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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至，寒冬始。

到大雪节令，黄河以北地区，最低气温已

至零下。若有雪落下，地面也渐渐能存住了。雪

色一涂抹，枯索的仲冬便有了新气象。河流山

川，万里一色，银装素裹，境界拓开去许多。

那么，你以为隆冬最冷的是积雪吗？错啦！

最冷，是北风。它们像一匹匹豹子般呲着利齿、

耸动着脊背，自西伯利亚骁勇而来，嘶吼着、奔

跑着、旋转着，扑击着……

它们带来了乌云，带来了凛冽，带来了封

冻。风停后，空气触手冷脆，好像还带着响儿。

树上叶子被掠完，树枝丫杈全冻傻。万木瑟瑟，

好像小时候玩“木头人”游戏，一声“木”，不许

说话不许动，全“木”住了。

雪就那么开场了，像祖母长长的老故事，

慢慢讲下去，讲下去。起初，是雪粒零星，“细

沙”簌簌；雪霰撒着撒着，就变作了鹅毛。雪幕

被谁“哧”地拉开，魔术师从帽子里抓出一大把

一大把碎白花儿，接连不断地扬，。一层、两层，

几多层？魔术师自己也数不清。

大雪若落在晚间，窗外的世界便多了神

秘。热闹的，却分明又是凄清的。又黑又重的大

幕前，雪花妖娆起舞。她们舞步轻巧，踮脚掠

过，如万千佳丽，水袖抛甩，缠缠绕绕，扑打着

一格格亮亮的灯火。“唰唰”，“簌簌”，声如粒粒

凄美的种子，入心，摇曳出诗意。

这样的夜，美得令人忧伤。

想那远远近近，荒村野水，都被层层雪花

覆白了。万里山河，成了美术室里的静物，幽蓝

幽蓝，一派端正苍茫。

村子和四周的山被冰雪包裹着，像鸡蛋壳

里沉睡的雏鸡，永远不醒，真正的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啊。可是，皑皑白雪，更能挑动人心

底里悲怆激愤那根弦。天涯孤客，关山飞渡，背

景挑染一抹雪，气氛顿时卓异。看那八十万禁

军教头林冲，被一场苍茫大雪和一葫芦烧酒，

救了性命，夜奔梁山。正所谓美人迟暮，英雄末

路；本该是锦绣人生，却不料惶惶然，出逃在一

程风雪之中。浓重的夜色，纷飞的雪花，英雄英

雄，从此之后，你有什么前途可言？

而《红楼梦》的大幕徐降，宝玉披着大红猩

猩斗篷，一步一步，亦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

了。雪地上的一串脚印，很快会被飞雪覆盖，像

他不曾来过，像这个世界真的只是做了一个

梦。那宝玉倒也坦然，像是千里万里回家，回一

个真正的家。

雪夜读书，像捧着一捧渐渐融化的雪花，

凉沁沁的，润人。

天不分东西南北苍茫一色，地不分远近高

低银装素裹。皑皑白雪里，又有多少文人墨客，

顿生那种欲与天地、与历史、与万物生灵对话

的强烈冲动；多少英雄豪杰以雪作赋，挥洒出

气势恢宏的词章，咏出惊天动地的绝唱。“北国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纵横千万里，旷达

豪迈；“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喻

玉而雪，玉润万家，真正的无私天地大胸襟

……那一篇篇用雪堆起的妙文，是民族文化的

缩影，是历史的丰厚沉淀。

亲近雪、欢娱雪、敬雪、拜雪、感恩雪，不只

是那些文人墨客，也根植在所有人的骨子里。

因为，雪是温柔和良善，是宏大和包容，是和融

大千、涵养生灵的宽厚。一场大雪覆下来，成为

越冬植物厚实松软的棉被。麦苗、小草正好躲

在雪被窝里蒙头冬眠。次年开春，雪被子自行

融化，一边融化、一边滋润。

在这个大雪节令前夕，我翻阅日历，一眼

看到“大雪”那页上，有一句应景的诗：新的雪

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

是的，大雪带来新生，也带来希望。让我们静待

一场大雪吧。看雪野托举住微醺的阳光，领受

一段新里程的荡气回肠！

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一个人走在冬夜寂

寞的长街，心中颇有几分凄寒。长街空旷，车辆

和行人已经稀少，偶有车辆从我身边飞驰而

过，带来一股更深的凉意。人世浮沉，生活艰

辛，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属于自己的寒夜。

不经意抬眼间，我忽然看到前面楼群的

万家灯火。密密麻麻的窗子里，几乎所有的

灯火都亮了起来。那些灯火，散发出来的光

都是一样的，温馨、静美、暖意四射。这样的

灯光连成一片，使得一栋栋楼房都散发着一

种诱人的光彩。

我想，如果没有灯光，黑漆漆的楼群该

是多么恐怖，就像一棵棵森然的老树一般，

沉默得让人窒息。万家灯火，是这个世界温

暖的聚集地，是人最温暖的归宿。无论外面

的世界有多寒冷，无论你的归途有多漫长，

只要有一盏为你而亮的灯火，你便会觉得再

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万家灯火让我眼前一亮，心中升腾起无

边的暖意。我想，此刻家中一定也是灯火通

明。母亲和妻子每晚必定会等我回家，无论

多晚。寒夜清寂，两个人一定把孩子哄睡了，

然后一同到客厅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很小，

她们一边看一边聊，说话的声音也很小。夜

晚显得更加安静。母亲一定会时不时起来，

朝着窗外张望，然后轻叹一声说：“唉，这么

晚了，咋还不回来？”灯光静默无言，却照彻

夜空，也点亮我心中那盏灯。我跟母亲和妻

子说过很多次，让她们不要等我，先睡。可她

们从来不听，为了让我回家能够看到自家亮

着的灯，为了让我开门后有人相迎。

汪曾祺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觉

得，只有人在归途，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灯

火可亲。不管我们的归途多寂寞，最终赶往

的都是家。只有家的灯火，对我们的诱惑力

才是最大的。想想有家人为你守候，有灯火

为你而亮，连脚步都会变得轻捷。朋友老李

独自在异乡打拼，一个人租住在简陋的房子

里。他经常不回家，说家有啥可回的，里面连

个人都没有。我理解他的感受，没有一盏为

他而亮的灯火，家充其量只是房子。有了灯

火，有了为你点亮灯火的家人，家才是真正

的家。我亲眼见过春节前老李归心似箭的样

子，每天跑东跑西买礼品，忙得满头大汗都

不肯休息会儿。每年他都是第一时间抢购车

票，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因为，千里之外，有

一盏为他而亮的灯火。

归途灯火暖，人间温情在。我抬头凝望

着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子，觉得那种光亮是

那么柔和、温馨，像是慈爱柔情的目光一样，

让人恨不得一下奔过去，投入家的怀抱。家

的灯火可亲，还在于它的无限包容。我在猜，

这一盏灯火在等谁？哪一盏灯火在等谁？一

盏盏灯火，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夜归人。无

论你在多么偏僻的角落里，充当着多么微不

足道的角色，家都会给予你最温暖的拥抱。

心中的灯火被点亮，力量陡然升起。

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到了楼下。抬头看

到自家的窗子，那柔和的灯光让我的眼睛似

乎湿润了，鼻子有点酸。我使劲吸吸鼻子，迈

开大步，向家走去。……

一月由一束小火苗开启

二月，家人团聚在圆桌旁

孩子们从烟花中挖掘出更多热闹

风筝把三月驮在背上

新植的树木用根须在泥土中

寻找到它们的时钟

四月烂漫，布谷鸟是住在声音里的芳邻

一个节日把透明的人们投寄给

门槛外的祖先

而花儿们已在风中画出自己

五月制造出更多工具

在暴风雨中选出船长，选出六月的向日葵

这是一个相信童话的月份

每一个大人都气喘吁吁地跟紧了惊讶

母乳养大最小的孩子

连布娃娃都有自己的玩具

七月的每一个白昼都有旗帜在正午怒放

远行的夜晚，你的额头总能触碰到星座

火热的秘密交给八月就放心了

水果走进口渴的房间，多汁的闪电开始枯萎

潮水涌向远方

九月的诗意由蟋蟀搬出洞穴，多须的大师们

歌颂崇高的蓝天和结满果实的树木

十月，月亮开满鲜花

幸福属于每一个拥有母语的人

丰收以后的大地，瘦美人行走四方

老人睡在粮仓旁，如同一个美好的神

那些落叶都会扫进十一月的口袋

有些像一块野地，期待着小雪、大雪

在十二月里多悬挂一盏红灯笼

没有实现的爱和愿望就交给下一年吧

请多邀请一只鸟进来吃光你的寂寞

辛苦一年了，也对自己说一声谢谢

愿你用梦和温暖结束最漫长的那个黑夜

一棵树，遇到了冬天，知道得舍弃负

担。

舍掉繁花，褪尽绿叶，将花叶藏于枝干

中。没有了花叶的负担，树便能安心积蓄力

量。等到来年，春风的手拂过，花叶便于枝

干中，应声而出，又是一个璀璨的轮回。

一段水，遇到了冬天，知道该减缓消

耗。

流水潺潺，流淌进了严寒的冬日。这样

的时候，水便会以冰的方式，让自己凝固，

减少蒸发，以对抗严冬。冰，是水的一种自

我保护方式。

与此类似的，还有动物。对于动物们来

说，冰天雪地的考验，着实不少。气候严寒，

食物短缺，这都是动物们的冬日大患。于

是，有的动物便用“睡”的方式，将自己藏进

了冬天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一个人，遇到了冬天，该怎么办？

一味消沉，自然是毫无出路。于是，很

多人下意识地做法，便是反其道而行，加快

步伐。可落寞固然无济于事，激进就能解决

问题？

生活是如此，感情亦是。

有些人，感情一旦陷入严冬的泥沼，便

想着割肉止损。眼前既然看似无出路，不妨

另谋他路。至于原来走的那条道，就当此路

不通。那个人，就当从未相识。

另一些人，则完全相反。眼前的一切，

日渐冰冻，想来是自己做得不够。要打破寒

冬，唯有快和热可破之。于是，加速加量，意

图打破感情的严冬。

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最后往往都

头破血流。

感情也好，生活也罢，该如何走出寒

冬，其实大自然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在

大自然中，有无数种应对冬天的方法。而很

多人，却往往选择了最不讨好的方式。

一棵树，一段水，一只看似普通的动

物，身上都蕴藏着生存的智慧。在寒冬中，

需要的不是完全停下步履，生怕遭受损失，

从而丧失生存下来的本钱；也不是加快步

伐，意欲突破，却反倒消耗殆尽，得不偿失。

放慢，但于慢之中，积攒着未来的希望

和能量。速度上的慢，能让你在痛定思痛之

后，有足够的反省，检讨以往的不是之处，

从而对未来有正确的方向和规划；而积攒

的能量，则能让你在看清方向后，有足够支

撑你走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而这两者，是一个人或一段情，遭遇寒

冬后，所必备的两大过冬利器。

街角的水果店里摆出了一种新来的水

果，穿着金黄色的外衣，长得有点像橘子，

但却分明没有橘子那份水灵。再细看，这

种水果长得居然有点“嘻哈”范儿，暗旧、皱

巴。

店主告诉我，说它的名字叫“不知火”，

小名“丑橘”，外号“丑八怪”。我不由得惊

叹起来，一个小小的水果居然和人一样，名

字还挺多的，有户口簿上的大号，家常惯叫

的小名，不知谁起的外号。

我猜想，在水果的世界里，大约也是要

拼颜值的吧！那些长得好看的水果赏心悦

目，自然会被人多看几眼，就算不吃，也图

养养眼。像草莓，娇小玲珑，鲜艳欲滴，是

可爱型的；像葡萄，晶莹剔透、温润如玉；像

苹果，红的绿的，大方得体，清香怡人；像香

蕉，穿着黄衫，修长挺拔……

再看丑橘，长得似乎有那么点不尽人

意，身材矮胖不说，大肚凸顶，表皮粗糙，凹

凸不平，有的歪歪斜斜，似乎没有长好。再

看颜色，也不够鲜亮，像穿了一件皱皱巴巴

没有洗干净的旧衣，摆在那里像是失掉水

分一般，既无光泽，也不饱满，像个泄了气

的皮球，灰头土脸，不招人待见。

这样不起眼的丑橘，却有一个挺文艺

的名字，叫“不知火”，据说是源于日本的一

个杂交品种。剥开厚厚的橘子皮，内里却

是别有洞天，水灵灵的橘瓣让人充满惊喜，

想不到丑橘是一个有内涵的家伙。丑橘果

肉松软，汁水丰沛，酸甜可口，丢一瓣在嘴

里，口舌生津，有一股淡淡的果香，沾染在

手上，经久不散。想不到丑橘的味道这么

好，想想它还有“励志”，不靠颜值，一样能

让人过目不忘。

水果店的老板得意地告诉我说：“你别

看它长得不怎么样，味道却是极好，只要吃

过，都会念念不忘，而且就算吃多了也不会

上火。……”

丑橘外表虽丑，但却有一颗柔软甜美

的心。我买了几个，准备拎回家给母亲尝

尝鲜。丑橘不仅味道好，我还喜欢它的外

号——“丑八怪”。这3个字，让我内心深

处的怜惜泛滥起来。

看到丑橘，我想起另外一种水果——

榴莲。

在水果的世界里，其实长得丑的远远

不止丑橘。就说榴莲吧，也是一种超有个

性的水果，不但长得丑，味道还特别怪，身

上硬刺如矛，就连释放出来的那种味道也

能退敌数里，喜欢的人爱得要死，不喜欢的

人退避三舍。爱榴莲的人，喜欢拿它来炖

鸡、煲鱼汤、做点心，怎么吃都不够。作家

郁达夫曾经说过：“榴莲有如臭奶酪与洋葱

混合的气味，又有类似松节油的香味，真是

又香又臭又好吃。”

丑橘也好，榴莲也好，说到底都是好吃

不好看。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

误，以貌取人，或以貌取物。就连去早市买

个菜，也会挑三拣四，选那些个大的、水灵

的、光滑的、鲜艳的的。长得丑的大多被丢

弃在角落里，无人问津。其实丑者何辜？

自然造物，万物平等，只是世人肤浅，以自

己的好恶来判断美丑。

傍晚下楼散步，我有时会不知不觉地

走到街边的水果店，买几个新鲜的丑橘带

回家，看书、喝茶，抑或灯下闲聊，随便瞅一

眼案上清供的花草，旁边随意丢置的丑橘，

窗口轻轻挤进来的微风，带动空气中微微

流动着果香，使我心中会升起莫名的欢喜。

天蓝，气清，没有风。多日阴雨之后，和

暖的冬阳大大方方地洒落下来。人家的阳

台上、小院里，晾晒的不是花花绿绿的衣

被，就是碧绿生青的雪里蕻——呵，又到腌

菜时节了，有趣的是那些带着缨子的白萝

卜，翠绿养眼的锯齿叶片连在雪团似的萝

卜上，像极了大头娃娃偏穿了件细腰绿罗

裙。

突然一串“喳喳、喳喳——”声传来，是

两只花喜鹊，停在一棵柿树上，啄食，黑白

分明的花袄尤其干净，漆黑的尾巴在阳光

下闪出几分钢蓝。两位毫不客气地各吃一

个橘红的柿子，长喙扎进烂熟的磨盘柿子，

几乎能看到溅起的汁水，甜蜜蜜地喷在阳

光下，让人眼馋！树上的果实并不多，也就

五六个吧，疏疏地缀在树梢上，是够不着

摘，还是专门留给鸟雀的？说不清。不过，在

初冬的庭院里，阳光晴得那么好，天空蓝得

那样醉人，两只可爱的鸟叽喳欢叫着，倒丝

毫看不出一丝冬的萧瑟，反添了些许生机，

树上的叶落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三四片亦

让霜打得通红。就这寥落的红叶，两只喜

鹊，蓝天下，树梢头，五六个柿子小红灯笼

一般照着，如一幅画似的，好像白石老人就

喜欢描几笔这样的小品吧？即便少了茂密

的叶片又有什么要紧，那声声鸟啼生机勃

勃，不就是树上的叶与花吗？

与我一同观赏这喜鹊啄食图的，是白

发萧萧的庭院主人，鸟儿吃他的柿子，也不

恼，脸上却挂着笑，得意呢。若将他一并画

进去，就是一幅“柿柿（事事）如意”的和谐

图了。

初冬时候的银杏叶，黄得那样纯正，那

样透彻，那样晃人的眼睛，也是一景。满树

的叶片金鱼尾巴似的，在枝头招摇，雨天

里，一片片簌簌而下，全都湿透，踩在脚下，

“窸窸窣窣”，便有种凄凉之感。但遇上晴

天，微风轻拂，抬头，一片片稀稀拉拉的还

不肯落，被阳光照得几近透明，映了水磨蓝

的天，特别的清新隽永。站立树下，捡起一

两片小扇似的叶片，摩挲着、思考着，想到

“蓦看银杏势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之类

的诗句，仿佛立在若干年前的某座古寺旁，

山门前，老树下，面对渐行渐远的一个背

影，漫山铺满银杏叶，空留一人暮色茫，种

种情思涌上心头，人不觉就痴了。……

其实在我们水乡，初冬时的桑树叶、杨

树叶、法桐叶也颇值得一看，不必多，疏疏

朗朗的，无论在淅沥的冬雨中，还是在如瀑

的阳光下，深深浅浅浓淡不一的黄叶，树下

走着三两位行人，或背靠着一座红砖瓦房，

有了烟火气息，也好看。

但我更喜欢到郊野，看芦花，看荻花，

看醉汉似的乌桕扑在水面上，试想，在一望

无边的水乡平原上，突然来一棵饱经沧桑

的乌桕树，满树的叶子就像燃烧的火焰，多

让人眼热，真能点燃心中的激情。乌桕的叶

片细看起来就像小鳊鱼一样，风一过，活泼

泼地在那里游动，影子映在水里，更像鱼儿

在嬉戏，好玩呢。叶落，就有了洁白的乌桕

籽，远远一瞧，几可与梅花乱真，难怪诗里

写：“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此时，同在

水湄处，洁白的荻花映了日光，那种空灵与

岑寂实在是美。而灰白的芦花潇洒地将花

絮飘满整个苇滩，如雪似的，捏一管箫或

笛，吹至月凉如水，该是怎样的一种清欢。

那天外出，不想在一小区里竟看到些

橙红的矮樱和绛紫的榉树，让人眼前一亮。

更难忘的是三株鸡爪槭，叶裂较深的红叶

就如丽人的醉容，娇嫩润泽，活泛风韵，闪

着诱人的光芒，真比二月花还要艳丽。树下

是一儒雅中年，捧了本书，正埋头用功。

那一刻，冬阳如金，红叶正美，沐浴在

如斯初冬中，心里真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之感。

冬生春心冬生春心
■ 郭华悦

归途灯火暖
■ 王国梁

十 二 月
■ 孙君飞

初冬
■ 朱秀坤

■ 米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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