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沐浴雪花
梁丽平

在一年里殷切的期盼中，雪
落满我的世界，
于雪里，静静的站着一片一片，
细细地数，唯恐错过那雪片簌簌的落音……
雪如花，历经三个季节的酝酿，
到了隆冬才打苞、盛放……
让满世界都知道，
一世惊鸿……
洋洋洒洒肆意飞舞、飘落……
安宁、从容、淡泊，不计结果
一群麻雀突兀地撞进视线，
在白茫茫的世界里寻找着什么
窗外，那棵老榆树上一窝喜鹊
在飞进飞出的忙碌着……
一扇窗，隔成了冷暖两个世界，
我沏一杯上好的龙井，等你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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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清欢
郝红霞

北方的冬日， 我又忆起英子的江南
雨，春水碧于天，画舫听雨眠，我迷恋着
烟雨濛濛的江南， 我与英子在乌镇的雨
中奔跑着， 我们穿过一街一街的青石小
巷，我们大声念着戴望舒的《雨巷》，竟也
没有遇见撑着油纸伞， 丁香般结着愁怨
的姑娘， 戴望舒给艾青的书信中写道：

“诗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和谐，不是那些没
有情绪的呼唤。 ”我们情迷着江南热情的
呼唤。 夜色阑珊，我依然想北方的家，很
想轻轻俯首在自家门口， 看母亲灶膛燃
起的炊烟。 登上竹木搭成的小楼，嘎吱嘎
吱的脚步声恍若回到了童年。 鬼魅的水
边悬挂着红灯笼， 店铺前挂着棉布碎花
门帘，像极了老家的旧宅院，高高的木梁
房顶， 绚丽多彩的花被褥， 时光如此恍
惚，南方与北方的风味交织纷杂起来，辨
不清地域的美或许更美，斜风细雨处，英
子与我穿行， 对面的人走过石巷，略
有风霜的中年男人， 撑着油纸伞，脚
步如我们一样悠然， 擦肩而过时，雨
巷逼仄独窄，他侧开伞让路，靠近时，大
家会心一笑！

候鸟朝着温暖的南方飞了， 这温暖
有时候是气候，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感

情， 这感情里包含了抒情者对人生的沉
醉与痴爱，于鸟类而言，南飞是多么暖人
的飞翔与追求，翅膀拍打着天空，梦想描
绘着春暖花开，于人而言，纵然居住地滴
水成冰，也不能潇洒地南飞去，纵然孤独
的灵魂需要优雅的归处和安静的港湾，
亦不能挥袖而去快意人生， 诸多的人与
事如藤蔓一样， 经年来密密匝匝缠绕而
来，割舍不断，了未犹了，故此，唯有在原
地守候，不息的灯光，咏叹的日子，故地，
故人，故事！ 街道也冷了，我所居住小区
对面油条夫妻的小摊也关门了， 人不见
了踪影，店已贴了出租启示。 每一次买油
条， 总会看见那女人脸上微微的笑，害
羞、兴奋，生意不太好，偶有晨练的老人
路过，闲致地坐在木桌旁，自娱自乐地哼
着京剧，慢品一碗豆腐脑，面色大都是从
容的，或许，人生的高低起伏阅尽，眼前
只剩平淡，极尽岁月深处，孰重孰轻都不
重要了， 把自己蕴藏的正能量输送给身
边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老者，年华褪色，
我心傲然！ 我裹了羽绒服，瑟缩着，儿子
不畏寒，穿着单薄的校服晃来晃去，他为
了某事与我争执，关了门。 我在纸上放了
他爱吃的花生米，从门缝里推进去，几分

钟后，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他在屋子那
端移走了花生米， 我侧耳听见了他咀嚼
的声音。 原来，一个十三岁少年的心是那
样简单与易知足， 几枚花生米后便幡然
改途，轻轻一暖，便可微润如玉，我对儿
子说，等下雪了，我们滑雪去，多摔几个
跟头，山中有风，风是山的音乐，山中有
雪，雪是山的舞者。

冬夜漫长，天仍然不亮，清醒处，真
实的自己就在遥远的地方，憧憬，迷幻，
读完一本书与读懂一个人是不同的，书
开阔了眼界，人刺伤了心，或许，每一个
来自四面八方的展示都是戴着面具的自
己，正如古代兰陵王作战，每天戴着不同
的面具， 到最后， 没有人认识真正的国
王，而国王如果不戴面具，也不敢上战场
了。 有时，真的该相信“心热如火，眼
冷似灰”，冷眼观世或许更为理智，纵
然内心的蝴蝶如初生时一样美丽，但是
在冬季，她尚未苏醒 ，只能无言与冷
默，谁能拥有改变季节的能力呀！ 唯
有耐心等待呀！ 突然忆起《须达长者
经》中禅语：为了行善，等不及天明，
为了布施，等不及天明，为了寻找觉悟，
等不及天明！

冬韵
立茹

寒来暑往 ，年复一年，四季轮回，换了人
间。 不知不觉间，夏蝉聒噪的低鸣深深地藏在
了泥土里；空调上一样的数字显示，却从小雪
花变成了小太阳；苍翠的树木、锦绣的繁花徒
留下孤单的枝杈。 而一场鹅毛大雪的姗姗到
来，彻底开启了冬的篇章。

今年的初雪来得那么突然，却又下得如此
放肆。 只一夜之间，就已是“千树万树梨花开”
的景象。 屋顶上，矮墙边，路边的冬青里，高高
的树枝顶，都被雪覆盖，看到哪里都是圆滚滚
的，抹去了原本坚硬的线条，整个世界都变得
温柔了起来。 突然间所有的一切变得静谧，除
去了往日的喧嚣，涤荡了浮躁的心灵，只留下
一个纯洁干净的童话世界， 好想融入在这温
柔的天地间。 雪花朵朵乘风飘落，好似一个个
小精灵驾着羽毛降入凡尘。 雪越下越大，落在
窗台上，慢慢积聚，好似烤箱里一点点膨松胀
大的面包，让人有种想去咬一口的冲动；撒在
麦田里 ， 青青的麦苗开始还 露 个 头 ， 渐 渐
地 就 躲 进 白 白 厚 厚 的 大 棉 被 里 做 着 属 于
春天的梦 ； 填满了恋人刚刚踩下的脚印 ，
收藏起了下雪天不打伞一起走就会到白头
的属于冬天的小秘密；飘进了我的心里，片片
雪花累积起对你思念的厚度。

雪霁初晴的傍晚，在落日余晖中瞥见一排
树木的身影，虽已全无夏天茂密的姿态，却一
下子击中了心灵， 莫名地从心间升腾起一股
感动。 冬天的傍晚有一种苍凉凄清的美，在太
阳刚刚下山，天光尚未被黑暗吞噬之时，如青
海湖水般湛蓝的天幕之下， 掉光了叶子的树
木整齐排列， 远处红色霞光下大片的留白深
邃而辽远， 蓝色幕布上倒映出树木躯干的剪
影，挺拔执着，直指苍穹，彰显着属于生命自
身的力量，仿佛是在等待和召唤春的希望。 大
自然总能带来直指人心的美。 城市的傍晚，也
是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 站在十字路口，看
着身边来来往往匆忙的人群， 穿梭如织的车
辆， 远处包子铺上升腾起的白色蒸气……然
而这种种都会随时间改变， 唯有那静静的树
影像战士一般，守护着这人间烟火，见证岁月
的流逝。 在生命的寒冬里，树木被剥夺了生命
的迹象，褪去一身的绿色，只剩下空荡荡的枯
枝，然而这样的伤痕累累，却被他们变成了自
己的一枚枚勋章。 待到春暖花开之时，阳光下
闪亮的叶子就是最好的见证。 树木和人一样，
总要对得起自己所经受的苦难。 熬过了寒冬，
才能看见春天的阳光；爬出了低谷，才能摸到
触手可及的地平线；经历了水与火的淬炼，才
能换来完美的蜕变。 身在寒冬， 也要心系春
光。

鸟兽蛰伏，是为冬；草木凋零，是为冬；大
雪封山 ，是为冬 ；滴水成冰 ，是为冬 ；寒风凛
冽，是为冬；窗花凝结，是为冬。 而冬之神韵在
于希望、在于等待，等待归人，等待相聚，等待
春天，等待新的轮回。

冬天的树
周礼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 ”晏殊的一首《蝶恋花》拉开了冬
天的序幕，也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萧飒、冷
清的境地。 北方的冬天总是让人有些
无奈，除了那像刀子一样割人的寒风
外，大地更是一片荒芜灰蒙 ，没有一
点生气。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冬天的寒冷与阴
沉，但我对冬天的树却情有独钟。 我一向
认为树跟人一样，是有灵性和思想的，不
管处于怎样一种状态， 都令人赞叹和敬
仰。 在辽阔的原野上，每当我的目光与那
一排排挺立的树相遇时， 我的内心总是
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尽管它们浑身光秃
秃的，树干上还有着深深的裂痕，但在我
看来那却是另一种美的展现。

冬天的树像一位乐观、坚强的勇士，
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给人带来勇气和
力量。 隆冬时节，寒风呼啸，大雪纷飞，老

鼠躲进了洞里，鸟儿飞进了巢穴，人们裹
上了厚厚的棉衣，唯有漫山遍野的树木，
它们不愠不怒，不避不躲，不畏寒风，不
畏霜雪， 不畏冷雨， 傲然挺立于天地之
间。 无论冬天如何漫长，无论风雪如何肆
虐，它们心中总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冬天
来了， 春天的脚步还会远吗？ 只要挺一
挺，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

冬天的树像一位历经世事的长者，
宁静而内敛，成熟而稳重，不为满地的落
叶而哀伤，也不为一时的困囿而懊恼，没
有羁绊，没有绝望，默默地在沉静中规划
着未来。 冬天的树摒弃了春天的娇艳，夏
天的热烈，秋天的辉煌。 虽然少了一份新
绿，但却多了一份苍劲；虽然少了一份厚
重，但却多了一份沉着；虽然少了一份繁
华，但却多了一份淡定。 或许，在经历了
春、夏、秋的劳碌与洗礼之后，是该好好

地休息一番了。
冬天的树像一位睿智的哲人， 它们

懂得舍弃与放下，懂得隐忍与等待，懂得
厚积与薄发。 在它们的眼里，繁华与辉煌
不过是过眼云烟， 无论是春天的花枝招
展，夏天的轰轰烈烈，还是秋天的累累硕
果，那都只是生命的一个简短历程，终会
随着冬天的到来而渐渐落幕。 当铅华洗
净，剩下的就是生命的本真，那也是一种
极致的美啊！ 与其哀叹季节的无情，不如
驱散内心的浮躁与喧嚣， 将目光放得长
远一些。 冬天的树，看上去像是失去生命
的动力，它们实则在积蓄着力量，待到来
年的春天， 定然又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

望着冬天的树， 我仿佛看到了站在
树下守望着儿女归来的老父老母， 他们
迎着呼呼的北风，佝偻身子，满头银丝随
风飘扬，眼里满是期盼和思念。

周广恩 （摄于达活泉公园）

冬 初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