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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给在老
家的母亲打电话。

母亲接通电话后，我先问候一下她
老人家，又问了下我儿子的情况，儿子接
过电话，照例先向我汇报了一周的学习情
况和生活情况，后又突然来一句：“老爸，
你是不是把我奶奶的生日都给忘了？”我
当时听了，先是愣了一下神，无言以对。

“老爸，你别急，我已经替你祝福过
奶奶的生日了，我还用自己的零花钱给
奶奶买了个生日蛋糕呢。”儿子在电话
那头欢快地笑着说道。

挂掉电话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
味，那夜我失眠了。这
么多年我和老婆在南
方的城市里打工，母亲
在老家的县城里给我
儿子陪读，这样，我们
夫妻才能安心在外面
打拼。上次儿子就打
电话来说奶奶前段时

间生病了，在诊所里吊了几天的水呢。
我当即就打电话问母亲要不要我回去
照顾她，母亲说：“老毛病了，不碍事。
小宝放学回来，我才去吊的水，他现在
可中用了，喊医生起针，开药，都是他跑
前跑后的。”听母亲这样说，我心里也多
了点安慰，你别说，这祖孙俩互相照顾
得挺好的呢。

儿子虽然很懂得关心人，但他平时
就特别贪玩。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妻
回家过年，儿子拿着他妈的手机不离
手，看到我，他就假装听网课，查作业，
等我一转身，他就玩起游戏了。有一次
他玩游戏时，被我逮了个正着，我气得
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手机，拿起一根棍子
就要揍他。这时候母亲看见了，她立刻
拦住了我，并夺过我手中的棍子，小宝
也精，赶紧躲到他奶奶身后去了。我当
时余怒未消，冲着母亲身后喊道：“娘，
你别拦着我，现在不管他就是害了他。”

母亲笑着摇头，“你小时候还不是

一样的贪玩吗？课本下面放着小人书，
你当我不知道吗？你都忘了吧？”

“娘，你，唉！”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出
去了。在门外，我听到母亲严肃地对小宝
说道：“小宝，你爸说得有道理。你玩游戏
可以，但你得把网课上完，把作业写完再
玩，而且你要有节制，不能沉迷于游戏。”

“嗯，奶奶，我知道了，我错了。”我
听到儿子很温顺的在向他奶奶承认错
误，心里不由得暗暗地佩服起母亲来。

其实儿子随我，我小时候也是那样
贪玩，为此，父亲可没少揍我，所以那时
候一到寒暑假，我就跑去外婆家，可以少
挨不少打呢。外婆特别疼爱我，她那时
候也是像我母亲护我儿子小宝一样的护
着我。即使我用弹弓打坏了邻居家的玻
璃，外婆也都没骂过我。那时候外婆最
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光儿，你长大了
最疼谁？”

我每次都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外
婆，我长大了最疼您——”我当时说的

声音特别洪亮，逗得外婆哈哈大笑，眼
泪都笑出来了。

只是，这些年我们为了生活东奔西
跑的，只有春节才回家，才能看到外婆。
外婆她老人家今年已经95岁高龄了，耳
朵有些背，眼睛也有点花了，我每次去，
外婆都是看了很久才能认出我来。

“外婆的记性还行，偶尔还会和我
说起往事来，一点不差呢。”我去看外婆
回来的时候，笑着对母亲说道。

母亲轻轻地叹着气，“你外婆年龄
大了，各方面都退化得厉害，她最疼你，
只有你去看她，她才会想起过去。”

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里不禁有些
惭愧。如果给爱打个分的话，老人给孩
子的爱，都是100分。而作为孩子的我
呢？能得几分呢？我不由得暗暗期盼
着，期盼着寒假的到来，到时候我和妻
子回到故乡，多抽些时间陪陪外婆、陪
陪母亲、陪陪孩子……世上最深情的爱
就是能陪伴在自己亲人身边。

□黄廷付

最深情的爱是陪伴
当一本新书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

仔细打量着，很素雅的封面，很低调的书
名，我急于找到取名的原委，终
于在137篇也是最后一篇找到
了《炸裂志》：“我在5000米深处
打发中年，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翻开书，顾不上午休。
在《一把镰刀》中：“父亲的一
把镰刀，划开过庄稼和野草的
界限，阴和阳的界限，生和死
的界限。如今，再次把父和子
的界限划开。”在《热爱》中：

“母亲扶住一棵树停下，仿佛
把一生也停了下来。树下，有
她清凌凌的花季，被一年一年
的落叶厚厚覆盖。”在《旗袍》
中：“它曾经与一群蝴蝶在一
起，把一条小路走得花香遍
地，此刻，一件旗袍，在一个箱
角，独自甩袖、念白。”

亲情是任何人都绕不开
的，再卑微的小人物都有着刻
骨铭心的追思，诗人对父母的
思念跃然纸上。我读着我感动
着，此刻睡意全无。

“日子是一架犁，一头是拉
犁的牛，一头是扶犁的人，少了
哪头，日月都要倾覆。”富有哲
理的诗句出现在《犁》中，我眼前一亮，
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是断然写不出
的。果不其然，接下来就是“再次读到
甲午风云，大地异常寒冷。很多年了，
我在另一场风云下喘息，和生活签订了
一份又一份《马关条约》”。这是诗人对
人生的彻悟，打铁必须自身硬，否则，生
活中的“马关条约”时时可见。

孟子说：知人论世。其意是要了解
一个人必须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
景。要想知道诗人在写什么，必须要知
道诗人的身世和经历。诗集的作者陈
年喜是陕西丹凤人，1970年出生，高中
学历，1990 年写诗，1999 年外出打工，
从事巷道爆破工作。2016年获第一届

“工人诗人奖”桂冠。“我的诗篇——当
代工人诗歌精选”丛书是由陕西太白文
艺出版社出版。《炸裂志》是其中之一，
选取了巷道爆破工陈年喜的诗歌，用他

的语言风格，生活断面，书写劳动，抒发
感情。为同路人的命运立言，为底层人
的生存作证。

“立秋了，大河东去。河上挤满了
人和事。它拐了个弯，多少今世变成了
前世。”刚读《立秋了》还来不及感叹生

命的无常，《白发》又在眼
前：“白发隐于暗处，声色
不动，像一把刀藏于时间，
在你人生得意时，捅你一
下。”白发像一把刀，这让
我想起了“白发三千丈，缘
愁似个长”，可现实生活
中，像一把刀的不仅仅是
白发，还有时间这把“杀猪
刀”。“一根羊鞭，充当了行
云布雨的风声。一声鞭
哨，校正了拔乱的秩序。
这些年，我在喧嚣的人世，
一根羊鞭教会了我内心的
静谧。”由他律到自律，不
用扬鞭自奋蹄，不经风雨
怎见彩虹。

诗人对生活的体悟不
仅在现实中，在禅修的世
界也有体悟，真是世事洞
明皆学问，方寸之中是修
行。大云寺、慈云寺、清
云寺、白云居……“大云
寺在金凤山上，整整一
天，沉湎于《五戒本生》。
初唐，太宗刚刚下制，有
不当，立进谏。长安陌上

无穷花，自由和诗歌都还未成人间深
律。”在《清云寺》中，“清云寺老了，老
得只余钟声。人间自古有大道，得道
者，是那些身无余物的山人。”在《夜过
白云居士居》中，“一轮明月照空空山
房，把清寒的信仰照得更白。”只有对
生活感悟最深的人，才有禅意的生
活。其实禅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
一种生活智慧。换句话说，禅意就是
一种处世哲学，告诉我们：面对复杂多
变的社会，要保持内心的安定，不要浮
躁，让灵魂有归属感。

当我一口气读完《炸裂志》时，我
想起了一段话：“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
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
记忆。”让那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由此
被记忆，成为有灵魂的人，让他们生活
的痕迹与生命细节跃然纸上，也是对人
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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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初雪冬日初雪 汤汤 青青 摄摄

迷路的野兔
在柠条埂上跳跃而过

用眼睛丈量着熟悉和陌生

冬日的阳光
重重地砸向土塬

给古老的黄土鎏上了一层金色
天空湛蓝得像童年的时光

低矮的瓦房

从晨曦的阳光下醒来
一绺绺炊烟

顺着烟囱返回到了灶台
熏黄了母亲烙的洋芋菜盒子

风，开始无意志地生长
把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穿过山梁后便一头醉倒在了甜树湾
鼾声如雷处

我依稀又听到了父亲沙哑的嗓音

抵近凝望
老榆树的干枝上还托举着一枚鸟巢

一只麻雀惊恐飞向了天空
叶子哗啦啦掉了下来
一片、两片、三片……

数着数着
一场雪就下了下来

数着数着
就将一片片寒意数给了我

□桑 塬

冬日的故乡
雪天煮茶

一只电茶炉，一把电茶壶，一饼普
洱茶；窗外在落雪，我在煮茶。

冬日，我喜欢煮普洱茶，浑厚、浓
醇、酽红，恰如这落雪的天气，有一种

“天人合一”的朴实感、自然感。
茶，是一种片茶，一片一壶，恰到好

处。先是，茶片在壶中载沉载浮，然后，
缓缓散开，像一个个从容过着的日子，
舒缓而烂漫。雪，一片片落下，一寸寸
积厚；茶，色愈来愈浓，汤愈来愈稠，浓
稠到极处，便是混沌一团，如积厚的情
感，弥醇弥香。

啜一口，齿颊流香，腹腔生暖，便觉
得是一份人生好滋味。

啜一杯，望望窗外的落雪，雪白，茶
红，色色分明。我的心情，便也在这色
与香的世界中，花儿一样绽放，觉得是
如此的灿烂，如此的芬芳。

品茶，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修养，
一种境界，雪天品茶，境界自高。境界
自高，高在冷暖交融，高在色色分明，高
在思绪驰骋纵横。

边品边思，沉浸其中，悠然神往。
俗事俗情，皆在那“神往”中，得以净化；
忧愁烦恼，皆在那“神往”中，涣然散去；
而爱情亲情、朋情友情，则在那“神往”
中，得以强化、醇化，竟至于一往情深，
潸然泪下。

一啜一饮，茶在口中，思在脑中，情
在心中；茶事，亦人事也。

雪天煮茶，快意事，赏心事也。

临窗读画

我不画画，却喜欢读画。
读画，我喜欢临窗，窗明几净，画，

也读得清明。冬日里，室外风寒地冻，
室内温暖如春，最是适合临窗读画了。

摊开一本画册，你摊开的就是一个
时间和空间的世界。一页一页地翻着，
画面好，感觉更好。尤其是那些古代的
文人画，真是文气郁郁，扑面都是古风，
都是文人的学养和灵性。

“宋人小品”，一花一鸟，一草一树，
一丘一壑，俱是那么精致、生动、传神。
见得出宋代的文化氛围，见得出宋人的
生活节奏。彼时，文人的生活节奏，一

定很慢，很从容，要不，那花那鸟，怎就
画得如此细腻而生动呢？花，在你的注
视下，正缓缓绽放；鸟，在你的凝目下，
正呢喃低语，或者欲振翮飞翔。一切，
都是“静中寓动”，若非有一种从容和宁
静的力量，又怎会如此？

山水画，是我的最爱。读山水画，
是典型的“卧游”。

山水画，我最喜欢石涛。石涛的山
水画，我用三个字概括之：阔、精、雅。
阔，是阔大、阔达，有一种豪迈之气；精，
是精致，大背景下的一山一石，一草一
木，一鸟一虫，都见功夫，绝无粗疏之
感；雅，是有文气，不是靠画技而成功，
而是画技后面，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作为
支撑，文气沛然，一派潇洒风神。与之
同时代的八大山人，也画山水，但每读
之，总觉得八大的山水，有一种“瘀滞”
之气，缺乏大场面，大气派。八大心中
有“郁气”，故尔，其山水，也难畅达。

我到底还是喜欢石涛，临窗读石
涛，一山一水，山山水水，都有一种“轻
飏”之感，画面美，读之，人心亦爽，亦美。

野步黄昏

夕阳淡淡，淡若薄金。暮气融融，
亦觉大好。

田野行走，满目荒凉。岭丘崚嶒，枯
草一地。踽踽而行，脚步如这个冬日一
样滞涩、缓慢。野地背阴处，残雪片片，
如白云降落地面，残损了容颜。雪片，在
黄昏中，变红，变紫，变得堂皇迷离。

花花搭搭，也是一种美。
爬上一座小丘，登高望远，心地廓

然，辽然。山上，树树皆枯，枝如刀剑，
刺向红蓝的天空。晚霞在枝条上流溢，
浅浅淡淡的一种燃烧，也叫人觉得美。

群雀，栖落树枝，乍然而来，霍然而
去，匆匆，如冬日的一阵风。举目而望，虽
非“归鸿”，却也生一份灵动、飞扬的欢喜。

一个人，缓缓地走着，萧寒中，有一
种莫名的寂寥；寂寥中，又透出丝丝的
莫名的欢喜。欢喜何在？身悠游，心悠
游，便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自
在的人。

生命之可贵，贵在自由，自在。
野步黄昏，一颗逍遥心，一个逍

遥人。

□路来森

冬日闲适（三题）

自古就有“冬至如
大年”的说法，在我们的
印象中，冬至与年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冬至
十天阳历年”，冬至之
后，各种节日会纷至沓
来。元旦，腊八，小年，
除夕，春节，这些喜庆的
节日就像花朵一般，此
落彼开，日子因此显得
缤纷诗意，美丽浪漫。
冬至就如同一个引子，
把美好的日子一个个牵
引出来。从冬至开始，
日子里就有了喜庆的味
道，年的气氛就这样逐
渐铺垫和酝酿起来。

冬至是一个重要
的节日，也是一个隆重
的节日，仪式感不可或
缺。我们中国人对饺
子情有独钟，一顿团圆
饺子就能表达出我们
对生活的热爱和深
情。冬至有吃饺子的
习俗，俗话说，冬至不
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
人管。冬至吃饺子的
习俗，与过年包饺子的
习俗一脉相承。饺子

仿佛是一个线索，贯穿始终，串起了
美好的日子。而冬至的饺子味道尤
其特别，这顿饺子，是对我们一年来
辛苦劳作的犒赏，也表达出我们对年
的美好期许。冬至的饺子是美味的，
也是喜庆的、热闹的。每到冬至，我
就会想起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
饺子的温馨场景。

冬至一大早，我们就在母亲“当
当”的剁饺子馅声中醒来。我掀开妹
妹的被子说：“快起床，今天冬至了，
咱得帮妈包饺子！”妹妹开心地喊起
来：“呀，冬至啦，快过年啦！”在孩子
们看来，冬至与年紧密相连，冬至到
了，年就不远了。一家人坐在一起，
一边聊天，一边包饺子。母亲与父亲
谈论着过年要买的东西，我插嘴说：

“妈，过年我要买一件红色的上衣，就
是燕子穿的那种，特别好看。”那样的
时候，母亲总是笑意盈盈地说：“买！
买！”妹妹高声说：“妈，啥时候杀猪煮
肉，我一想起过年的肉味儿，嘴巴里
就流口水了呢。”一家人被逗得哈哈
大笑。父亲说：“快啦，快啦，冬至到，
年就到！”冬至那天的饺子，味道总是
出奇好，大概心情愉快就会觉得食物
的味道更好吧。冬至为年埋下伏笔，
为年铺垫气氛，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年
的牵引者。冬至来了，年还会远吗？

冬至的夜晚是一年中最长的一
天，从此以后白天越来越长，夜晚越来
越短。虽然属于我们的光明越来越
多，可天气却更冷了。从冬至开始数
九，三九严寒，日子显得有些漫长。不
过，我们都是数着天数过日子的。古
代有消寒图，就是用一幅字来表达九
九八十一天的寒冷日子。这幅字是：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幅字里面
每个字的繁体字都是九笔，要一笔一
笔描写，写一笔一天就过去了。冬至
是年的序曲，这一天我们描写了消寒
图的第一笔，从此便开始在憧憬中数
日子。日日珍重，九九消寒。你有过
那样的记忆吗？每天掰着手指算，离
过年还有几天。在寒冷中期许温暖，
期许新年，如同怀抱温暖追梦。数着数
着，就迎来了让我们欢欣鼓舞的年。新
年到来，鞭炮齐鸣，全民欢腾，一派喜
庆！冬至这个可爱的日子，便会像个顽
皮的孩子一样，躲在我们的身后，笑微
微地目送我们抵达年的彼岸。

时光有序，岁月流转。年年岁
岁，岁岁年年。冬至是年的序曲，我
们终将与美好相拥！

□
马
亚
伟

冬
至
是
年
的
序
曲

又到一年一度的“冬至”了。在
我儿时，故乡人都称“冬至”为“进
九”。一进九，人们便开始准备过年
的年货了。我小时这时候最喜欢的，
就是和父亲一起制作灯笼。

在故乡桐城，每到过年时都有唱
黄梅戏、舞龙灯的习俗。黄梅戏著名
剧目《看灯》，反映的便是故乡这习
俗。对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来说，每
逢新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有喜欢的玩
具，如用废弃旧自行车链条和钢丝制
作的链条枪、用木头砍成的圆锥形陀
螺、自制的漂亮灯笼等。那时乡村，
每逢过年各家大人都会给孩子卖些
零散的爆竹玩，这在乡村并不稀奇。
若谁拥有自制链条枪，随便拿支火柴
插入，扣动扳机便爆出比燃放单个爆
竹还响的一声轰响，是会让我们很羡
慕的。同样，过年时无论谁拿的灯笼
大、漂亮，也都会让我们羡慕。

在我小时候，因家里穷，过年时
是买不起花灯的。每当看到别家孩子
拎着街上买的漂亮灯笼，大年三十晚
上领着我们在村庄上疯跑时，我心里
总是会有些难过的。有一年元宵节
前，玩在兴头上的我央求父亲，也给我
买只灯笼。我说：“听村上小伙伴讲，
孔城街上新正月还能买到灯笼，好像
只要一块五就能买到一只。”父亲听我
这么说便犹豫了一会，方有些无奈地
说：“一只灯笼要那么多钱，都够我们

家两三天伙食费了，等以后有了钱再
给你买吧。”父亲的话刚说完，我那不
争气的眼里便流出了委屈的泪。

看我流泪了，父亲便也有些伤
感。为满足我那小小的虚荣心，父亲
便将我揽在怀中，说“伢不哭，爸现在
就给你做一个，好不？保管比他们买
的也不差。”我爸是本地有名的解匠
(是伐木锯板的粗木匠)，手工活在我
们那一带是出了名的。爸从家中拿
上镰刀到自家竹园砍来一根竹子，先
用刀把竹子轻轻破开，然后又陆续将
其削成竹片、破成细篾竹丝，再把削
好的竹片、篾丝用细铁丝扎成灯笼骨
架。很快，灯笼骨架就在爸灵巧的手
里成型了。然后爸又找来过年糊窗
户剩下的白纸，将它糊在灯笼骨架
上；接着又找出一些彩色香烟盒纸，
将其分别剪成大公鸡、小黄鸭与喜
鹊、小兔子贴在灯笼四周；细心的爸
又从家中找出油盆桶的桐油，把糊在
灯笼骨架上的白纸、彩纸仔细油刷一
遍，说这样油过即便下雨拎着在村庄
上跑也没事了，这只由爸自制的灯笼
就这样立刻生动地呈现在我面前。
最后再在灯笼底座放上一根蜡烛，这
个灯笼就这样算制作完成了。尤其
是那公鸡图案，其挺拔的身材、鲜红
的鸡冠、五彩的尾羽，威风凛凛，栩栩
如生，特好看，让我好喜欢。当我拎
着这灯笼在村里玩时，竟引得村上好

多小朋友夸赞，让我很是为爸骄傲。
现在想来，那应是我儿时最开心的往
事之一，至今记忆犹新。

那只由爸亲手制作的灯笼，元宵
节玩过后便被父亲收起来了，说到年
底过年再玩。没想到当年除夕晚上，
再次点亮灯笼与小伙伴玩时，因其底
座上蜡烛干裂歪倒导致裱糊灯笼骨架
被烧，让我因此难过好几天。见灯笼
底座架子还在，我便想砍根竹子学父
亲做个灯笼骨架。没想到看父亲做得
很容易，轮到我做时就出丑了，才刚破
篾就把手弄破搞得鲜血直流。当我打
消自做灯笼骨架时，竟无意看到家中
当热水焐子的医用盐水瓶底掉了，便
拿来试做灯笼外罩，没想到一试竟正
好，于是我做的简易灯笼就这样成功
了。这只灯笼样子虽不怎么好看，但
非常实用，因是玻璃瓶当灯笼外壳，不
怕风雨和蜡烛歪斜火烧，不仅过年时
我们兄弟可以玩，平时还可当马灯走
夜路用。这小创意竟还受到父母夸
赞，让我因此好高兴。

时光如水流逝，一转眼好多年过
去，父亲已离我而去二十多年了，自是
再不能为儿孙做灯笼了。每到过年
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想起爸，回想起
他曾为我做过的漂亮灯笼与我当初自
制灯笼的创意来。从父亲到我，春节
时的自制灯笼，不仅是一种快乐，也是
一种关爱与呵护，更是一种乡愁哦！

□吴 华

想起儿时做灯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