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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
挂在房顶上，面无表情
夜静得像掉进了深井
晚风太沉
碎成了一地的暗香
池塘里，枯荷
挺直嶙峋的骨架
芦苇很瘦
只够支撑一只苇莺的轻
蛙鸣藏得太深了，像极了归宿
树们，在风一样的叹息中
反刍夜的寂静
它们的黑枝条里
藏着缭绕天空的火焰或旗帜
往事殷勤
也被时光修改得面目全非
瘦瘦的苇塘村
和父亲一样，早早掐灭了烟火
睡了下去
桌上有只空碗，落了些灰尘
宿鸭湖，把一个弯拐得风情万种
一只水鸟，用翅膀漾起一缕风
像暗香，经久不息

暗香
■ 尹文阁

一
剪
寒
梅

■
耿
艳
菊

风
物
写
意

冬
至
一
阳
生

■
程
应
峰

节
间
词
话

冬至刚刚过去，新一年的春天
就该来了。

北京故宫藏有《冰嬉图》，画面
呈现了一项叫“卷冰嬉”的冬季体
育活动。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要
挑选上千名“善走冰”的能手入宫
训练，于冬至至“三九”在太液池上
表演。中国古代冰嬉的场面十分
热闹：旗手和射手们滑行于冰上，
盘旋曲折、蜿蜒如龙，众人簇拥着
皇帝在旁观赏，等等，这些场景在
遗存的名画中历历可见。

三国时期，曹操在营寨大帐
中，与众将商议，静等黄盖投靠
的消息。当日东南风起，甚紧。
程昱入帐告曹操曰：“今日东南
风起，宜预提防。”操笑曰：“冬至
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
风？何足为怪！”正是这种常识
性的认知，导致曹操大意而兵
败，无可挽回。

气始于冬至，冬至一阳生。从
冬至开始，生命活动开始由衰转
盛，由静转动。正因如此，古时冬
至，视同大典，每至冬至之夜，众人
聚集，嬉闹喝饮，以酒多为荣。

宋朝仁宗皇帝年间，朝中各种
军政大事，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
后一手处置，在仁宗皇帝年届二十
的冬至日，太后让仁宗同百官一
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
听说后，断然说道，家礼与国礼，不
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
制止。为此，他专门上奏章疏。举
荐他的晏殊闻听之极其恐慌，责备
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
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
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
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
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会因正直的
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晏殊无
言答对。

范仲淹之所以在后世心中山
高水长，成为千秋风范，由直面此
冬至日太后庆寿一事可窥一斑。

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
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所
谓“冬进九”，“冷在三九”，就始于
冬至。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
长，阳气回升，是又一个节气循环
的开始。《后汉书礼仪》载：“冬至前
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更
有情趣的帝子，会命人鼓瑟吹笙，
奏“黄钟之律”，以示庆贺。

冬至饺子夏至面。在中国绝
大部分地方，每年农历冬至这天，
不论贫富，吃饺子是保留节目。流
传着这样的农谚：“十月一，冬至
到，家家户户吃水饺。”

冬至这样一个特殊性的日子，
自古就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不
同地域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庆贺
冬至来临。北方有冬至宰羊，吃饺
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有吃冬至
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

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
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
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
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
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
音，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求
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
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故后
人都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

吃“捏冻耳朵”则是冬至日河

南人吃饺子的俗称。缘何有这种
食俗呢？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曾
在长沙为官，他告老还乡那时适
逢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他看见
南阳白河两岸的乡亲衣不遮体，
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
非常难过，就叫其弟子在南阳关
东搭起医棚，用羊肉、辣椒和一些
驱寒药材放置锅里煮熟，捞出来
剁碎，用面皮包成像耳朵的样子，
再放下锅里煮熟，做成一种叫“驱
寒矫耳汤”的药物分给百姓吃。
服食后，乡亲们的耳朵都治好
了。后来，每逢冬至人们便模仿
做着吃，久之，形成“捏冻耳朵”的
习俗。后来，人们称它为饺子，也
有的称它为“扁食”和“烫面饺”，
吃了冬至的饺子不冻人的说法也
由此蔓延开来。

还有一些地方冬至吃狗肉，这
习俗始于汉代。相传，汉高祖刘邦
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狗肉，
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
此在当地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
的习俗。如今，人们把狗当成了朋
友，冬至吃狗肉的习俗渐渐被摒弃
了，但人们依然会在冬至时吃些羊
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
一个好兆头。

而在江南水乡，冬至之夜全
家欢聚一堂，一起吃赤豆糯米
饭。相传，有一位叫共工氏的人，
他的儿子不成才，作恶多端，死于
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
残害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
赤豆，于是，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
煮吃赤豆饭，用以驱避疫鬼，防灾
祛病。

冬至，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是
一个极有意味的节点。而今，冬至
已过，一年的轮回已然开始，万物
在地下攒足了劲，以向上的态势，
拥挤着，呼啸着，舒展着，迎向阳
光，在天地间，正气昭昭，昂然生
发。

汪曾祺先生在《人间草木》里写到腊
梅，那是他少时岁月的往事。他家的后花
园有四株大腊梅，檀心磐口，汤碗口粗，花
极多好看。热热闹闹，又安安静静。境界
实在不寻常。

每年腊月，汪先生说他们都要这腊梅
花。汪先生上树，他的姐姐在下面指点
着，要他折这枝，这枝！那场景一定有趣
而快乐。腊梅花的热闹和小孩子的喜气
洋洋让整个冬日都活泼起来。

他们折的腊梅花是横斜旁出的。汪
先生说，这样的不蠢，几朵半开，多数是骨
朵的，可以在瓷瓶里养好几天。

下雪了，过年时，就更好了。汪先生
到后园摘几枝全是骨朵的腊梅，把骨朵剥

下来，再用细的铜丝穿成珠花的模样，送
给亲人。她们插在鬓间，很好看。

腊梅花每年都会开，汪先生以为这
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可我如今看
他的散文，真羡慕，他真是幸福。这些雅
致的事，于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来说，实在
遥远。

我没有见过真正的腊梅花。小时候
生活在乡村，家家户户都有小院子，倒是
没见过谁家种有梅花。我家的院子里种
过葡萄树，柿子树，槐树。东边的空地上，
种过不少菜。大家的院子里基本也都是
这样。

梅花，似乎离我们非常远。可是，又仿
佛那么近。我的一个堂姑，名字叫春梅。
十里外，我姥姥家那边，一个远房的小姨，
也叫春梅。她们都长得好看。那时候，我
们小孩子自以为是地讨论着，梅花就像春
梅姑姑、春梅小姨一样好看。

我们家院子东边上的空地后来建上
了两间房子，给我们几个小孩子住。第一
个新年，父亲在大雪天从集市上请回一幅
寒梅图，挂在新房子迎门口的后墙上，是
为中堂画。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梅花，墨黑的枝干
上，稀稀疏疏卧着几朵红红的梅花，很安
静。画上有四个字：傲雪红梅。两边还有
对联，内容已经不记得了。正值外面大雪
纷飞，院子里已落了一层白白的积雪，一时
间诗意悠然。对着那幅梅花图，清清爽爽
的，令人内心好快乐。那时，我在读《红楼
梦》，只记住了那句：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记得一首关于梅的老歌《一剪梅》：真
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
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亮你我……雪
花飘飘，北风潇潇，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
梅傲立雪中……

青春韶华时，心中总装着爱情。这首
歌的词意就是当时年轻的心对爱情的信
仰：一剪寒梅傲立雪中。爱我所爱，无怨
无悔。

母亲九十三岁了。以前，我总觉得
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母亲却达到
了，虽让人揪心，又令人快慰。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觉“年岁”是一
个残酷的两难问题。

那时我才几岁。一个晚上，我静静地
躺在父亲的身边，可睡不着。我感觉，黑
暗里这个世界空旷得吓人。我说：爹，我
不想长大。我看不见父亲有怎样的反
应。静一会后，父亲说：傻孩子，长大好
呢，谁都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呀！我不再说
话，可心里仍疙疙瘩瘩的。我害怕“长
大”。我长大了，就变成父亲和母亲这个样
子，可父亲和母亲就老了，之后……我不敢
想下去，太怕人了……为了父亲和母亲永
远不变老，我宁可自己永远也不长大！

尽管很不愿意，日月没有因此而停
止流转。岁月强硬地牵扯，我只能随波
逐流，天天在长。我还没长大，父亲和母
亲还没变老，突如其来的事情却把我那
颗孱弱的心冲开一个破洞。我的父亲走
了，那年我才十一岁。我的心惶惶惑惑，
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我才突然发
觉，我那个想法原来是痴心妄想。

我们村是个渔村。渔村人靠海吃海，
男人扬帆出海，女人守在家里。没有大男
人的家庭，就没了活路。我们要生存。我
家有五个孩子，还都很小。弟弟和最小的
妹妹守在家里，姐姐和我和那八岁的妹妹
毅然决然走下村前的海滩，在滩涂上挖泥
虫、海螺，捞小鱼、小虾；母亲就在村后的
山坡上开荒种地，把自己也种在地上，硬
要种出糊口的番薯和稻谷。我们一家人
在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就是苦于活命，也
就是在拼命。到了这步田地，原来隐藏在
心里的那个“永远也不长大”的奢想，已经
从心里那个破洞漏掉了，我们五个孩子只
有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快点长大。

这个时候，“岁月”这个词已经不再
在我的心里停留，或者说岁月已经放大
成我们的生命——只争朝夕。夜晚，似
乎不是用来睡觉的。鸡叫第一遍，母亲
便把我从床上拍醒。拭着惺忪的眼走进
厨房时，姐姐和大妹妹已经扛着锄头、拎
着竹篮出门去。母亲对我说：让弟弟和
小妹妹多睡一会。她一转身，也扛着锄
头到地里去了。饭桌上已经摆着五大碗
番薯干粥，在淡黄色的煤油灯光中，还冒
着热气。没有菜，热番薯干粥有点难吞，
睡眼朦眬中更没胃口，可是必须把这五
大碗番薯干粥都填进肚里，然后扛起捞
虾的工具出门去。

走过一块坡地，又走过一片田野，走
下海滩来，天蒙蒙亮了。太好了，海水退
潮后，还没人下海滩来。我架好捞虾网，
在水里推，第一网捞上来，很多小虾，倒
在旁边的沙滩上，小虾弹跳得热闹，刚好

天亮了，我把小虾都捡进篓里。
在水里捞虾很费力，一直捞到太阳快

要下山了，我的篓子有点沉了，可要回家
了。很累，很饿。母亲说过，太饿时，要勒
紧裤腰带，又吞一下口水。我走过那田野
时，整个身子像掏空了，轻飘飘的，脚在打
颤。路旁有番薯地，又有萝卜地，偷挖一个
番薯或一个萝卜，边走边吃，挺过去了。

回到家时，天刷黑了。姐姐和大妹
妹也回家来了，母亲还没回家。姐姐赶
紧把饭煮熟，我们五个孩子围着饭桌吃
饭，吃饱了，人就特别累，趴在饭桌边东
歪西斜都睡着了。

母亲回来了，没有忙着吃饭，先提猪
食去喂猪。猪在槽边嘚嘚嘚吃得欢时，母
亲才回来舀饭吃。之后，她打来一大盆
水，把我们都拍醒，让我们洗洗抹抹，我们
就踉踉跄跄走进屋里睡去了。

夜里很清静，只听到嘚嘚嘚切切切的
声音，那是母亲在砍猪菜。我很少见母亲
睡觉。天没亮我起来时，母亲已经把早饭
煮熟了；我吃早饭时，母亲已经到地里去；
太阳丈把高了，母亲赶回来，和人家一起
去干生产队的活；中午生产队收工了，母
亲留下，开垦荒地；下午生产队的人又到
地里来了，母亲又过去干生产队活；傍晚
生产队收工了，母亲又留下；一直到天全
黑了，母亲才踏着夜色走回家来。

日子艰难，岁月的脚步却迈得很
慢。春节还是如期到来。我们无暇想那
年岁，兴趣都落在那口肉上。多难母亲
都要割肉过年。过年后就有一刀肉腌在
瓦罐里。萝卜收成时，拿萝卜叶腌成咸
菜。煮一大锅咸菜，放一块肉进去煮，菜
汤上浮着亮亮的油星，菜好吃，汤也好
吃。菜吃光了，汤喝光了，不碰那肉，又
加水加咸菜续煮。煮了几回，那肉快烂
了，母亲才捞出来，拿镰刀割成五块，分
给我们每人一块……

长大后，日子跑得飞快，不知不觉岁月
已经牵扯我们兄弟姐妹来到六十左右了，
母亲九十三了。有母亲挡在前面，我们都
不被岁数吓着。母亲尤其不被岁数吓着。
母亲三次到省城大医院住院做手术，岁数
无可奈何，只好在她的身上延伸。

现在母亲行动不方便了，从我城里的
家搬回渔村的老家住。我们让姐姐回来
贴身照顾她。母亲的记忆力惊人，她不认
字，全家人以及亲戚的电话一张嘴就流出
来。可近来的事转眼就忘，往事依然清
晰，姐姐可以和她追溯更多的往事。

我在几里远的小镇上开诊所，隔三
岔五就来看母亲。踏进家门，母亲就说：
哎哟，这么久你才来看我！我说：前天才
来过呢。她说：是吗？姐姐走开，母亲就
神秘地说：这个女人对我可好了，她说她
是我生的，先生她，再生你，是吗？我说：
是啊，她就是姐姐。

姐姐天天照顾母亲，有时她认得姐
姐，有时却认不得。姐姐有办法，她记不
住时，就和她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她就
眉飞色舞，每个细节都说得非常清楚，她
又把谁都记住了。

我尤其喜欢和母亲回忆往事。过去
的事多艰难、多辛酸，她再说出来，都有
趣有味，让人舔出甜味，甚至让人乐。

母亲的曾孙们也喜欢听她说以前的
事，听完就羡慕说：以前的日子好玩啊！
母亲就咧嘴笑着说：好玩，很好玩！她那
张满是皱纹的脸就笑得像花一样灿烂。

霜的降临，让山村往日的繁茂
渐行渐远，满眼的萧索、单调接踵
而至。但农家小院是个例外。

清晨，推开大门一望，散乱堆
放在院中的禾秸、斜靠于院门旁
的农具木柄及搭盖山芋粉的硬塑
料布、墙角石缝冒出的野草等，全
是白白的一片，晶莹得耀眼。随
阳光斜斜照进，小院里升起一缕
缕热气，徐徐漫过作物禾秸、锄锹
木柄等，氤氲成一副凝重的样
子。此时，一群山雀从天而降，欢
快地在院子里蹦来跳去，在寒风
中轻摇翎羽，叽叽喳喳响成一片
悦耳的音乐……于是，农家的小
院又像主人一样开始入冬后新的
一天忙碌生活。

有人说，有田地的地方就有
农家。我觉得后缀一句“有农舍
必有小院”（大门前的院落）更为
精确。农家小院不是主人用来栽
花种草、陶冶情趣的花园，也非遛
狗、逗猫饲养宠物的乐园。它虽
有围墙，或用野竹编排，或用土基
垒就，或用砖头砌成，看似主人生
命安全的外化，其实就是虚张声
势，做做样子而已。

农人非常重视小院建造和维
护，主要看重其实用功能。主人
从田地收回的秋菜、各种作物禾
秸及捡来柴禾等往水泥地基上
一摊，往往等菜晒焉了、禾秸柴
禾晒干了，才将他们搬走。劳作
一天扛回的犁、锄、锹等工具也
是无规律也往院墙边一靠了
事。冬天的农家小院虽像一位
蓬头垢面的人，尘满面、鬓如霜

地面对着世人，虽逼仄、脏乱，却
透露出生气和生机，让小院的主
人们变成如歌的行板。裁一片
原野的色彩放在自家院子里，院
里院外、人和自然，没有距离、阻
隔，彼此之间和谐相处；农家小
院的门虽大多虚掩着，可能为防
鸡、猪、狗等家禽家畜进院糟蹋
各种果实。偶尔一位老人坐在
院中阳光最充足之处闭目养神，
当一阵足音传过来时，“嘿哧、嘿
哧”驱赶禽赶畜之声立即从主人
嘴里发出，小院顿时又恢复了宁
静。也许正是那些看似弱不禁
风的低矮土墙或竹栅栏的力量，
才使小院里的五谷杂粮获得了
安全感。

农家小院虽像它的主人一样
踏着季节生活，农忙它忙、农喜
它乐，但农闲却不闲。寒冬腊
月、正月农闲时，小院顿时就成
了欢乐场，妇人们搬出火柜靠着
墙壁，晒着暖洋洋的太阳、纳着
纳不完的鞋底；四五个男人凑在
一起就在太阳底下甩起扑克，要

么就两人抬出茶几摆上棋盘痛痛
快快杀上几盘；放假的孩子三五
成群在小院中就跳起房子、踢起
毽子或捉起迷藏。笑声、叫声、
嬉骂声不时就在小院上空碰撞，
流淌出的浓浓乡情甚至让人嫉
妒。农家小院冬天喜事多，逢年
过节或娶媳嫁女，它折腾得比谁
都厉害，为让大伙乐起来，小院
总是自告奋勇献出身体让鞭炮、
礼花从身上炸响，它扛起桌椅任
主人和宾朋踩着胡吃海喝的同
时，也毫无怨言地任宾客把肉骨
头、鱼刺等丢在它脸上，让人们
的欢乐和喜气不断升高飘荡。雪
后的小院更是孩子们的乐园，大
雪将大人们撵到屋里“围炉听雪
雨，品茶话桑麻”，白花花的世界
便成了孩子们天然游乐场，滚雪
球、堆雪人、打雪仗，悬念叠生、
底色天真，犹如踩着“白雪却嫌
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诗句
的节奏，进入玲珑宝盒，充满惊
喜与生趣，叫人难忘……

走进冬天的农家小院，宛如走
进一部厚厚的村史。不经意间，小
院旮旯里的一泡鸡屎、院墙石缝中
探出头的一束野花、门边歪着身子
的一架木犁等，便是竖写的繁体
字，记录着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
至一个村落的变迁。农家小院冬
天里那些说不完的故事、赏不厌的
景致、化不开的乡情亲情、玩不够
的游戏，不是画幅却胜似风景，总
让人动情，令人着迷，启人深思。
它在我心中，始终就是乡愁的模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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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淡墨
滴于田垄 滴于村郭
乡村的黄昏
是心灵丰沃的牧场

老牛打着悠闲的响鼻
咀嚼刚刚开始的轻松
打水仗的孩子
让岸上某个人陷入沉思
仿佛照见了当年的模样

母性的河流傍村而去
滋润暮色之外的卡拉OK
给我一顶草帽好吗
或许我就能走进这支清凉的山歌
传唱千年
仍不觉得疲倦

乡村黄昏
■ 陈灿麟

喜鹊进入村庄的视线
并用翅膀打开田野的空旷
一头牛卸下沉重的秋天
在一棵老树下反刍曾经的时光
一阵风将岗上的云
吹得又高又远
枫叶飘落
掩盖了一群蚂蚁搬藏日子的行迹

田头的草垛收集阳光的温暖
月色用炊烟拉长乡愁
裸露的村径
将回家的路画成蜿蜒的歌谣
让梦想丢弃的童年
彳亍蹒跚

大雁最后的鸣叫
将村庄掩罩在静谧的光影下
屋角收藏的节气
开始被锈迹的农事侵蚀
火炉里跳动的安宁将寒意驱逐
映红皱纹里的笑意
沧桑的面孔下
一只小虫一样的心事蠢蠢欲动

冬境
■ 方华

我的回忆
在海南的冬天里凝固
我匆匆的脚步
带起路边几片惆怅的落叶
我和很多行人走在一起
我们没有眼神的交流
我们戴着口罩
空气有些冷意
此时是对一年有个总结的时候
而我们把这个年底的时间
用来买票
用来还账
用来忏悔
或者用来祝福
我纠结的应该是故乡的眼光
衣锦还乡的衣锦无处安放
我们的行李箱里装着真实的我们
密码还是我们熟悉的乡音

还乡
■ 徐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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