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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花
■ 江初昕

冬至，是深冬的开始，是万物沉潜、休养生

息的时间。每当冬至到来，总能真实地感受到

一种来自时间深处的紧迫感，挂历上剩下的为

数不多的纸页，提示着我们旧的一年即将过

去，新的一年又将来临。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前几天

悄然来临的寒潮，带来了银装素裹的雪景，一

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窗外的世界，被雪花

覆盖，一片白色。看不见路人匆忙的背影，听不

到鸟雀的啼鸣，日子俨然掉进了一个大窟窿，

静谧、幽邃，如隐者一般默默地修行。

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似乎总能早早地感

受到时序的变化。大雪无痕时，就轻轻地哼着

“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的歌谣。过了冬至，

白天就越来越长。

记得林语堂在《京华烟云》里这样写道：

“在冬至，白昼渐长，阴的力量开始衰退；冬至

的开始在夏至，那时白昼渐短，阳的力量开始

衰退，阴气渐盛。所以人生也是按此理循环而

有青春、成长、衰老。”如此看来，冬至就并非是

冬季寒冷的抵达，而是春天生机与朝气的先行

者，是一年四季的轮回和开始。北半球的冬天，

下雪的日子其实并不多，暖阳占据了大半。这

正像我们人生经历的见证：冬季已来，春天不

远。

冬至，并不简单意味着降雪、降温，还包含

着一种古朴的哲学思想。古代的人们认为，万

物的运行其本质在于阴阳的变化。一年四季分

阴阳，春夏属阳，秋冬属阴。阴极之至，阳气始

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所谓“冬

至”。一年之中阴气最为旺盛的日子在冬至，也

就是阳气开始复生的时候。古人认为，自然界

的阴阳二气，往往处于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制

约的方面，两者的转化其实是一个此消彼长、

否极泰来的过程。这其中也寄托着古人诸多朴

素美好的愿望。

古人将冬至分为三个阶段：“一候蚯蚓结；

二候麋角解；三候水泉动。”泥土中的蚯蚓蜷缩

着身体，在山野中活动的麋头上的角此时渐渐

蜕化、脱落，地下的泉水缓缓流动而且散发着

温热。这正是阳气初生的征兆，但由于此时阴

气尚又浓厚，因此，万物都呈现出一种犹似沉

睡的状态，其实，正是趁在冬天的这段时间恢

复元气。只有经历过冬天的萧瑟，才会迎来真

正的成长和蜕变。

北方素有“冬至饺子腊八粥”的说法，吃

饺子、喝腊八粥是为了保住元气，抵御数九天

的寒冷。民间流传着“十一月，冬至到，家家户

户吃水饺”的说法，这种习俗，是因纪念“医

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一盘饺子，一碟

香醋，几瓣蒜头，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饺子，

聊着家长里短，其乐融融，纵使天再冷也能感

受到温暖。

冬至已然来临，冬天已经过半，让我们带

着对生活美好的憧憬，行走在深冬，行走在通

向来年的时光里，努力而心怀希望。

纵然生活有时候的确会让人疲于奔命、焦

头烂额，但那些期待中的愿景，也如这冬至一

样，会在来年的春季，萌芽、生发、长出一片繁

盛来。

自大雪节气后，全是几个阴天，而气温也是一日低过

一日。

去教室里上最后一节课，给孩子们讲做过的试卷。由

于天气阴沉，加之又是最后一节课，我和学生的兴致都不

是很高。讲着讲着，顿觉教室里明亮了起来，一看，原来是

夕阳出来了。橙色的阳光从窗户外的金属栏杆照了进来，

照在了绿色的黑板上，照在了教室的墙上，照在了孩子们

课桌上，更是照在了他们的一张张小脸上……

那一瞬间，我突然怔住了，为这一刻的光影而着迷。

我知道，这样美的片刻，我不能独享。于是，我让孩子们短

暂地停下手中的笔，我们一起看向窗外。

此时，一轮浑圆的夕阳正斜挂在远处山巅。在夕阳的

映照下，山显得更沉寂了，有了许多的暗影。而山下的江

面，也显得非常平静，像是用熨斗熨贴过了，没有一丝的

波纹，也没有一丝的涟漪。这一江的水将江上所有的景都

倒映在了江面上：江面有山、有树，还有房屋，更有一抹斜

阳……

“哇！好美的夕阳啊！”

“代老师，现在的情景和我们学过的《暮江吟》很像

啊。”这个孩子的话音刚落，全班就一起将我们第一单元

学的《暮江吟》前两句背了出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

瑟瑟半江红。”

特别是那一句“半江瑟瑟半江红”，讲这一句时，是雨

天，我便只从字面意思给学生做了讲解，生怕学生们难以

理解。但是有了此时这短暂的停留，我想，当他们以后再

次背起这句诗的时候，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眼前这宁静

美好的画面，

“代老师，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了！”突然

一个孩子冒出了这句话，她的这句话如同一阵微风吹进

了我的心里。果真，孩子们全都是天生的小诗人，这样平

平淡淡的一句话，甚至在成人听来有一点儿傻气的话，但

从孩子们的口里说出来，竟变得如此的诗意。是呀，这是

我和他们在一起的第二个冬天了，接下来，我们还将在一

起度过第三个、第四个冬天。

学生回到座位上写作业后，我继续欣赏着这一刻的

光影，环视着这间小小的教室。我承认，这一刻，我是感动

的，既感动于这无限温柔的夕阳，也感动于自己能身为人

师，能与他们相互陪伴走过这几年的光阴。当然，我更感

动的是此刻的氛围，这样一种天长地久的氛围：我们聚在

这一间小小的教室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平淡的日子。

在这间小小的教室里，他们认识了一个个生字，学会

了一个个词语，从会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到能写出一段段

完整的话。他们的作文本上，从最初的一两句话，逐渐写

到了现在的一页甚至两页……时光就这样从窗外流过，

从书本间流过，从教室里流过，更是从我的青春中流过。

我甚至常常觉得，不是他们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他

们。很多时候，他们对待我要比我对待他们要宽容得多。

我偶尔在黑板上写错了字，他们会提醒我，我改了便是。

而他们若是写错了字，我的指责总是从这个字延伸到他

们平时的表现；我有时候没把平翘舌读对，他们会一起纠

正我，之后依然十分信任我。而若是他们谁读错了，我可

没这么好的耐心，准是要数落他们读书不认真……

孔子说：“教学相长也。”以前不以为然，总觉得一站

上讲台，整个教室就应该由我说了算。而现在随着年岁增

长，跟孩子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就越来越觉得他们比

我更懂得如何去包容和宽容。而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去

精进我自己的教学能力，尽力扮演好一个陪伴者的角色。

当我转变了自己的观念后，我发现，孩子们带给我太

多的惊喜。他们会自己组织早读、抽背，相互督促。他们还

会自己组织语文小剧场，从布置场地、主持、完成表演到

最后的评比，我仅仅是适当地给了些建议。虽然前几次略

显慌乱与生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已经全然形成了

一套标准流程了。

看到学生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去尝试、去努力，我的

内心涌出了无限的骄傲与自豪。我知道，就如同这短暂的

夕阳一般，我们做老师的，能陪伴孩子们的也仅仅是很短

的一段岁月。但这一段一段的岁月铺开来，就是我们几十

年的教学生涯。因此，我们理应更加珍惜这些瞬间的感动

与美好。

一说起“夕阳无限好”，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背出下一

句“只是近黄昏”，但我想，只要我们未曾虚度光阴，进一

寸有一寸的欢喜，那又何惧近黄昏？

祖母家大门口是一块开阔的平地，

俨然一个天然的植物王国，那里有翠绿

的紫竹、高大的桃树，以及南天竹、构树

等等，最显目的还是那两棵树冠如盖的

枇杷树。枇杷树终年绿意盎然，浓密的树

叶宛如两把撑开的大伞一般。枇杷树下

也是鸡、狗的乐园，夏季阴凉，雨天又能

挡雨。最喜是冬季，满树的枇杷花迎着风

霜雪雨悄然绽放了。

枇杷树那么高大，但它的花儿却很

起眼，甚至用其貌不扬来形容也不为过。

没有牡丹玫瑰的娇艳迷人，也没有桂花

茉莉的馥郁芳香，枇杷树顶端的枝头上，

宽大的叶子宛如众星捧月一般，弯曲的

枝头上缀满了毛茸茸的叶柄，叶柄中心

挤挤挨挨地缀满了枇杷花。细小的枇杷

花微张开花瓣，一副害羞的模样。一簇簇

枇杷花挤得相互扒拉着，仿佛有一双无

形的手，挣扎着向外边挤去，好汲取更多

的阳光和雨露。粉白色的花瓣，每五瓣围

成一朵，有的像谛听晨曲的小耳朵，有的

像播报春讯的小喇叭。嫩白的花蕊吐出

鹅黄的蕊丝，丝丝缕缕平添了妩媚。层层

叠叠的枇杷花，花蕾个头很小，小到不愿

意独立绽放，她们总是几十朵、几十朵地

簇拥成花团，堆放在枝叶梢头。悄然开放

的枇杷花，瞬间惊艳了萧瑟寒冷的冬日。

都说树大招风，叶大招雪。在萧瑟的

寒冬，大多数的树木都凋零了树叶，进入

冬眠状态，休养生息，等待来年蓄势待

发，而枇杷树却不然，经冬犹绿的树叶在

萧条的寒冬中尤显得精神抖擞，挺立于

寒风当中。特别是一场大雪过后，巴掌大

的树叶承积了累累积雪，枝条压弯了，树

干也倾斜了，一副肩负重荷的样子。枇杷

树的树枝柔软，很少看见有被大雪压成

残枝断叶的。难能可贵的是满树枇杷花

迎雪怒放，似乎将严霜冰雪当成励志的

格言和前进的动力，愈是数九寒天，愈是

精神百倍。翩然而至的雪花覆盖了花儿，

越积越多，花儿在积雪的堆积下依然绽

放自如。雪终于停住了，很快开始消融。

枇杷树上“簌”地一声掉下一捧积雪，随

即树枝弹起，又是一阵“哗啦”落雪声，让

路过的人冷不丁地吓一跳。残雪融化成

了冰，把枇杷花包裹在其中，宛若晶莹剔

透的水晶一般，甚是可爱。

雪霁天晴，久违的暖阳露出笑脸。枇

杷树更加精神抖擞了。而满树的枇杷花

迎在冷冽的寒风灿然绽放，细小的花儿

享受着暖阳眷顾，不时散发出淡淡的清

香，一时间引来无数的蜜蜂“嗡嗡嘤嘤”

上下翻飞忙采蜜，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是春光胜是春景。环顾四周，残雪消

融，在这个满目萧条的季节里，能在寒冷

的冬天开花的植物有几个？再看看眼前

满树的枇杷花，顿时让人内心深处对枇

杷花多了些敬意。

凌寒独自开的枇杷花早就得到过诗

人的留意和赞美，宋代赵蕃《冬日杂兴》

中写道：“杨柳迎霜败，枇杷隔岁花。”同

样是宋代的诗人董嗣杲《枇杷花》也写：

“花开抵得北风寒，果收初夏摘金丸。”

梁实秋《雅舍谈吃》中回忆，真正上好的腊

肉他只吃过一次。那是抗战初期，先生去湖南

拜访一位朋友，那个朋友家道殷实，在湘潭城

内有一所很阔气的大宅，宅子里有一个宽敞的

厨房，房梁上挂着好多鸡鸭鱼肉，底下堆满了

树枝干叶之类，正在冉冉冒烟。晚上朋友招待

他，到厨房取下一块腊肉，“刷洗干净，整块地

蒸，蒸过再切薄片，加青蒜炒。”主菜是炒腊肉，

再来一瓶温州烧酒，宾主尽欢，此后在别处的

餐馆里吃炒腊肉，都不能和这一次的相比。

腊味不只是一道美味，更承载着千百年

的传统以及感情的食物。它是风吹出来的。这

样的味道，腊月里才有。凛冽的风吹透肉食的

纹路肌理，也把冬天的味道浸进去了。或者腌

一只鸡，把鸡悬挂在风口慢慢地吹，吹干的

鸡，又叫风鸡，搁到锅里蒸，腊香四溢。

寻常百姓过年，在集市上剁一块肉，拎回

去，用细细的盐小心地码过，挂在屋檐口，那

块肉就成了腊肉。儿时，外婆买新鲜的带皮五

花肉，分割成块，用盐和花椒、八角、茴香等香

料腌渍在一只陶缸里，再将五花肉风干，渐入

佳境。

乡村里的腊味，用树枝、柴草慢慢熏烤。

挂于灶头顶上，或吊于烧柴火的烤火炉上空，

利用烟火慢慢熏干。熏好的腊肉，表里一致，

煮熟切成片，透明发亮，色泽鲜艳。

我曾见到一农妇扛着竹竿挂着十几只腊

鹅，在赶日头晾晒。一抬头，见到树上悬着几

只琵琶腿，以一棵冬天的树为隐约背景，就在

陌生路人的头顶，想那腊味在高处，寒风透

彻，多待些时日，便滋味入骨了。

有些腊味不在意吃，而在意收藏和保存。

徽州古村西递的老宅里，我无意中瞥见一户

人家，房梁上挂着色泽油亮的老腊肉，在朦胧

的光线中，半明半暗，老宅里也就飘忽着一种

宁静旷远的旧年味道。

腊味是一种意境。家家户户，老墙上挂

的、屋檐下吊的……叮叮当当，颇显阵势。一

根长竹竿上，晾挂一串鸡鸭鱼肉，也不怕显财

露富。是小人物烟火苍生的一种萃取、表达和

升华。有色有形的腊味情调，像小说、戏曲、书

法、绘画一样，渗透到朴质无华的居家生活。

腊味是俗的，有时却又点缀和铺陈一种

意蕴和节奏。有一次，在一家小餐馆里，我在

厨房和一个人说话，那个厨房后院的天井里

有一根绳子上挂着猪耳、香肠、凤鹅、猪舌，远

远地看去，就像悬挂在灰黑的屋檐空间下的

一溜色泽金黄的味觉道具，忽然觉得，那串腊

味大概不是预备着吃的，而是用来渲染一个

餐馆的氛围。

这个季节，街上吃烤红薯的格外多，满大

街都飘着红薯的香。那香味浓浓的，直往鼻孔

里钻，经不住诱惑的我也买了一个尝尝，味道

还可以，但总感觉没有老家的那个味儿。

红薯在老家又叫苕，我们是吃着苕长大

的。那时候粮食紧张，苕因为高产好吃，家家

户户每年都要种很多。后来条件好了，人们还

是习惯种点，红薯无论是拿来煮稀饭，还是烤

着吃，味道都特别好。

我和妹妹读小学时，每天的任务就是煮

一小锅苕，吃不了的就喂猪。那些土里土气的

苕，不仅喂养着我们长大，也把猪喂得肥肥

的。也许，这也是我多年来对老家的苕难以忘

怀的原因吧。

参加工作后，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

除了春节，几乎很少回家。

在外呆的时间长了，就有点想家，冬天里

特别想念老家的苕。那滋养我们长大的苕，似

乎嵌进了灵魂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父亲

为了让我过年时能吃上苕，专门请人在后山

上挖了石洞，把一袋一袋的苕储藏起来。所以

每年春节回老家，我都要带些苕走。

今年的“双十二”刚过，几乎每天都有我

的快递，我忙得不亦乐乎。有天，快递小哥搬

下一个纸箱，让我签收。

正当我拿起笔习惯性地签收时，纸箱上

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的地址是老

家的，难道是家里寄来的？我掂了掂箱子，特

别沉，再看纸箱上的厂家，写着某某红苕加工

厂，而地址就是老家村里的名字。老家有红苕

加工厂了？我怎么不知道。

回到家，我带着疑问打开了纸箱，大大小

小的红苕装了一整箱，一看就是好吃的模样。

“妈，那箱苕是您寄来的吧？”我赶紧跟母亲打

电话。“是呀，你收到了吧，”母亲高兴地说，

“村里今年建起了红苕加工厂，我和你父亲在

家里就能打打工，挣点零用钱，还有就是现在

快递非常方便，打个电话就有人来上门取

件。”母亲显得非常高兴，说了一大通话。末

了，母亲欣慰地说：“吃完了还有，随时可以寄

给你。”

我把母亲快递的苕洗净蒸好，香气在屋

里弥漫开来。我小口地吃着，品尝着老家乡愁

的味道。老家的苕，慰藉着我的思乡之情。

冬至阳生待春来
■ 管淑平

在院里的水池边洗手，水哗哗

地从水龙头里流出，冲到手上冰冰

凉，冷得直让人立即要把手缩回

去。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预报说

有雪，欲下未下的样子。突然就想

念起明媚温暖的阳光来。

冬日里，雪花飞舞，琉璃世界，

固然是浪漫的、风雅的。但还得是

“杲杲冬日光”是寒冷冬日里的雪

中送炭。

只要有阳光的日子，人的心情

似乎也不会太差。往阳光下站一会

儿，晒得浑身暖暖的，不好的情绪

也会被晒化了，内心不知不觉就温

柔平静了。

每天吃完午饭，正是阳光最暖

和的时候，我喜欢出去转转，很随

意，哪里有阳光就往哪里走。

有几天，总会经过一条胡同，

胡同里的树很高大，虽然树叶落

了，仍旧遮挡住了一些阳光，而从

枝丫里露出的阳光就显得尤为珍

贵了。不少人家就在门口扯了绳

子，趁着阳光好的时候晒衣裳、被

子。从那里经过，花花绿绿的，一派

浓厚的生活气息。

小时候，家里也是四合院，农

家的院子比城里宽敞多了，阳光最

好的时候直接铺满了整个院子，金

光闪闪，明丽温暖。家家户户都喜

欢把衣裳被子抱到院里晾晒。经过

晾晒后的衣裳和被子会留有阳光

暖暖的味道，尤其是冷飕飕的晚

上，躺进被窝里的时候，不会那么

冷冰冰的，而且能闻到阳光的香

味。日子虽艰辛，而这样简单的小

幸福却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

记得每年放寒假，屋子里没有

暖气，我坐在桌前写寒假作业时冷

得难受，伸不开手不说，根本没有

心情写。父母看着心疼，就会说等

明天太阳出来了，暖暖和和地到院

里写去。

一般的晴天，上午十点，太阳

就把堂屋的廊檐下照得一片温煦

了。我们就搬着高椅子、低凳子到

廊檐下，惬意地在暖和的阳光里写

作业。有时候，一家人干脆把饭桌

搬到阳光下，简单的饭食配上阳

光，也成了世上美味。

那时的生活很苦，可是因为有

对阳光的期待，而阳光从来都不会

辜负我们对暖的盼望，心中并没有

对当下的日子和季节产生过抱怨，

觉得寒冷的冬天也是很美的。冬有

冬的来意，冬天再冷也不怕，阳光

永远在关照着我们人间大地。

如今，每年过年时回到我们的

亲切的小院，小院老了、旧了，但阳

光依然是簇新明亮的，温暖一分都

没减少。现在的条件也比从前好多

了，屋里安了暖气片，屋里没那么

冷了。可我们依旧保持着晒太阳的

习惯，喜欢坐在堂屋的廊檐下沐浴

着阳光闲话家常或回忆往事。

“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它从

不多给谁一分。”阳光也是如此公

道温情，是寒冷冬日里大自然最慷

慨、最慈悲的恩赐。都说爱笑的人

运气不会太差，那么追逐阳光的

人，内心定是温暖明亮的，会在萧

瑟生活里保持笑意盈盈的心态。

杲杲冬日光杲杲冬日光
■ 耿艳菊

夕阳无限好
何惧近黄昏

■ 代蕊

快递一箱乡愁 ■ 赵自力

腊味 ■ 王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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