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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尾河

腊月里，天寒地冻。但在我的记
忆中，腊月却是暖色的。腊月是冬季
的温情篇章，是寒冷中的暖色记忆。

年年岁岁，流光匆匆，樱桃红，芭
蕉绿，转眼间一年将尽，腊月到了。“腊
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
也。”腊月是新旧更替之时，自古以来，
人们就非常重视腊月。人们喜欢在腊
月里把一年的收获做一下清点，然后
向祖先神灵供奉祭品，报告一年的收
成。腊月里，人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
喜悦中，天上人间，一派祥和。腊月，
是我们抒写的一首动人诗歌，是我们
描绘的一幅暖色长卷。

暖色腊月，是灵动多姿的。枯寂
的冬天，到了腊月仿佛是被什么唤醒
一样，忽然间变得生动了，天地之间一
下子多了活跃的音符，舞出了欢快的
旋律。孩子们总是最敏锐的，他们听
到母亲的一句“进腊月门儿”了，便欢
呼雀跃起来。进腊月门儿，意味着迎
接新年的各种仪式将要拉开序幕，意
味着年指日可待了。于是，孩子们掰
着手指算起来，腊八喝腊八粥，二十三

吃糖瓜，二十五做豆腐……年就在眼
前啦！孩子们的情绪很快在腊月的天
空下发酵，大人们也跟着欢腾起来，连
树上的鸟儿似乎也感受到欢乐的气
氛，跳动得更加活跃了，到处洋溢在期
待和喜庆的气氛中。孩子们的眼神中
多了憧憬，大人们的脚步下多了欢
快。大家奔走在腊月的寒风中，异常
兴奋。天是冷的，心却是暖的。

暖色腊月，是喜庆热闹的。乡村
的腊月，是狂欢之前的精彩序曲。人
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新年。年
货是一年年景的象征，一定要准备最
好的。平日里节俭的人们，都前所未
有地慷慨起来。向祖先神灵供奉祭
品，可不敢有半点马虎。另外，丰盛的
年货也是对一家人一年的犒赏。春种
秋收，辛劳了这么久，终于可以享受一
下劳动成果了，怎能不兴奋？迎新年
的喜悦心情，还要通过各种庆祝活动
表达出来。村庄里搭起了戏台，锣鼓
家伙儿一响，村庄就沸腾起来。村民
们还自发组织了秧歌队、高跷队等，早
早就开始排练，准备在喜庆的日子里

一显身手。腊月里，人们奔走忙碌，载
歌载舞，悄然把暖色铺陈晕染开来。

暖色腊月，是温暖祥和的。腊月
里的人，脸上都是带笑的。人们见了
面，热情地打着招呼：“去赶年集了？
买了啥年货？”“今年多买点年画，家里
老人喜欢！”村里识文断字的“文化
人”，格外受人尊重。“他三叔，哪天帮
我家写春联吧！”“好啊，今年的春联都
是在外面上大学的孩子们编的，又喜
庆又吉利。咱赶上好时代了，孩子们
想说的话，都编到春联里了！”人们的
话语中，透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展
望。有些乡邻之间往日里有点小矛
盾，趁着喜庆的日子，互相打个招呼，
一笑泯恩仇。人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期待是一样的，情与情更容易共鸣，心
与心更容易相通。人人都那么温和善
意，大家努力把日子过得和顺舒心，图
的是大吉大利。腊月里，四邻的主妇们
自发联合起来，一起磨豆腐，蒸年糕，相
互协作，加深感情，感受生活温情。

暖色腊月，人间长卷。年年岁岁，
温馨永在！

暖色腊月
■王国梁

入冬过后，世间的一切喧嚣似乎
都慢慢地沉寂下来了，繁华的街道渐
显冷清，空旷的田野倍增萧条。抬头，
眼前的一幕令我有些喜出望外，寂静
的夜空中飘起片片雪花。

雪花漫天飞舞着，飘在田野里，落
在树梢上，停在草叶间，留在屋檐的那
一片瓦沿边，轻轻地，缓缓地，无声地
喧嚣，宁静地热烈……片刻之间，呈现
出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安静的夜顿
时热闹起来，窗外雪花洋洋洒洒，肆意
泼墨在夜色中，人们齐聚在屋檐下，任
飘落的雪花安静地躺在双肩，让乌黑
的头发夹杂着点点银色，静静的，给大
自然一个完美的拥抱，轻吻着冬的馈
赠，聆听着心的跳动。

开卷览世界，品茶话人生，寂静的
屋里，独自一人，一壶茶，一本书，足
矣。整个书房都被氤氲的茶香萦绕
着，茶雾袅袅升腾，散发着暖暖的气息
……这样静谧的环境，这样幽香的氛
围，正好用来读书。雪天读书，四周的

寂静渲染着内心的安宁，将一颗纯净
祥和的心融于书中，穿越了时空与地
域，在这里肆意畅游，可以做一个悠闲
的游客，可以与书中的人物做深入的
交流，沉浸其中，或喜或悲，或思或
悟。而屋外，依旧雪花飘飘……

任雪花漫舞，任思绪纷飞，任你轻
盈洁白的身影在我的心头飘落，像轻
柔的月光洒落在平静的湖面，像远古
的钟声回荡在清幽的山谷，案前书香
檐外雪，更何况，还有香茗做伴！酝酿
了整个冬天的雪花，或许只为等待着
春日的灿烂绽放，而我，沉寂了整个冬
天的心灵，或许也只为等待这白色精
灵的到来。雪花，一如素雅温润的女
子，或亭亭静立，或红袖添香，冬夜读
书，因为有你，不管多么冰冷的文字，
也会让我的心灵感受到一股暖暖的抚
慰。

茶过三盏，书读几章，不觉便有些
目困身倦了。起身，出得门来，好一个
银装素裹的清凉世界，头脑瞬间清

醒。仰头，片片雪花在与面颊的亲密
接触下，立时化为晶莹的水滴，就在刚
才读书的时光，不觉脚下已铺上了厚
厚的积雪，踩在上面，“咯吱”有声。此
时的雪景，由最初的轻盈积为厚实，漫
步在雪中，神游于书内，一圈下来，顿
感神清目明。待到自己觉得有些冷
了，便回到暖意融融的屋内，再次于茶
香袅袅中捧起书本……

已经记不清曾经在哪儿读到过这
样一段精美的语句：书，非雪天不能
读。寒冬，是时令的雪天；艰难逆境，
是人生的雪天；清静寡欲，是情志的雪
天。雪天读书，正如旅人在风雪之夜
对家园的思念，更有一番神思的投入
和彻骨的深味。文字甚合我意，与我
心有戚戚焉。檐外雪花飞舞，案前书
香弥漫，飘落的雪花湮没于尘世之中，
也洋洋洒洒地飘进我的心田，皑皑之
中，显得那么苍凉，于我，却倍感温馨。
这个冬天，我盼望着每一场雪，盼着飞
雪时常来陪伴我读读书……

案前书香檐外雪
■徐学平

冬季是最有韵味的季节，内敛，含
蓄，仿佛一位卸妆的青衣，表演虽落
幕，但她的气韵还在。一切都慢下来，
开始静静地休养生息。季节的风吹响
了悠扬的长笛，光阴轻柔而绵长，分外
有种岁月静好的味道。

原野坦露，大自然的底色变成了
土黄色。放眼望去，整个世界就是一
幅写意山水画，水瘦山寒，天高地远，
淡淡的一抹，却韵味全出。绵延的群
山，瘦了一圈，露出峥嵘之姿，好似瘦
美人转身的背影，婷婷的，渐行渐远，
引人遐思。山上的生灵在寒冷的季节
里，躲入一个冬天的童话中，默默地清
点着往事，好像不发一言了。也许它
们还会口口相传：“睡一个大觉吧，醒
了就春暖花开了。”我想，如果把诗人
的话告诉它们，“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它们一定会在梦中笑出声来。

冬天的树，在天地之间写着一首
抒情诗。从第一枚秋叶飘落时起，树

就开始唱起大地的赞歌。我喜欢仰着
头，看落叶纷纷飘落的样子，觉得壮美
极了。树叶们奔向大地的怀抱，重新
归入泥土，没有留恋不舍，带着凤凰涅
槃般的慷慨。树，把冬天的韵味演绎
得豪壮苍凉。树木们落光了叶子，仿
佛一个个手持刀枪剑戟的将士，准备
迎战一场场暴风雪。冬季是一场考
验，对树、对人都是，禁得住寒冬的风
刀霜剑，才能与温暖相拥。

冬天的风，是一首豪放派的宋词，
铁板铜琶，大江东去，有着雄浑开阔的
意境。你听，风声仿佛辽远的哨子，呼
啸而来，呼啸而去。在呼啸的风中走
一遭，立即被吹得透透的，让你感受到
彻头彻尾的寒意。想起童年时，我们
都是喜欢在寒风中奔跑的追风少年。
转眼间，多年时光在风中逝去，我们跑
不动了，可风还是那样威风凛凛。

冬日暖阳，总是以最温和的姿态
展现她的柔情和善解人意。阳光薄薄

的，淡淡的，不热烈，不灿烂，却足以让
人们欢欣。记得小时候，冬闲季节，人
们喜欢在暖阳下沐浴阳光，聊着悠远
的往事，语调缓慢。时光蹑手蹑脚，人
在冬日暖阳下打个盹，小半天倏忽而
逝，觉得日子那么轻松熨帖。母亲喜
欢在有太阳的日子晒被子，晒了一天
的被子，上面有暖阳的味道，温暖的，
芬芳的，会带给人一个好梦。

雪是冬天的精灵，有雪的冬天是
最妙的。小雪是美丽的点缀，整个世
界像是被施了薄粉，增添几分娇俏。
小雪后的世界像巧施淡妆的佳人，温
婉雅致，一帘幽梦般浪漫。北方的冬
天，总会有大雪光顾。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雪落无声，岁月有情。大雪后，
人就像进入童话故事中的古堡，只想
安闲地度过悠长的时光。

冬韵悠长，时光静美。让我们随
着冬天的韵律，在悠长的时光里，过安
稳而温暖的日子。

冬韵悠长
■王纯

一树冬一树冬 王慧王慧 摄摄

1906年，黄宾虹在安徽歙
县的新安中学堂担任绘画老
师。有一天中午，他吃完午饭
后在操场上散步，看到有个学
生正坐在角落里哭泣。黄宾虹
连忙走过去问他怎么了，那学
生站起来回答说：“先生，我画
了一幅画，想让同学们提提意
见，可没想到同学们居然指出
了12个不足的地方，我非常难
过，没想到我的画这么差。”

“让我看看你的画可以
吗？”黄宾虹问，那学生朝操场
另一边的角落里指了指说：“我
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了。”黄宾
虹摇摇头，走到垃圾箱边把画
捡了出来，那上面果然足足画
着 12个黑圈圈。黄宾虹认真
地看了看后对那个同学说：“同
学们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这
样就能说明你绘画很差吗？我
们来做个实验，看看到底会怎
么样。”

“实验？”那个同学惊诧地
问。黄宾虹笑笑什么也没说，
而是拿着那幅画走进了教室，
他把这幅画贴在了黑板上对同
学们说：“刚才你们在这幅画上
指出了不足的地方，那么接下
来，你们能指出这幅画有哪些
地方值得称赞吗？如果你们觉
得有，就用红笔把它圈起来
吧！”黄宾虹的话音落下，同学
们就纷纷拿着红笔围了过来并
纷纷往画上画起了红圈圈，一

个，两个，三个……最后居然画
上了34个红圈，甚至有几个原
本的“不足之处”也被画上了红
圈，看着那个学生惊诧地表情，
黄宾虹笑笑问：“34 个红圈对
12个黑圈，你觉得这幅画很差
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学生纳闷地问。黄宾虹还
是笑笑说：“这至少说明人们觉
得你的优点多于你的不足，所
以你完全不必灰心，不过话又
说回来，所谓好差不过是每个
人自己的感受罢了，但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看法，你根本无法
满足所有人的标准，所以要画
出一幅优秀的画，不是要去迎
合别人，而是画出自己的风格，
明白了吗？”

那个学生听后，这才恍然
大悟，解开了心结。

生活中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子，有时候会因为别人的一句
否定而沮丧不堪，有时候又会
因为别人一句赞扬而得意忘
形，结果不断地为了取悦别人
最后反而迷失了自己，因为别
人的意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
式，正所谓“一千个人的眼里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事情，
无论你做得多么完美或许都无
法取得所有人的认可，所以只
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个内心
完满而充盈的人，一切便足够
了。

12个黑圈和34个红圈
陈亦权

小李是一家公司的文秘。
那天一早，她的男朋友因为自
己的车被朋友借去了，就只能
坐出租车来送她去上班，但小
李却生气地大声责问男朋友
说：“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你朋友
重要？”说完就甩下男朋友兀自
挤地铁去了。

路上，小李越想越觉得男
朋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在地
铁里还委屈得流下了泪水。来
到公司后，主管正好在找她，问
她昨天的那份报告有没有写
完，结果小李把一肚子的脾气
全发在了主管身上：“我已经来
上班了，你催来催去的烦不烦
呀，我又没迟到，你总要给我一
点时间呀。”主管好好地说话却
被她当众喷了一顿，顿时很没
面子，也发起了脾气大声指责
她说：“昨天就吩咐你做的事情
到现在都没完成，你还有理
了？你这工作效率还在我面前
耍威风？你没迟到就伟大了
吗？你的工作进度怎么样？”

结果这可不得了了，小李
旧伤新痛一起暴发，哭得梨花
带雨、要死要活，边哭边喊全世
界的人都瞧不起她，她要爬到

楼顶跳下来死给大家看，最后
还惊动了老总，老总和同事们
好一翻安慰才让小李恢复了平
静，不过第二天，老总就把她给
炒了。

就因为男朋友没有开自己
的车来接她，就导致她闹出了
一场这么大的风波，还连工作
也失去了。但事实上这并不是
男朋友的错，男朋友没车还要
坐出租来接她，正说明男朋友
很疼爱她，但小李却见风就来
雨，不仅任由自己的坏情绪升
温发酵，还将坏情绪带到了工
作中，不仅成了坏情绪的污染
源，也成了坏情绪的垃圾桶。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可以在家人
面前任性和发脾气还能得到谅
解和包容，但在职场中很难奢
望所有人都能在你的无礼中还
能继续给你礼遇。

在生活和工作中，很多人
都像小李一样，明明是自己乱
判断乱发脾气，却经常觉得全
世界都对不起自己，经常觉得
全世界的委屈都让自己来承受
了，但不去反思一下——在别
人给我委屈之前，我给了别人
什么？

你给了别人什么
陈亦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