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台作者笔下的冬

冬
王庆周

我是医生

爱人是医生

儿子高中生

一家三口都很忙

早餐

儿子在学校

我和爱人顺路

或各自单位

晚上

儿子睡学校

我和爱人早回家的早睡

或偶尔同时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日

早上六点

爱人做好了

热糖包和热豆浆

晚上十一点

爱人在沙发微睡

泡脚盆已插上了电

星期一

如是

星期二

早上

爱人如是

晚上十点五十分

我在沙发半坐

给泡脚盆插上了电

冬

天

来了吗

立冬抒怀
杨庆凯

蘸墨才题菊，
挥毫犹赋竹。
满目人俊俏，
一怀我萧疏。
时来一朝赢，
运去半生输。
凡花争时雨，
劲草任荣枯。
仓充鼠雀喜，
草尽狐兔哭。
闹市有赤贫，
深山藏巨富。
鄙权液常啐，
崇诗意还笃。
桃源拜五柳，
水调仰三苏。
宦海飘摇舟，
艺苑班门斧。
尘事知多少，
各自有乘除。
侈谈天下事，
闲读四壁书。
心病无须医，
偏方是糊涂。

立冬
米丽宏

又到立冬了。
记得一个女作家， 写立秋，很

奇崛。她说：立秋端在那，有坐地一
声叹之感。 是中年的叹。

那么，立冬呢。
霜降的冷白萧瑟，已使人倏然

一凛，顾不上再叹。飘荡的神精，也
吃了一惊。 节令兀自继续清寒下
去，心，居然也就定下来了。 立冬，
让你褪尽心头百般的秋思惆怅，干
干净净站上一个高度，去回头俯视
一整年的沧桑。

回头细看那个“冬”字，却也不
失灵秀；两点滴露，携一股扑面凉意。
水凝为冰，一年里，最简洁、最冷清
的阶段，就这么淡定沉稳地开场。

千树寒瘦，轻寒漠漠。 寒是不
到五分寒；如果结冰，也只是一层
冰皮儿，薄薄的，像朦胧的感情，手
指一捅，就破。

最喜欢这时节的阳光，生生布
置出十月小阳春的和暖。 阳光再
浓，也脱了光感和质感，只剩下了
醇厚，飘起来又轻又浅。毛茸茸的，
将恹恹午后， 酒一样灌得醉意醺
然。 客厅沙发上，泊一汪黄，像金

斑，也像美丽的旧日重现。那么醇、
那么暖、那么温柔的阳光，一年里
头，你能领受几次呢？ 萧索清冷的
初寒天，被这绵绵密密、佳酿一样
的冬阳一灌，倒显出饱满深沉的慈
爱来。

晒在这样的微醺阳光下，人会
不由自主地忆旧。我总会玩一个穿
越，涉过三十多年光阴，回到黯淡
破败的冬日老家里去。 小孩儿的
我，花袄花裤、被棉服支架着像乍
着翅膀的小鸭， 牵了奶奶衣襟，跟
她一道儿去晒暖，在一堆老奶奶群
儿里，听她们喁喁闲话。

那时候，我是生活在温暖臂弯
里的孩童， 跟这个世界两小无猜。
从何时开始的呢，小雪大雪、小寒
大寒， 惶惑地走完一程又一程；如
今，也安静晒在了立冬的暖阳下。

周日，阴沉着天，去小城郊外
的林子里走走。 一夜大风，吹落一
地厚实的黄叶子。 干净的色彩，从
地上，一直蔓延到半空，黄成一种
凝重、简练和苍茫的意思；人在其
中，多么微小啊，芥子儿一般，洒在
金色艳丽的画布上。

这样边走边望，免不了要去回
忆那曾经的春华秋实。 这人生，有
时也很像立冬以后的时日，秋收已
过，要冬藏了。冬日的沉寂里，无论
是粮食还是情感，都藏起来，慢慢
去发酵。 时光，大概会让它们变成
美酒和美酒一般的感情。 那么，也
就是说， 我们的青春并没有远离，
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

立冬之后，寒冷，将一发不可
收，往深渊里走，往深刻里走；在一
地厚雪尚未铺开之前，它就那么钝
钝地干冷着，像哑光的铁器，没有
一点新锐的诗意。

此时，多么希望，一屋又一屋
丛生的暖意啊。 一进来，寒冷塑成
的铠甲，哗啦啦就地萎落。 酒红的
客厅，一缕腊梅的香，让瑟瑟提着
的心，马上柔软下来，变成粉蓝、明
媚的调调。

这么说，立冬，不是寒冷霸道
的白色咒语，却可以称得上美学里
的一种温暖，在合适的时候，让你
冷下来，静下来，看看前，看看后，
胸有成竹地储备好下一个开始。

秋去冬来忆暖炕
李智文

我的家乡为内丘县丘陵区，有
山坡沟壑和闲散荒地，树木、荆棘
和野草甚多，为农民做饭取暖提供
了燃料。 解放前后，各家门前都有
两垛柴火，一垛是木柴荆棘组成的
硬柴火， 一垛是野草为主的软柴
火。 勤劳者门前柴火垛大，懒散者
柴火垛小。 硬柴火多用于蒸干粮、
炖肉、做年糕、做豆腐用。软柴火用
于一般做饭。 解放前后，我们丘陵
一带很少用煤做饭和取暖。一般家
庭冬天在居室中做饭，居室的灶火
和炕相通，目的是睡热炕。“暖炕”
二字，“暖”有日字，“炕”有火字，意
思是说火烧的炕如太阳一样暖和，
因而暖炕又称“火炕”。从这里可以
看出汉字是很有趣的！ 解放后，农
村长期流传着这样顺口溜：“三十
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冬
天为了省柴火，孩子不太大的尽量
和大人挤在一个炕上睡。这个顺口
溜反映了睡热炕头在冬季寒冷季
节是一种享受，是全家的和谐和幸
福，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家庭的温
暖。

我母亲去世早，小时候同曾祖
母、祖父母及小妹五人睡在一个做
饭屋的火炕上。父亲同两个哥哥在
不做饭的屋中睡。不做饭的屋冬天

里也烧坑洞，也可以睡暖炕，但不
如做饭屋里暖和， 老小多住做饭
屋。冬天夜长天冷，我和曾祖母、小
妹入被窝早，曾祖母年纪大，精力
不济，小妹小睡觉多，二人往往入
被窝不久就睡着了。祖父母晚上还
干活，我家八口人，衣服被褥，主要
靠祖母一人承担， 曾祖母也帮忙，
祖母还下田干活，祖父深知祖母的
辛苦，很少串门，经常帮祖母干些
活，如拐线子，修纺花车等。我晚上
睡的也比较晚， 不睡觉就看书，主
要是背书，背写语文，仰身躺着，用
手指在肚皮上背写，背写得滚瓜烂
熟，因而老师经常表扬我语文背写
得好！ 我父亲经常串门坐夜，有时
晚上不出去，烧完炕洞后，用熟火
烧些花生， 将熟花生送到我们屋
里，曾祖母没牙不能吃，祖父母不
吃，只有我和小妹吃。 当时生活水
平低，肚里没油水，吃花生格外香，
至今想起，还流口水！ 我们老家过
年，不仅要蒸馒头、馍馍（带馅的圆
馒头），还要做粘米面糕、做豆腐，
烧硬柴火且时间长，有时炕热的不
能睡，只好坐着，等炕降了温才能
躺下，曾祖母坐着打盹，小妹也在
她怀里睡着了。 后来过年打糕、做
豆腐，就在厦子里做，避免炕烧得

不能睡。
我们丘陵区春天之后，小酸枣

树上和草丛中有蝈蝈开始唱歌，因
酸枣叶甘甜，蝈蝈爱吃，故酸枣树
上蝈蝈多，秋末，酸枣叶渐渐落光，
蝈蝈不得不进入枯黄的草丛中。我
们丘陵区的儿童，大多有冬养蝈蝈
的爱好。把蝈蝈装在一个扁圆形的
小葫芦里。家长为满足孩子们的需
要， 差不多家家院中种这种葫芦，
一棵葫芦结十几个，种一年够几年
用。葫芦有盖，还有若干透气小孔，
冬养蝈蝈就在葫芦中养，蝈蝈吃白
菜，家家有白菜，可以养到第二年
春天地里有蝈蝈的时候。 蝈蝈之所
以养的时间这么长， 主要是将葫芦放
在暖炕上。 因为炕上暖和，冬天蝈蝈
也唱歌。冬天，蟋蟀也进了屋，夜晚
蝈蝈和蟋蟀的歌唱此起彼落 ，
似进行比赛， 此时我在惬意中
睡着了， 我未看到过祖父母什么
时候睡，天明当我醒来，祖父母已
经起来了。

自上中学、 大学和工作后，开
始睡木板床，寒假回家陪老人睡几
天暖炕，老人去世后，清明寒食上
坟，当天去当天就回来了。 居住在
城市有暖气， 晚上入被窝不凉，但
我还是怀念当年的暖炕！

浅吟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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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如荼 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