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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散步，看到很多工人在收拾
园中的草木。万木凋零，枯枝败叶四处
散落，满眼萧瑟，冬天的气息越来越
浓。为了不使园子显得过于萧条，工人
们要把枯枝败叶清理掉，同时还要修剪
一番准备越冬的花木。

我发现有一种灌木很有意思，它们
的叶子已经落光，光秃秃的
细枝上却结满了小小的红果
实。那些小红果太小了，比
绿豆粒还要小，颜色却是嫣
红惹眼的。地上有工人剪掉
的枝枝杈杈，我俯身捡起一
枝。细细端详这小树枝，觉
得它身上有满满的艺术灵性呢，简直是
季节随手抖落的杰作。苍灰色的树枝
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嫣红的小果子，一粒
粒，一簇簇，鲜艳欲滴。小红果依旧水嫩
莹润，似乎碰一下就会迸溅出汁水来。
晶莹的小红果仿佛小珍珠一般，在枯枝
上错落着，熠熠生辉，很有水墨画的效
果：枯枝是枯笔勾勒出来的，小红果是用
嫣红的颜料轻轻点染出来的。枯枝与红

果，两者相互映衬，形成枯萎与生机的反
差。在枯萎的背景上，有着不可遏制的
生机，真的是妙趣横生呢。

这样的一枝，如果拿回家插在花瓶
里，一定是一道可以长时间保留的风
景。冬天来了有什么可怕的？用一枝
嫣红来留住季节美丽的容颜，屋子里一

定会有生机常驻的感觉！
我忽然想起《浮生六记》里的芸娘，

秋天的时候她与丈夫沈复到山上去玩，
看到山上的桂花开了，便折了一枝要带
回去，她想借一枝桂花告诉人们：秋天
来了。而我何不借这样一枝嫣红来告
诉人们：冬天来了。只是，我还不知道
这种灌木叫什么名字。

我问一旁修剪灌木的工人：“这叫

啥名？”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叔回头看了
我一眼，停下手中的剪刀说：“我也不知
道这叫啥名，前一阵还是满树的绿叶
呢，没想到叶子落光了更好看了。瞧这
小果子，亮晶晶的，红艳艳的。”他拾起
地上的一枝，接着说：“看你喜欢，我送
给你一枝！”我哈哈地笑起来，这些树枝

剪下来就废弃了，谁都可以拾走，还用
得着“送”吗？不过大叔认真的样子，让
我觉得他一定有一颗诗意的心。借花
献佛，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是一件
美好诗意的事。

大叔拿着剪刀，对着手中的一枝嫣红
修修剪剪。三下两下，他手中的树枝更好
看了，小红果疏密得当，高低错落，俯仰生
姿。我怀疑他懂插花艺术，他却笑笑说：

“我就是一个粗人，哪懂啥艺术哦！”我知
道，这里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农民，农闲季
节他们到城里找点事做，补贴家用。看这
位大叔，衣衫粗陋，打扮土气，满脸沧桑。
可是他粗糙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细腻的
心。我以为，一个人如果懂得发现生活之
美，珍惜生活之趣，他的日子再辛苦，心中

都会充满愉悦的。
我举着这枝小红果回家，

引来路人纷纷侧目，我心中颇
有些得意。心中若有桃花源，
何处不是水云间？在心中修篱
种菊，人生依然可以诗意缤
纷。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

多像我一样的人，不管我们做什么工
作，过着什么样的日子，都会心怀无限
美好，珍惜点滴幸福。

我把小红果带回家，一路招摇，也
是在告诉人们：冬天来了，留一枝嫣红
在心中吧。心中若有一枝红，时时都是
春盎然。我在想，不知道它叫什么名
字，不如随心给它取个名字，就叫“嫣红
一枝春”吧。

□马亚伟

留一枝嫣红在心中

因新房子装修，
我经朋友介绍，结识
了这对夫妻。

这对夫妻，年龄
均五十出头，来自本市
乡下。男人是瓦匠，女
人给男人打下手。俗
话说，相遇就是一种缘
分。自打瓦匠夫妻来
我家干活，我们给予应
有的尊重与关爱。我
把家里的暖壶送去，让
他们自己烧水喝，并款
语交代，天气热，干活
辛苦，要保证有足够的
水喝。一再叮嘱要把
安全放首位。

瓦匠开始工作。
只见他首先测量，蹲下
身，眼睛炯炯盯着仪器，
手不停地移动仪器、调
式，样子不差工程师绘
图。妻子在一旁看着，
随时听丈夫召唤。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新房时，瓦匠
夫妻正在干活，井然有序。我一看，
墙已经砌好一人高。只见瓦匠站在
高高的凳子上，一手拿砖刀，一手提
砖块，我突然说，慢点。说时迟那时
快，瓦匠已经将砖块稳稳地码好。我
有些吃惊了，那么大，那么厚的一块
砖，瓦匠毫不费力，像抓一把棉花那
么洒脱。瓦匠识破我的疑惑，他微笑
着说，长期练就，习惯了。在一旁他
的妻子说，还有一种更大的砖，他搬
一块，也是轻而易举。

瓦匠依然站在凳子上，砌墙，稳稳
当当，轻车熟路。他个儿不高，瘦小精
干。在我和他攀谈期间，他的妻子默默
地将那些砖块，一块块运到瓦匠身旁堆
放。她每传一块砖给丈夫，而且时间是
不早不迟，匀速有序。就在他们夫妻交
接砖块时，他们的眼睛总要对视几秒
钟，尽管他们夫妻没讲一句话，但我看
出那眼神里包含了，鼓励、赞扬、爱惜。

寻到瓦匠妻子稍稍有空，我便与她
闲聊起来。原来她跟随丈夫后面打下
手活，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们夫妻养
育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读完研究生，
并准备报考一个事业单位公务员。小
女儿正读高三。家里收入就是靠丈夫
做瓦匠获取。早些年，孩子小，丈夫需
要打下手活是请别人。等孩子大了，干
脆自己跟着丈夫，夫唱妇随。她又说，
瓦匠活辛苦也有危险，她跟着，互相有
个照应，更可以为家里多挣些收入，让
孩子们学习更安心。我感觉到，乡下女
人走出家门，见识是多了。看，她知道
我家哪些地方需要做防水，哪些地方可
以用不同的砖砌墙，卫生间怎么布置适
用舒服等等，我又惊讶又佩服。

再一次去新房时，是天空下着暴
雨，我与爱人开车，雨都挡住了视线。
我心想，这么大的雨，瓦匠夫妻可能不
能来了。可是我打开大门，他们夫妻已
经在干活了，一方墙已经砌好。此时他
们的身上冒着热气，他们是骑摩托车冒
雨赶来。瓦匠在给卫生间做防水，他妻
子蹲在他身边，用手扶住夹块，样子很
专注，丈夫划动砖刀，妻子添加料子，那
么和谐，宛如一对并蒂莲。

我们用手摸摸被砌好的墙，一个
劲赞扬，好手艺，不简单。只见墙面
整齐光滑，每一条缝，每一块砖，错落
有致，就像天然的艺术品。

当我们还在观赏，瓦匠妻子对她
丈夫说，快点灌砂浆，瓦匠呼地一下
将半桶砂浆倒进一个槽子里。我笑
起来了，又开心地问瓦匠妻子，你怎
么知道这时间要倒沙浆呢？瓦匠回
答道，她也是师傅了，我做的任何工
程，功劳有她一半，我是离不开她
了。说完瓦匠看着他妻子又说道，是
不是啊！老婆大人！我们大家全大
声笑起来，笑声超过雨声，甜美响亮。

这对夫妻，做事认真，手艺，精益
求精。为了生活，为了家，风雨兼
程。他们是最恩爱的夫妻，他们是最
美的劳动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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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餐 后 ，汽
车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了一个多小
时后，终于来到
了我心仪已久的
德 国 小 城 海 德
堡。

海德堡位于
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之间，是德国巴
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只有十五万
人左右的小城市，却享有德国旅游文
化之都的美誉。

海德堡坐落于内卡河畔，内卡河
在此处由狭窄而陡峭的奥登山谷流
向莱茵河。在海德堡这十多万人里
面，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就占了四分之
一，故海德堡又叫大学城。

海德堡大学在世界上知名度极
高，她始建于1386年，是德国最古老
的大学，她的不少科系享誉世界。早
在十六世纪下半叶，海德堡大学就已
经是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著名思
想家黑格尔、诠释说哲学家伽达默
尔、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以及阿贝尔曾
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现在，
海德堡大学在德国大学的排名中仍
名列第一，从海德堡大学先后走出了
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然，从海德
堡大学走出去的最著名的学生当属
1897年发明自行车的迪拉斯及浪漫
主义诗人艾兴多尔夫。

不轻易夸奖的歌德也赞美海德
堡“有点儿绝”，是自己“将心遗落的
地方”。马克·吐温说这里有着“极
致的美”……据说一百多年前歌德
和玛丽安娜初次邂逅就在海德堡。
他们互相爱慕，互相关爱，令人遗憾
的是，最终却没有结果。是不是因
为这段浪漫的故事，才使歌德的心
遗落在了海德堡，还是因为海德堡
的美景，使歌德的心遗失在此？我
们不得而知。吸引我们的不仅是歌
德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条蜿蜒
曲折的小路。

世界上的道路有千万条，有的宽
广笔直，有的曲折崎岖，有的短小狭
窄，有的漫长无涯……而海德堡圣山
上的一条小路却十分引人注目，以至
于每一位带游客的导游在车未停之
前，都要说说这条小路，那就是“哲学
家小路”。“哲学家小路”顾名思义就
是哲学家们走过的小路。小路在内
卡河北岸的圣山上，从西到东长约两
公里。据说许多赫赫有名的哲学家、
文学家、诗人都曾在这条小路上走
过：黑格尔走过，伽达默尔走过，存在
主义哲学奠基人亚斯贝尔思走过；大
诗人歌德每天下午都要来这里，一边
散步，一边思考人生；一些浪漫主义
诗人更是荟萃于此，席勒、荷尔德林、
艾兴多尔夫，还有音乐家舒曼，小说
家马克·吐温等，一时间海德堡的天
空群星璀璨。

即使导游在车上将“哲学家小
路”作为重点说了一通，车停稳后，游
客们都匆匆地去逛老街了，唯独我一
人踏上了小路。我穿过海德堡老桥，
再走过一条窄窄的街巷，便来到了小
路的脚下。与哥德堡喧闹的老街相
比，这儿确实有些冷清。

在小路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块块
纪念碑，其中有一块，创意十分奇特：
一只张开的大手上面写着：“今天你
哲学了吗？”，荷尔德林的纪念碑上则
刻着他的著名诗篇《海德堡颂歌》：

“我已深深爱着你……”艾兴多尔夫
的纪念碑上也刻着他的诗句：“站在
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决世界之
符咒！”这些创意独特的纪念碑并不
高大，影影绰绰地挺立在花树间，却
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这条穿越人类历史，见证人类思
考和进步的小路蜿蜒在一片山脊上，
两旁郁郁葱葱的花树把小路挤压得分
外狭窄。山上树木葱茏，鸟语花香，非
常幽静，偶尔会从小路上走出一二位
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有的互相交谈，有
的在路旁读书，有的在散步……站在
小路伸出的平台上，可以俯视脚下内
卡河行色匆匆的船只，可以眺望海德
堡老城繁华的商业街，以及秀色可餐
的黄昏的景致。

其实，这条“哲学家小路”和其它
山间小路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它的
最大特色就是幽静，这契合了思想者
的需要，故而这里曾经集结过那么多
的哲学大师和名震四海的文学家。
黑格尔曾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他在
海德堡大学教授逻辑学、人类学和心
理学等课程，他在这里出版了重要著
作《哲学全书》。黑格尔授课写作之

余，散步是少不了的，据说当年黑格
尔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散步思考问
题。当时在海德堡的学生中流传着
这样一则有关黑格尔的笑话：有一
次，他一面沉思一面散步，天下雨了，
他的一只鞋子陷进了烂泥。但他没
有发觉，还是继续往前走，一只脚穿
着鞋，另一只脚只剩下了袜子。

在海德堡哲学家小路上流连忘
返的哲学家、诗人还有费尔巴哈、马
克斯·韦伯、亚斯贝尔思、伽达默尔、
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望着这条
小路，我想象着他们当年的情景：黑
格尔和他的朋友们边散步边讨论哲
学问题，和学生们探讨着事物变化的
规律；歌德在这里思考哲学和文学问
题，捕捉创作的灵感和思想的火花，
玛丽安娜则挽着歌德的臂膀，柔情似
水倾吐着对他的爱恋；荷尔德林站在
小路的平台上，情绪激昂地朗诵着他
刚刚创作的诗篇……优雅静谧的环
境，是孕育智慧和灵感的温床，人的
思维往往在这种环境中最自由、最活
跃，那些最纯粹的东西就会像内卡河
的流水般汩汩不绝地涌出，不可遏
制。

我站在路旁的平台上朝对岸望
去，海德堡静静地躺在奥登山的怀抱
里。古老的海德堡城堡，位于高出内
卡河海拔200米的山上，俯视狭长的
海德堡老城，红褐色的古堡群静穆的
像一副油画，它结构复杂，风格多变，
虽然已经残破，仍不失王者之气。

青山、绿水、古堡、尖塔……我被
海德堡的景色迷住了。我想，无形的
时间之手在这里一定收藏着数不清
的故事，精彩纷呈且浪漫无比，这就
是海德堡的魅力之处。可惜我不是
诗人，否则，我也会吟出一首《海德堡
之恋》。而此刻，唯有身旁苹果树上
的苹果的香味真实地摇曳在枝头，并
悄悄地撷取夕晖缤纷的梦。

“哲学家小路”因哲学而闻名，哲
学赋予小路别样的意蕴。匆匆地走
在小路上，我的目光在快速地搜寻
着，我想把谜一样的海德堡深深地篆
刻在心里。我景仰先贤们孜孜不倦
的追求，景仰他们寻求真理的献身精
神，他们光辉的思想无疑开启了欧洲
的一扇窗户，世界的一扇窗户。我环
顾四周，仿佛看见耀目的哲学的光芒
和深邃的思想，从阳光的瀑布上泄落
下来，从歌德清癯的面庞上和黑格尔
的卷发上泄落下来，砉砉有声；而马
克·吐温精心地将其折叠起来，带着
它漂洋过海……

这是一条再平凡不过的小路，凭
什么磁铁般吸引了这些大师们，以至
于至今仍能看到世界名流们前来朝
圣的身影？我无法找到答案。先贤
们走过的路，连同他们自己，只能留
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在小路上
矻矻以求着智慧的钥匙，灵感的钥
匙，有的最终连心都丢在了海德堡，
也许正是这些，垫高了海德堡历史文
化的厚度。

今天，我沿着先贤们的脚步，也
在小路上追寻着，我知道自己会一无
所获。但我不颓然，我只在乎我追寻
的执著的脚步真实地踏在小路上。

夕阳西下，在回程途中，我们路过
小小的俾斯麦广场。以“铁血宰相”而
闻名于世的俾斯麦在历史上争议颇
多，有褒有贬，毁誉兼之。他的一生也
确是波澜起伏，极其复杂的。在德国
统一的关键时刻，他出任普鲁士首相
这一关键职务，纵横捭阖，排除干扰，
坚决实行“铁血政策”，终于达到治理
国家的目的。俾斯麦顺应时势，全力
以赴，表现了他的毅力和胆识，在统
一德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列宁评价他说：“俾斯麦依照自己的
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
进步的事业。”这句话可说是精当而
形象地概括了俾斯麦复杂而又矛盾
的一生。广场是清冷的，稀疏的行
人，指指点点。没有人在这里停留，
没有人在这里膜拜，这和俾斯麦一生
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孤独的
俾斯麦的半身青铜雕像，真能概括铁
血宰相的一生？

钟声响了。钟声冲出教堂的穹
顶，在奥登山谷回旋，然后落在每一
颗敞开的心灵上，使海德堡的黄昏更
加深沉和迷离。汽车启动了，我再一
次回望海德堡，巴掌大的小城，像一
片绿叶，静静地生长在巴伐尼亚的大
地上。我觉得先贤们没有走远，依然
行走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为海德堡
带来的莫大荣耀，像王冠上的宝石一
般，熠熠生辉。

□周宗雄

谜一样的海德堡

一场冷雨，一阵凉风，把秋天送走
了，于是，一个新的节令便如约而至
——立冬。

立冬了，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
清晨，轻柔的风儿开始带着寒意，炊烟
的色彩也开始变浓。暖暖的炊烟是那
么的惹人爱怜，袅袅的、直直的升起，
映衬着苍茫的天空。忽有一阵轻风，
烟柱被风儿折弯，压在农舍的身后，像
是给农家的院子梳了一条长长的辫
子。继而，炊烟渐渐散开，漫上房顶，
挂在树梢，笼罩着温情的农舍和农家
悠闲的日子。一柱冬日的炊烟，总给
人温暖的怀想，使人悠悠然想起灶间
烧火的母亲，和被灶膛跳跃的火苗映
红了的那张慈祥的脸庞。

村头的白杨林开始叶落纷纷，林
子里铺满了一片金色。太阳也起得晚
了，摇一摇睡得惺忪的红彤彤脸蛋儿，
趴在树梢，与满地的黄叶相映成金色
的柔美。晨风吹来，树叶沙沙，枝头还

总有那么几片树叶不愿落下，在冬风
里飘飘，不知道是对秋天的留恋，还是
对冬天的招摇。

立冬了，并不是没有了绿色，新播
的麦苗已经吐绿，一行行，长成优美的
诗句。初冬的晨雾总是青睐这片绿
意，慷慨地罩上一层轻柔的丝幔。当
风儿吹走丝幔，叶尖上便缀满了珍珠
般晶莹的晨露。麦苗儿尽情吮吸着初
冬的甘露，为着另一个节气的拔节，积
蓄能量，养精蓄锐。

谁家的汉子踏着晨露走向变得清
瘦的荷塘。他知道，满池的艳丽过后，
便是庄稼人真正的喜悦了。汉子穿上
水服，走下池塘，捞出一节长长的惊
喜，与自己比着身高，脸，笑成了一轮
初冬暖暖的太阳。于是，乡间小径上，
女人开始挑一担鲜藕，笑意盈盈地走
向乡村的集市。“新鲜的莲藕唻！”女人
一声长长的吆喝，如同新鲜的冬藕，鲜
亮清脆。

立冬了，日子开始一天天变冷，也
许会有一场雪，给大地披上洁白的羽
裳，让千峰万岭变成银山，使消瘦的树
木进入冬天的花季。于是乎，冬天变
得温情脉脉，开始进入孕期，“不是一
夜寒彻骨，哪有清香扑鼻来”，冬天里
孕育着春天，静静期待着，期待娩出一
个艳丽的季节。

乡村的节奏开始变得不紧不慢起
来，猫儿狗儿懒洋洋地追逐着太阳，追
逐着一份温暖。农人有了闲暇，围一
个火炉，沏一壶浓茶，聚在一起谈天说
地，开始了神仙般的日子。不知谁家
的门口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在迎
娶穿一身红衣的新嫁娘，把一个寒冷
的冬日闹得热气腾腾。

立冬了，一切的一切都开始孕育，
农家孕育着一个新的希望，大地孕育
着一个明丽的春天，一切都美好着，激
情澎湃着……

□魏益君

“立冬”生动

斑驳的马路裹夹着数不清的碎
石，路面布满了裂纹。路的尽头仿佛
通向我那远去的童年。

妈妈曾经工作的地方——老铜
矿，早已淹没于时光流逝的尘埃里，昔
日坐落在路旁的几栋大楼被今天横七
竖八的菜地代替，一种黍离之感在心
头蔓延开来。

那时候，路边的高墙上印有白色
圆底红色行楷字样的浮雕——“高高
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妈妈每天
骑着自行车带我来来回回。那一排红
字印入我的眼帘之后又被我用稚嫩的
声音念叨出来。围墙的对面是潇潇妈
妈负责看管的自行车棚，停在里面的
自行车连绵不绝，大多数车的后座上
都被绑上了儿童藤椅。

妈妈工作的机房里常常会有好几
个小伙伴，我们的爸
爸或妈妈一边工作，
一边看顾我们，墙上
的花纹壁纸已然被我
们当成白纸，画上了
各种稚气的图案。一
位阿姨在壁纸正中央

画了一只威严无比的猫头鹰，赚足了
小朋友们的崇拜，于是，那只猫头鹰的
周围飞来了越来越多的猫头鹰，有胖
有瘦，体形五官参差不齐。隔壁的修
理部叔叔们也和我们是老熟人，他们
经常会从损坏的话筒里拆卸出几枚正
方体的小玩意送给我们，“吸铁石”这
种好玩的东西也是从这个时候进入我
的意识。我文具盒里的好几支铅笔也
是那些叔叔们转赠的。

小伙伴们恰好就读于同一所小学，
上学放学几乎结伴同行。每当放学过
后，我们会一起来到大人们工作的地方
吃过晚饭，写完作业，等着大人们结束
一天的工作，下班带我们回家。寒来暑
往，夜幕低垂，我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
的藤椅上，伴随颠簸的感觉传来，兴致
勃勃地和她宣泄着那一天的见闻。我
叽叽喳喳的话语充斥着斑驳的马路，暂
时划破了路上的寂静。妈妈时常也会
被我的天真感染，忘却疲惫。

时光随着过隙的白驹迅速流逝。
渐渐的，妈吗车上的小藤椅被拆下，妈
妈工作的老铜矿因资源枯竭而关破
停产，妈妈的很多同事都告别了工作

单位，从此自谋生路。车棚里再也没
有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车子，我再也没
有品尝过老铜矿食堂里售卖的豆沙面
包。和小伙伴们在几栋楼之间穿梭，
在铁架桥上追逐奔跑的光景通通变成
了回忆。

十几个春秋过去，我从当初的垂
髫时期迈入花信之年，又一次来到了
昔日的老铜矿，周围古旧的居民楼依
旧是以前的模样，斑驳的路照旧安静
地躺在那，唯一破败的老楼远远地立
在铁道边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旧时的
点点滴滴。曾经代表辉煌的办公楼和
妈妈所在的机房已没有了踪影，只能
从回忆和泛黄的照片里追索了。

这时我才领悟到：原来我之所以
能够坐在小藤椅上无忧无虑地哼着
歌，缠着妈妈给我买喜欢的东西，是因
为一切风雨忧愁都被前面骑车的妈妈
遮挡。

记忆里的老铜矿有我祖辈、父辈
忙碌的身影。那时的生活朴实简单
又不乏温馨。即使现在只能拼凑着
记忆的碎片，其中的快乐依旧令我回
味无穷。

□池 幽

老铜矿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