕”，糕谐音高，有福气，互祝高福
高寿。“请吃元宝”，元宝指五香蛋，
有财运，庆贺退休金年年增加。你
一言，我一语，感恩共产党，赞叹好
生活，都说越活越年轻，活到百岁再
相聚。说着笑着，不约而同地回忆
起我们当年缺衣少食、求医无门的
父母，不禁哽咽欷歔，喃喃自语：“父
母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堂弟为
转移话题，吩咐小辈上酒上菜。小
杯浅酌，又慢慢说起旧话。吃藕，避
讳“怄”，习称“通菜”，寓意通通泰
泰。吃辣椒，避讳“焦”，称做“万年
红”，图个喜气红火。吃酱菜，不能

“犟”，叫“顺遂”，祈求顺顺喜喜。最
忌讳的是，吃过肉圆，鱼圆、小汤圆
之后，上主食了，千万不能问客人：

“要饭吗？”应该问：“添饭吧？”小孩
不小心打碎了杯盘，长辈立刻安抚：

“岁岁(碎碎) 平安。”过年说话，祈祷
吉祥，约定俗成，可以说是出口成
颂，无师自通。

家乡的年味，多少带有传统文
化的韵味，也是乡亲们心灵相通的
印记。

□周大钧

老家年味

故乡的春滋味是一盘春笋炒河蚌，
是一盘色泽金黄的荠菜春卷。

春卷的主角是荠菜。荠菜又叫菱角
菜、麦地菜、枕头菜、护生草等，遍布田畴
阡陌，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春食荠菜的习
俗。荠菜比起苦菜、马齿苋、二月兰、枸
杞头更具有独特的清香和美味。

几场春雨滋润，荠菜们一齐仰起，齐
整整，这里抻抻，那里拽拽，将绿色镂空
的裙裾，理理好，一时间，你也水灵，我也
清爽。荠菜味道甘美，诗经里说，“谁谓
荼苦，其甘如荠”，它的甘美冲和、平淡，
润入味蕾，像一种极致婚姻，烟火绕身，
深情不灭。

春卷，始于东晋叫春盘，盛于唐宋叫
五辛盘，北方人叫春饼，南方人称呼春
卷，各地因为饮食习惯不同，也许会有馅

的区分和春卷皮的大小厚薄之别，但立
春吃春卷，已渐渐衍生成人们在春天的
一种寻常习俗。

春饼一年四季都有，可做春卷只能
选择在春天。春卷内容以新鲜的蔬菜为
主，如荠菜、婆婆丁，以及韭菜、芦笋、蘑
菇、木耳等。春雨滋润下，这些菜撩人心
扉，满目鲜嫩，进嘴生香，满口含春。

采来荠菜，将荠菜拣去老叶，用水清洗
干净。将荠菜切碎，加入酱干、胡萝卜丝、五
花肉一起炒熟，这便是春卷的主要馅料。

春卷的素馅需要刀工，而制作春卷
皮更要靠工夫。先把白面用水调成稀糊
状，而另一边则把平底锅在炉子上烧烫，
用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
上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小人手掌大的
春卷皮即告完成。

把馅料放进面皮中，折成三寸来长的
长条形，面皮两侧的头也掖入到折痕中，
继续卷起，衔接处用蛋清一抹，接口便黏
合在一起。包好的春卷像一根根白蜡烛，
薄薄的面皮下，里面的馅料隐隐约约的透
露出来。那青翠的荠菜，鲜红的胡萝卜
丝、黄褐色的酱干充斥于其中，煞是好看。

春卷一般油炸。油烧热后将春卷逐
个小心翼翼放入锅内，小火加热。用筷
子把油锅里的春卷不停翻滚，小火煎至
金黄色捞出。刚出锅的春卷黄色的外衣
透露出一点点鲜红，一点点翠绿，一点点
嫩白。瘦瘦长长、小小巧巧的春卷，金灿
灿的，盛在盘里，如一阙宋词小令。

春卷诱人的色泽，令人垂涎三尺。
牙齿轻轻咬开，一股淡淡的荠菜清香，盈
满唇齿间，早春的味道便在舌尖蔓延开

来了。清香满嘴，让味蕾盛开，让幸福肆
意蔓延。把春天卷起来，是多么风雅的
一件事，轻轻一咬，乡野的气息弥漫开
来，那是春天的滋味，还是亲情的味道，
传递着春天的温馨。

一盘油润亮泽的炸春卷，虽经浓墨
重彩的洗礼，仍不掩其山野的馥郁本
色。一口咬下，乡野气息，直击味蕾。咀
嚼后，鲜嫩爽脆的春卷令人想起清苍疏
旷的田园生活。

清人林兰痴写道：“调羹汤饼佐春
色，春到人间一卷之”，这是对春卷最简
约、最形象的描绘。大家围坐在一起，吃
着喷香的春卷，春天的食物在口齿间散
逸，恰如窗外春暖花开，草长莺飞。小小
的春卷里，不仅包容了融融的春光，更蕴
藏着浓浓的乡情。

□沈顺英

一 卷 春 天

春天如同美丽的新娘，而柳就
是春天的眉。如果没有柳，春天是
缺乏风采和神韵的。有了柳的春
天，神采灵动，含情脉脉，轻盈美好。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当
春风拿起温柔的画笔，首先着眼于春
的眉目。在我看来，春花是眼，春柳
是眉。

春风巧画眉，柳丝善解意。春天
柳色的变化过程就是春色渐浓的过
程。最早的一缕春风涂上柳梢，人们
看到的只是一层柳烟在萌动。隔河
看柳，看到的是一层鹅黄，等走近了
看，那层鹅黄又不见了。柳条似乎依
旧保持着冬天的缄默，可如果你捏一
下那千万条垂下的柳条，会发现它们
已经变软了。春风浮动，柳条舞动软
软的腰肢，开始了一段柔美的舞蹈。
过不了两三天，柳树上的鹅黄变成了
浅绿色。渐渐的，春天的画笔终于找
到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柳绿变得
清晰而醒目，逐渐成片成阵，把春天
妆扮得姿态万千。

“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清风无
限情。”依依袅袅，说的是柳树的情
态。这两个叠词，写尽了柳条的美与
柔。而美人的眉不就是这样的吗？
舒展开来，眉目如画；微皱一下，别有
风情；低眉婉转，柔情尽现；蓦然回
首，一笑倾城。柳枝与春风嬉戏，动
态十足，无限风情。春天的眼角和
眉梢，透出欣喜和生机，透出美丽和
风采。

柳是春天的眉，无柳不成春。记

起幼时，我与伙伴们奔跑在春天的
原野上。邂逅一棵柳树，成了最快
乐的事。远远看到一棵柳绿在小河
的对岸，脑海中即刻冒出这样的诗
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
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一阵风来，柳条披拂，河水
中柳影婆娑，宛如临水照花人。我
和伙伴们冲着柳树飞奔而去，有的
折下柳条编成柳条帽，有的用柳条
做成可以吹响的柳笛。春风拂面，
柳枝荡漾，柳笛轻响，快乐的时光在
与柳树的嬉戏中流逝。后来我读到
席慕容的诗句：“故乡的歌是一支清
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夜晚响起。”
看到这样的诗句，总让我想起柳笛
的声音。柳笛声虽然不如真正的笛
声那么清越悠扬，但却是故乡的土
地上最热烈的呼唤。每当我在异乡
看到春天的柳树，总要怀想一番故
乡泥土的芬芳。

柳是春天的眉，可以传情达意，
表达最幽微和细腻的情感。古人喜
欢折柳送别，我觉得这种做法真的
是太诗意和贴切了。没有什么比故
乡的柳树，更能充当故乡的代言人
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柳树表
达挽留的情感，折取柳条，寄托欲说
还休的情感，表达浓浓的离愁。故
人远去，柳烟朦胧处，空留柳边送行
人。

柳是春天的眉，让春天变得美丽
多姿，让春天变得有情有义。眉眼
盈盈处，最是情浓时。

□王国梁

柳是春天的眉

春来了，花开了，柳叶绽放了。人
在早春，如果遇上倒春寒，那寒意似一
把无形剪刀，让你经历了苦寒后的四肢
与身体，像被冷风撕裂了皮肉，有一种
扎骨刺痛。那暖意，如影随形，也像一
把无形剪刀，正在裁剪空气中的感觉，
那感觉就是春意悄然而至，柳叶吐绿，
鲜花绽放。我想，那剪裁的意境，如一
个站在柳烟里的少女，淡雾朦胧，如梦
似醒。我走在其间，感觉剪裁的时光,
似春心萌动，犹如风清气爽的画卷。

柳叶吐绿，形似一把把剪刀，飘荡
在空气和风中。细小柳叶，交叉映影，
是一个个温柔的小人儿，那一抹抹淡然
笑意，显示出春的恬静与安然。我看着
柳叶，隐约在梦的怀抱中，看春景复苏，
内心渗透出了点点滴滴的思恋之情，幽
幽的，如烟雾透视在明眸之中，那岁月
的蹉跎与超然，让人意绪万千。是呀，
那春风的吻痕，是剪刀的幻影，让心灵
激起涟漪，有一种超然脱胎的亲近感
觉。在薄雾蒙蒙里，凝视柳叶儿，它仪
态万千，如诗如画。我近柳观水，看游
鱼戏水，就像繁枝苍茫，嫩叶游滑若云，
那萌动的欲望，编缀喧闹的满枝热情，
勃发生长冲动的生机与渴望。

二月春风似剪刀，剪去了冬的厚
衣，剪出了春的世界。人在春天，踏着
醉人的春风，漫步天地间春意盎然的清
爽气息，尽收眼底的喜悦，会让你心旷
神怡。油然而生的感慨，让我想到了一
句俗语，“五九六九，抬头看柳”。那抬
头之际，被季节剪出的纤细柳叶，在阳
光的午后，肆意绽放，让浩浩荡荡的暖
阳，扬眉淡笑……而此时，我感觉寒意
渐远，清冷正在消失，温暖如影随形。

春来时，寒意与温暖同行，我透过

窗户，看见一个小女孩，她正踮起脚尖
在扯着柳叶，她笑脸红润，穿着一身红
装，系着一条雪白围巾。那情景，让我
悠然心动，那女孩就是一枚清爽的柳
叶，剪刀般迷人的身材，在我眼中构成
了稍纵即逝的风景。那天，我很慵懒，
蜷缩在阳光里的心情，像突然听到了一
段舒心音乐。在阳光里，我像喝了一杯
浓热咖啡，手心变热，心也温热起来，感
觉生活是那般美好幸福。我想，我已经
从冬天走了出来，我要将苦寒的悲愁化
成喜悦，让卑微飞翔起来，在柳叶萌春
的时光，享受如沐春风的喜悦！

有人说，人生于天地之间，若白驹
过隙，忽然而已。那是无形的，如春风
剪出柳叶的感觉，在季节轮回的交替
中，触摸到生命最初的夙愿。这种感
觉，让我想起了三毛曾经说，我来不及
认真地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
认真地老去。那老去与新生一样匆匆，
当岁月的剪刀，无形地剪过时光的掠
影，那种最初选择的生命姿态，是一种
不忘初心的容颜。我想，剪来剪去，就
像在时间的夹缝里，看见了青春的靓
丽，还有脆弱如风的一树温良，犹如一
树菩提的拈花一笑。

春意就要盎然，那柳叶漂泊在身心
之中，仿佛浮云从冷的春风中脱颖而
出，让无尽的空虚，哗然丛生。那柳叶，
让我想到亲情，是一种永远剪不断的心
灵羁绊。那剪不断的，是理还乱的生命
衷肠。那柳叶，蠢蠢欲动，如樱花道上
的芳菲如云，在经历了冰雪严寒的洗礼
之后，蜕变成仙，羽化成梦。

是呀，暖风熏得游人醉，正如生命在否
极泰来时的物极必反，就像生命剪出了人
世百态，也剪出了无思无虑的阡陌桑田。

□鲍安顺

剪刀柳 偶翻钱钟书先生的旧体诗集《槐
聚诗存》，看到他1936年为妻写的一
首诗《赠绛》，觉得很有些趣味儿：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
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
谷方。”钱钟书先生终身沉浸学术，
时间大都用在钻研典籍上了。然
而，便是粗茶淡饭，一日三餐也还是
要吃的，这就不得不劳动妻子了。
做饭这事毕竟不是什么美差（当然
爱好烹饪者不在此列），娇妻整日处
在烟熏火缭中，不免于娇颜上有碍，
便心疼的不得了，想要是人能像仙
人一样，可以不吃饭就好了。这种

“辟谷方”当然是没有的，心疼归心
疼，做饭的事还得任劳，写一首诗慰
问一下，聊表示一下心情。不知杨
绛先生看了，是否会袅娜兮秋波一
闪，心情愉快地做饭去了。

做饭这事向来是女人的专利，好
像是原始社会传下来的。那时男人
们狩猎与捕鱼，往往须向远处，体力
消耗大；女人们干些采集的活儿，相
对比较轻松，又要看守小孩儿，离家
就比较近些，做饭之事自然承担了。
一直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即使有钱人
家的小姐，未嫁前十指不沾阳春水，
婚后也得给夫家人做饭的。这也有
诗为证，唐诗人王建写过《新嫁娘
词》：“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
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新嫁娘先享
受了三天婚假，然后就得做饭给公婆
吃了，但心里又十分忐忑，不知咸淡
滋味是否合乎老人家口味，先请小姑
子帮忙尝一下。肯帮忙的小姑子是
不错的，姑嫂本来就不好相处嘛，碰
到性情刁钻的小姑子，借机拿捏下嫂
子也未可知。

一直到后来，在钱钟书先生这
儿，也复如此，男人是不做饭的，忙于
干名山事业的活计。不过心下是有

不忍的，才子尚未发达，请不起佣人，
让妻子操劳；况且人家也是才女，也
会写文章。于是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表达自己疼惜妻子的心情。也怪他
夫妻俩生不逢时，要搁现在这简直不
是事儿，直接叫外卖可也。不过现在
的年轻夫妻省下时间来，不会像钱氏
夫妇那样用于学术，恐怕用于各色玩
耍的居多，现今玩的玩艺儿也太多。
然而，钱氏夫妇那会儿能叫外卖，就
不会有钱先生的这首诗了，我今天就
没有这么多话要说。

不过时代毕竟是变化了，男女在
社会上一样做事，因此做饭不再是
女性的专利，现在男人在家做饭的
多去了。有些心疼妻子的好丈夫，
别说做饭一事，便是家务也全承包
了，且在新婚的仪式上，面对广大亲
友与宾客，像外国总统上任宣誓一
般，向公众作了庄严的承诺。当然
喽，这事情也认不得真，便是真心承
包一切家务的男人，作妻子的也要
像钱钟书先生一样，从对方一面想
一想，要有点疼夫之心，男人也要干
事业嘛，也不是铁人一个嘛 。虽然
现在社会服务很好，小俩口没事可
以叫外卖，也可以到饭店里去吃饭，
但总得要在家里做饭的。家务事谁
有时间谁做，都有时间轮流做或共
同做，不是挺好、也挺有情趣的吗？

曾经听说，也有小俩口猜拳凭赢
输决定谁做饭洗碗的。呵呵，这个
也很有趣儿，虽然不比写诗风雅，但
也还是公平公正的。毕竟，这也说
明，做饭不再是女人的专利了。不
过小俩口猜拳做家务这事儿，看起
来有些小孩子气，但也是可以入诗
的，写得好也许可与钱诗一较高
下。有才气的小夫妻们，不妨可以
小试一下，何必让钱先生专美于前，
而感叹后无来者呢？

□吕达余

做 饭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苗 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