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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来得很突然，秋天似乎还
没怎么过，冬天陡然间就来了，尤其是
桂花开得还兴致正浓，芳香四溢，倒有
些让人分不清冬天和秋天的区隔了。

这些天，进入深冬的气息越来越明
显，人们身上的衣服在一点点地加厚，
还好，有几次天气预报说气温降到摄
氏零度，但事实是没有达到——因为
终归没有结冰，也没有寒风凛冽。好
在，许多的日子都是阳光灿烂，蓝天如
洗，纵然天气清冷一点，人的心情还是
很好的。

不记得在哪一本书上读到把冬
天比喻成灰色的，此后，好多年或多
或少影响了对冬天的看法——寒冷
的天气，朔风如刀，阳光难得一见，望
眼之处灰蒙蒙一片！可是，又觉得这
样对实际的冬天又缺公允，除了阴雨
和寒风呼号的天气，更多的日子里冬
天都是敞亮的，那种阳光灿烂的清寒
别有一番情调和气息。这样的天气，
色彩也是明亮而独特的。倘若去野
外走一走，你会看到许多的树木像换
了衣妆一般，比如，高大挺拔的水杉，
变成了棕黄的颜色，很是显眼，在其
他树木丛中，有一种独立特行的形
象。再比如香樟，一半叶子红了，还
有一半叶子绿着，煞是别有情趣。此
时，银杏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
了，但是还会有一些顽强的叶子闪着
好看的金黄色，如蝴蝶一般地在树上
抖动着，偶尔会有一片树叶，翩翩然
然地飘下来，有些诗的味道。倘若
看远处的山峦，起起伏伏的一片黛
色，但是，如果有兴趣走近去看，越
走近了，山的颜色便越有变化，及至
走到山脚下时，你会惊叹满山色彩
绚丽，那些过去不起眼的榉树、松
树、柏树、椿树、枫树、槐树、栗树、桃
树、梨树、无花果树、野猕猴桃树等
等的枝叶多数都换了颜色，它们或
绿、或褐、或墨、或红，或黄……每一
种颜色又有深浅之分，真是多姿多
彩，色彩斑斓。如果是夕阳西下的时
候，就会让人有一种思念远方的情愫
产生，这样的情愫很撩人，一时半时
都挥之不去。

冬雪，是人人都喜欢的颜色，一场
纷纷扬扬的大雪将天地绘成一片白色，
走在雪地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满目的
银白很是空旷，心胸便也开阔了。只是
近些年，这样的大雪越来越少了，有时
候，整个冬天都见不到一场期待的雪，
于是，对雪的情感便在回忆中抒发。

结冰，似乎也很少了，记得小的时

候，池塘里，水沟里，水氹里，甚至自家
的水缸里，在隆冬季节都结上了厚厚的
冰，找来锤子或母亲用的锤棒敲下一块
冰，抓在手里，寒气凝重，手都有些不听
使唤，变得红红的，如胡萝卜一般，但是
却很开心。手中的冰在太阳光下闪闪
放光，一会是银色，一会是金色，一会又
是通红的颜色，还有些透明，让你爱不
释手，直到在手中渐渐融化消失。

对于冬天来说，阳光是最美最炫
的，城市的大街小巷被阳光照得有了一
丝温暖的味道，来来往往的车辆在阳光
下闪着不同颜色的光泽，发出不再急促
的鸣笛声。一桩桩矗立的大楼也不显
得孤冷，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或是穿着艳
眼红色羽绒服或靓眼鹅黄羊绒衫的女
孩站在阳台上，红红的脸，甜甜的笑容，
让人赏心悦目。倘若走在乡村的道路
上，到处都是写意一般的景象，空荡荡
的稻田还留着黄褐色的稻茬，有几条或
白或黑或花的狗在游荡，雪白的芦花轻
轻地抖动着，让人的目光很难离开它。
道路旁的菜地里，白菜、青菜、包菜、大
蒜、菠菜、韭菜什么的在阳光下都显出
了勃勃的生机。池塘里的水碧蓝的，还
倒映着一片片的白云，站在水边，人影
立马就映入水中，水中的人影既是你又
似乎不是你，稍稍的有些变形和夸张，
但会让你心情愉悦。有些农户家的楼
房是彩色瓷砖贴的墙面，瓷砖和玻璃放
着亮光，给人喜庆的感觉。有些人家依
旧是红砖，显得朴素和安静。许多人家
的门前悬挂着腊鱼、腊肉、腊鸡、腊鸭，
它们也泛出油润的光泽，还散发着浓浓
的独有腊香。门前坐着穿着深色棉衣
或皮衣的老人，或是打盹，或是抽烟品
茶，或是玩着手机，或是听着戏剧和评
书，倒也消闲自在。

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寻找一片
草地都不是很难的事情，择一块平整一
些的草地坐下，眼前是一片柔黄色，倘
若你仔细去注视这片草地，便会发现这
种黄色真的适合冬天，它让你的眼睛也
变得有一丝暖色。一旦发现了几根极
细小的绿色，那么，就预示着春天快要
来了，不久这片草地就会一点点地变成
绿色。

此时此刻，该是红梅和腊梅绽放
的时刻了，它们是应时节而来的，是
来给冬天添彩和增香的——冬天里
开放的花儿本来就不多，它们便被人
为地寓意了一些内涵，但是，当你立
在它们的面前，专注地欣赏时，它们就
是本色的自己，其他什么都不是，就像
冬天一样。

□杨勤华

冬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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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一则视频，重庆两位老人
在下班晚高峰时，冲进车流如潮的马路
中央，拦下一辆公交车的“义举”，一下
子刷爆网络和朋友圈，若说“扶起摔倒
老人反被讹”，是在寒凉人心败坏社会
风气，那在他人财产与性命攸关的关键
时刻，奋不顾身冲进车流呼人救援的老
人，他们的善心义举不仅避免了一场灾
祸，也暖化和感动了隔着屏幕的万千大
众。

原来，在晚高峰时段，两位老人看
到在左侧车道，一辆疾驰而过的宝马车
底盘已经着火，立刻意识到此事非同小

可，两位老人心急如焚地冲到马路中
央，对着迅速停下来的公交司机大声呼
喊：“车燃起来了，拿灭火器，快点快
点。”幸亏在那一刻，反应迅速，平日里
又非常熟悉灭火操作的公交司机，迅疾
从车上拿下灭火器，仅用了十几秒，就
把火扑灭了。而这惊心动魄随时都可
能发生危险的一幕，车主却丝毫没有觉
察到，当听到周围车辆不停地按喇叭，
两位老人跑过来敲打车窗时，车主得知
真相感激涕零道：“非常感谢公交司机
和两位热心老人，真的救了我一命。”

看到这则讯息下的一条高赞留言，
我的心也被瞬间暖化了，这位 Z 先生
说：“真是温暖的一天，赶在通勤早高峰
地铁上，一排年轻人纷纷站起来给大爷
让座，大爷连忙说不用，还说，我又不上

班，你们年轻人早出晚归太辛苦了，能
休息一会是一会。”Z君说，被理解的瞬
间他泪目了，这一刻也触碰到我内心最
柔软处。刚刚从大学步入工作岗位的
儿子，因为是处理工艺与机械的电子工
程师，有时机械出故障会穿着无尘服，
在车间一待就是一整晚。作为母亲，我
也希望有人会像大爷那样，善待我的儿
子。而不是倚老卖老，遇事动辄就不分
青红皂白，对年轻人动用道德绑架，贴
上各种标签加以指责诬蔑。

我们文学社的杨阿姨是我的忘年
交，她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先她而去，
唯一的儿子还远在加拿大。十多年前，
能唱善舞的她随艺术团去敬老院慰问，
看到老人们渴望得到关爱的眼神，她内
心被深深触动了，至此，她走上了“爱心

传递，温暖夕阳”的关爱孤寡老人的公益
之路。十几年来，她每月到福利院为老
人们读报讲新闻，聊家常搞卫生，她还定
期去探望与她对接的几位百岁老人和卧
病在床的重度残疾人，她总让我想到“在
爱中行走”的德蕾萨修女，把助人视为终
生使命加以奉行。爱出着爱返，古稀之
年的她，被老人们视为亲人，并爱意满满
地叫她“杨妹妹”，她也笑称与老人们在
一起，她犹如回到了“好婆家”。

正如一位网友说的：“平凡的人，总
是做一些很英雄的事，温暖着人心。”为
这些心里藏着爱，总能体恤和温暖他人
的老人致敬点赞，你们让我在这个寒气
渗人的冷冷冬日，心间如沐暖阳。爱才
是荡涤人心与改变世风的良帖，愿你我
皆良善，所遇皆美好。

□李仙云

凡人善举
秋去冬来，万物开始凋零，傲霜吐

红的池杉，却演绎着这个寒冬时节最美
的神韵。早就听说与铜陵枞阳县毗邻
的合肥庐江县，竟然有这样一
片醉美又浪漫的“红杉林”，吸
引着周边众多摄影爱好者。

庐江这片“红杉林”，位于
合肥市庐江县柯坦镇城池村
大汉塘水库。相传这座水库
开挖年代始于汉代，刘备为了
统一汉室江山，欲在这里建造
城池，故名为大汉塘。在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庐江县政府对
占地 300多亩的大汉塘水库
进行新建整修时，栽种了数
千株池杉树，以涵养保护水
源。意想不到的是，如今大
汉塘水库生长的 1万多株池
杉，宛如一把“生态巨伞”，错
落有致地矗立在清澈的水面
上，不仅护住了这方水源，而
且随着四季的变幻，大汉塘的
池杉林也成了不同季节美丽
如画之风景。

对我们这些经常结伴行
走在乡村的影友来说，选择在
初冬时节去庐江拍摄“红杉
林”，应该说是个不错的拍摄
创作计划。12月上旬的一天，
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乘着黎
明前的夜幕，迎着冬月的瑟瑟寒风，驾
车在合黄高速公路上不紧不慢的奔驰
着。1个半小时的行程，天刚麻麻亮，
小车就到达庐江县柯坦镇城池村，停
在大汉塘水库不远的公路边。一下
车，就感受到乡村田园清晨的寒气袭
人，我紧了一下上衣，踏着田埂上厚厚
的一层霜，爬上约2米高的大汉塘水
库埂头。此时天还没有大亮，举目眺
望，眼前只是黑压压一片的池杉林，远
处的田野，一层薄薄的白色晨雾在慢
慢地漂移着……

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
候，我看了一下手
表，正好是早晨7
时许。随着太阳
逐渐缓缓升高，映
入我们相机镜头
的大汉塘水库池
杉林，是一幅幅光
影相互交融的无

比精彩。这里池杉树参天，浓荫蔽日，
清波碧浪，水鸟成群，风光无限。1万
多株池杉树已被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

红色，在这里栖息的喜鹊、白鹭
等益鸟，时不时地舞动翅膀在枝
头上嬉戏欢闹；水面上的池杉林
层林尽染、温暖的阳光照射林
中，粼粼彩色的光影，游动的野
鸭、水中的树影、鸭影、鸟影，透
过红杉树林的光与影，无形组合
成一幅幅壮丽的山水画卷，美得
令人惊叹，美得让人窒息。

据了解，池杉是杉科，落羽
杉属植物，亦称池柏，沼落羽
松。落叶乔木，高可达 25米。
主干挺直，树冠尖塔形；树干基
部膨大有点像水桶，枝条向上形
成狭窄的树冠，尖塔形，形状优
美；叶钻形在枝上螺旋伸展；球
果为圆球形。池杉树春季嫩绿,
深秋初冬逐渐转棕红色。所以，
每到深秋初冬季节，大汉塘池杉
林原本翠绿色的叶片，便逐渐更
换成一袭红色。浅红、深红……
各种颜色的红杉林立、相互交
织、如火如霞、如梦如幻，倒映在
清澈明净的水面上，仿佛构成一
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为静默无语
的庐江县大汉塘水库，增添了生
机与灵动，美不胜收。

清晨的大汉塘水库，就像是一座天
然的大氧吧，空气格外清新。我行走在
水库的坝埂上，眺望着这片红杉林的美
景，呼吸着甜甜的空气，心中是满满的
画意，而摄影人手中的相机，才是初冬
池杉林的调色板。大汉塘库水弯弯
曲曲，库中杉影曲曲弯弯，彼此相
随，不离不弃；深红色的池杉林，倒
映在平静的水面上，犹如酒醉后的
美人，美得一塌糊涂，美得一览无
余。我伫足在一处窄小的塘埂上，拍
下了红杉的灿烂，留下了红杉的念想；
拍下了红杉的风景时，却不想我也成
了红杉的风景……

冬月的阳光，暖暖融融、洋洋洒洒、
光影满塘、恍若梦境。美丽的心情，在
于美丽的风景。摄影人一旦与其相拥，
构画成大汉塘水库上一道艳丽的风景。

层林尽染池杉林，粼粼光影大汉
塘。邂逅最美红杉林，美了眼，醉了心，
让人流连忘返。

□
詹
敬
鹏

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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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鸭戏水寒鸭戏水 李海波李海波 摄摄

1

想对你说的还有那么多
风吹着风，转眼
又是岁末。风吹着风
吹走春花秋月
吹走锦瑟华年
人世荒凉，我一个人
走在路上。前方
没有你，回首
没有你

2

小城沉寂
我总是忍不住

去离别的车站
站在你最后消失的地方
看一眼，再看一眼
有时暮色低垂
有时夜色阑珊
人群聚散，日子茫然
我的花儿
就要枯萎了

3

那些没有星星的夜晚
那些飘着细雨的清晨
我独坐河边
我们并肩坐过的长椅旁
草青草黄，叶生叶落

我眷恋的人间
辽阔无边
我眷恋的你
遥不可及

4

确定的往事，确定的未来
没有约定，没有承诺
风吹着风，转眼
又是岁末
当雪花落下来
想起你去的地方永不会落雪
我有一点难过

□李 季

岁末离歌

一进入冬天，村
里人割尽湖里的芦
苇，却将村前池塘的
半亩芦苇留下，让金
灿灿、雪绒绒、香暖暖
的芦苇相伴整个严
冬。

初冬的芦苇真好
看，黄色的叶，褐色的
杆，浑身散发金属般
的光泽，再加上雪白
雪白的芦花，将村庄
点缀得诗意盎然。冬
曦如村酿，一池芦苇
香，这种香，蕴藉春时
的鲜活、夏天的激情、
秋日的宁静，让人嗅
之舒坦，心生清暖。

其实，家乡的风
景很多，有山、有水、
有树、有草，留一塘芦
苇，难道是为了观赏
么？！似乎有些道
理。冬日清晨，吱呀
一声推开门，只见胭
脂色的晨曦下，苇塘
美若油画，曦色，在每
一株芦苇上抹了一层
蜜，而醉人的清香，在
晨空轻盈荡漾，而倒影静静、迷迷、离
离，惹得水埠头浣衣的大姑娘小媳妇
发愣，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待到负暄日子，南墙之下，尽是老
叟闲妪，一边含饴弄孙，一边欣赏塘
景。人生百味，此刻最甜。

起风时，满塘飒飒作响，犹如一架
无形的管风琴在那里鸣奏。芦苇如
醉，摇摇摆摆，齐齐倒下又齐齐站起，
一阵接一阵，宛如一道道闪电，从池塘
这一头滚向那一头。有时，风会忽然
改变方向，在苇塘形成漩涡，一圈圈，
仿佛神秘的咒符。间或，从苇塘深处
传来一两声野鸟的鸣叫，让人的心有
一瞬间的颤栗，唤醒内心深处蛰伏已
久的温柔，与爱怜。

这时分，芦花飘飘，宛如积雪扬洒
碧空，吹到门前，麇集成一团团，犹若
大朵大朵的棉花糖，引得儿童跟着追
逐，大呼小叫，兴奋不已。有时，芦花
还会附在屋檐下的红辣椒、紫眉豆、黄
玉米棒上，仿佛沾上一坨坨嫩雪；有
时，人在打谷场冬晒，黄澄澄的稻谷、
红灿灿的高粱米、青莹莹的豌豆、紫红
红的薯片之上，也会不时滚过一团团
芦花，一瞬间影子晃过，仿佛在追逐什
么，简直如梦似幻。

一切，俨如一幅活泼生趣的民俗
画卷！

其实，大人们不收割芦苇，还有另
一个不成文的缘由：有野禽在苇塘过
冬。小时候，趁大人们不注意，我和小
伙伴们曾偷偷拨开芦苇，去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苇塘里面竟是另一个世
界。密密麻麻的苇丛里，温暖如春，密
不透风。风，从芦梢刮过，芦根下却是
一片安谧。一只只野禽，见有人来，一
瞬间，嗖嗖嗖，遁得无踪无影，留下一
只只精致的窠，仿佛一具具纤巧可爱
的摇篮，有的窠上，还会留有好几枚温
润好看的鸟蛋。

原来，这里是野鸟的家园，冬日的
避风港！

当揭开了这个谜底，往后的日
子，我与小伙伴们尽量不去打扰它
们，有时，还会偷偷舀出家里的黄灿
灿的小米，如春雨般唰唰唰洒在苇
塘，以供养它们。一直到如今，我仍
记得，有月光的那些寒夜，偶尔，会从
苇塘深处传来一两声细脆的梦呓，那
声音，离自己是那么的近，近得，似乎
可以听见鸟儿们的呼吸，以及月光深
处，那一缕缕红豆般大小的温存而幽
亮的眼神。

眼下，冬天之门又恍然洞开，千里
之外的我，又梦见家门前的苇花飘飘
如雪——飘飘之下，是一村暖暖的冬
阳，是一塘暖暖的时光，更是一帧暖暖
的回忆，教人感恩。苇塘森森，蛰伏着
一个嫩绿的希望的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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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一吹，时光仿佛快马加鞭了
一般。新年一过，我就又虚长了一岁，
转眼就步入天命。回首生命的来路，
荏苒已过大半；想想生命的去处，余生
更需珍惜。

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天命。人
的年龄真有些像是登山的台阶，不同
处看到的风景也各异。有人说，男人
四十一朵花，那么五十岁呢？

五十岁像是一个过渡段，承前启
后，让中年实现软着陆，让老年徐徐启
幕。

明显地感觉身体不如从前。吃不
得酒了，熬不得夜了，豪气干云的日子
一去不返。开始饮食节制，睡眠节制，
知道养命惜福，懂得顺应天道。也许
到了这样的年龄，才真正懂得休养身
心。

有一段时间，忽然睡眠不牢，夜里
久久不能入梦，连皮肤也没缘由地瘙
痒起来，渐成烦恼。我不去问药，我相
信医治不病，这来自情绪的烦恼根源
还在于自己涉世太深，未味退步抽身
之妙。卢梭认为人的痛苦的根源来自
欲望和能力的差距，那么烦恼呢？烦
恼应该来自于一颗不知足的心。《道德
经》说：“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合理满
足能让人愉悦进取，而太多的欲望就
成了生命负担。

人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大多
喜欢选择加法，而到了天命之年，譬如

“无边落叶萧萧下”，该当是血气渐衰

常保养，适宜常用用减法来做事了。
杨绛先生在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说：“我
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
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
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
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
人毫无关系。”我想生命是我们自己的，
应该追求自己的喜欢，顺便把生命活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

如是，我对于爱情有更浪漫的想
法。只因为人丛中多看你一眼，便再
也忘不掉你的容颜。世事沧桑，我们
已经共同送走了最美好的年华，那么
余生眼中便只有你，每一天都过成热
恋。去途坎坷，唯愿相扶相伴，同迎朝
霞，岁月常新。

如是，我对友谊有了更淡然的阐
释。友谊极少有同生死，日相伴，但却
可以托付真诚，相忘江湖。每个人都
不容易，真正的困难和苦楚都需要自
己去承担消化。古人说：君子之交淡
如水。唯其淡如水，方能处久长。友
谊不是索取，只有视友谊为一种付出，
它才会开出圣洁的花朵。

如是，我对生活有更切实的追求。
虽然人生如梦，但人不可一日无梦。“老

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
坠青云之志。”我虽发白，未曾龙钟。老
骥伏枥，犹载养家之重任。在单位里，
踏实工作，不慕荣利，只将一颗心献给
那些亟需滋润的心灵。

如是，我对于命运有更豁达的理
解。时光本不存在，是生命的虚无让
我们意识到了花开花落。但假如人生
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也要把
这梦做得生意盎然。过去的一切不可
重来，那被我曾因无知而忽视的岁月，
需要在将来加倍珍惜。

生命就像是一条河流，当它从冰雪
的源头潺潺而来，一路上欢歌笑语，不
知不觉就汇成了一条宽阔的奔流。此
时的它，轻载理想之舟，张扬希望之帆，
踌躇而满志。而到了它澄清心明之时，
它终于彻悟了河流奔跑的真谛：原来苦
苦追寻的幸福并不在远方，而就藏在它
寻觅的每一个日子里。

男人五十，虽已无花之娇艳，但却
多了果的沉默与香甜。他回避世间的
热闹与喧嚣，更自然地喜欢亲近孤独，
他懂得时间的珍贵，明白了取舍的智
慧，他像在一条逆流的河上，认真地捡
起那溢满童真的时光。

□吕海涛

天命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