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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
无裂纹，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
阴正夺阳。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
读唐孟郊笔下冬天，油然想起故乡的
冬。亦如这番光景，刹那间从记忆深处
复制、粘贴眼前……

进入冬天的乡村，满目萧瑟，泡桐
树、榆树、杨树、楝树等树们，早已脱下
往日的盛装，只剩下一具具“光杆司
令”在空中摇曳；小河里的水也瘦了好
多圈，无精打采地躺在河床里，木然地
仰望同样无精打采的太阳；河岸枯瘦
的芦苇们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蒹葭苍
苍，芦花飞雪，一片苍凉。唯有庄稼地
里的小麦和油菜们，倒将这寒冷的冬
天浓墨重彩了一笔，涂抹出一派绿色
的生机。

进入冬天的乡村，颇具冬天的味
道。没有飘雪的时候，天空洁净如洗，
万里无云，深邃旷远，那种蓝，让人心里
特别舒爽。但天气特冷，冷得分明透
彻，一点不含糊！那年代，严重缺衣短
粮，多人穿着空心棉袄，空心棉裤。既
没外套，也没毛衣，更不会有围巾、手

套、口罩等之类的御寒用品。刺骨的寒
风冻得人抖抖索索，脸耳手脚红肿，多
有冻疮，肿痛奇痒。那时取暖方式是晒
太阳、烘炉子与热水瓶。因那时还没有
电，更谈不上电器。

进入冬天的乡村，经历春播夏忙秋
收，冬日似乎成了乡村人的“休假
期”。冬阳下，老人们坐在屋檐下晒太
阳、打盹，男人们一边商讨着明年的
农事，一边忙着去整树枝“捂鱼窝”，
备过年大餐。女人们则三五成群或
糊布骨做新鞋过年，或忙着其它杂七
杂八的针线活儿。她们叽叽喳喳，嘻
嘻哈哈，家长里短，东家儿子要结婚，
西家闺女要出嫁。而一群孩子趁着这
片大好阳光，拼命玩耍：踢毽子、跳绳、
跳房子、斗公鸡……猫儿狗儿也赶热
闹，躺在暖暖的冬阳下微闭双眼，在那
美美地小憩。

进入冬天的乡村，说下雪就来雪。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房屋，树上，草
垛，电线杆，田垄，小河，池塘……银装
素裹，白雪皑皑，天地一色。高高矮
矮，仪态万千，一幅洁白无暇的天然

雕塑！驼背爷爷蹒跚到草屋门口，一
边俯身于门墙根一块砖上悠悠地磕
着烟斗，一边咳咳哄哄地说，好雪，好
雪，瑞雪兆丰年啊。此时，牛棚里的
牛儿也收起了野性，不紧不慢地咀嚼
着稻草，咯吱咯吱，鼻嘴里尽呼出腾
腾的热气。

进入冬天的乡村，无论是在数九寒
天，还是大雪飘飞，乡亲们依然会不知
疲倦地忙碌着、奔波着、操劳着。再过
些日子，男人们会从队房里的墙角处
搬出笨重的木犁和大板锄，认真地检
修起来。或者拿到庄上铁匠二爹爹铺
里重新加工一番，然后安上刺楸木做
的新木把儿，准备着来年的春耕。其
实，冬天的故乡并没有萧瑟与萎靡，每
一寸土地都充满着生机与活力。那些
无尽的生命力和看不见的种子都在地
下默默地酝酿着，商榷着，只待冬去春
来的某日，呼哧一下爆发，绽放出春天
的美丽……

撕去50年的日历，故乡的村庄已脱
胎换骨城市化了。若不是绿色庄稼作
“标记”，难看出哪儿是城市，哪儿是农
村。清一色高楼大厦、清一色生态公
园、清一色柏油马路、清一色车水马龙、
清一色着装时尚的人群……如今的乡
村，与城市一般，四季如春。

啊，乡村，冬韵！像一首朦胧的诗、
似一支妙曼的曲，抒写、萦绕在故乡大
地上。听，那里回荡着一个醉心的呼
唤：“美丽的乡村，我爱你！”

我说的是小时候老家过年的情
况，而且是70多年前的情景。

我老家是河北省饶阳县的一个乡
镇。老家管春节叫过年。那时过年可
热闹啦，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喜气洋
洋。离年节十多天就开始忙活起来：
买菜、买肉、蒸年糕、蒸豆包；扫房、糊
窗户、贴窗花、买红纸写对联……

那年我7岁刚上小学，我记得年前
妈妈用纺线的钱买了一块烟色布料和
新棉花，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袍和一双
新棉鞋，穿在身上暖和又好看。也没
见妈妈事先量我的身高和腰围，穿上
竟然恰到好处。

老家过年有很多讲究，年三十晚
上不许出去串门。把蒸好的年糕、豆
包、馒头先给灶王爷上供，乞求来年五
谷丰登。三十晚上的油灯不能灭，一
家人坐在大坑上一边包素饺子，一边
唠家常，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素饺的
馅儿是白菜、粉皮、绿豆菜、香干，意谓
素素净净，没灾没病，像这迷信色彩的
事情还有很多，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
朴素的思想寄托。

年节的集市格外红火，我们一群
小孩最爱逛的是鞭炮市场，各式各样
的烟花鞭炮摆满大街：“二踢脚”“窜天
猴”“大泥花”当场演示。那“二踢脚”
一点芯子，噔地一声窜上老高，接着又
“叭”地一声炸响，所以这炮也叫“两
响”。“窜天猴”是把一个像两响似的大
鞭炮绑在一根高粱秫秸上，点着引芯
只听“嗖”地一声冲上天空，冲得很高
很高，所以叫它“窜天猴”，也有叫它
“起火”的，晚上放非常漂亮，犹如流星
般美丽。

初三晚上是放花的日子，人们早
早拥向大操场，大泥窝头花最引人注
目。只见一位壮年人把它抱来放在操
场中央，维持秩序人员让参观群众往
后撤，中间形成大片空地，开始点燃那
大泥花，先是小火苗，很快变成大火
苗，而且发出“呜呜”呼啸声，刹那间，
像白色的梨花，喷射一房多高，宛如一
棵高大的银树照亮整个操场，顿时，观
众拍手叫好，欢呼跳跃。这壮观的一
幕，一直保留在我脑海里，几十年挥之
不去。

童年的春节
索发祥

身为70后，除夕自然是经历几十
次。各种酸菜馅的、芹菜馅的、韭菜馅
的、三鲜馅的、猪肉馅的、牛肉馅的除夕
饺子更是品尝无数，但让我终生不忘的
只有五岁那年的除夕饺子。

一九八〇年除夕那天清晨，天刚蒙
蒙亮，奶奶就把我摇醒，说：“大孙子，快
起来，快起来，咱们一家五口包饺子
啦！”说罢，拿出了一家人积攒了一年才
买回的一棵白菜和一斤猪肉，叮叮当当
地剁起了肉馅。

我高兴得一骨碌爬了起来，顾不得
欣赏刚刚贴在墙上的胖娃娃抱着大鲤
鱼的年画，也顾不得玩赏爸爸给我新买
的一挂“麒麟小鞭”，直奔早已放在炕桌
上的面板，还没洗手就跟着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忙乎了起来。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加上家庭贫
寒，平时难得见到饺子的踪影，也只有
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带肉的饺
子。平日里，每当我念叨想吃饺子的时
候，奶奶不是给我讲带饺子的神话故
事，就是给我编有关饺子的儿歌……现
在想来，奶奶明显是“胡编乱造”的“饺
子文学”，竟无意中给我带来了文学方
面的熏陶和启蒙。

那时候的冬天很冷。那天，正赶上
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北风呼啦啦地撞
击着窗棂和门框。但想到在暖烘烘的
屋子里，马上就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极
鲜极美的饺子了，我拍着小手，一边蹦

着跳着，一边唱着奶奶教给我的“饺子
儿歌”，感觉自己就像是铁臂阿童木一
样，整个身体都要飞起来了……

我们一家人说说笑笑，两盖帘饺子
很快就包好了。“一家之主”奶奶麻利地
把饺子倒入了已经沸腾的大铁锅里，宛
若元宝似的饺子就随着煮沸的开水上
下舞动、翻腾了起来……

我正美着的时候，忽听门外传来了
一个苍老的声音：“好心的他叔儿、他婶
儿，我儿子、儿媳被车撞了，现在还躺在
医院里，我们爷孙俩实在是没办法了，
过年了，您老就给点儿吃的吧……”

话音刚落，一扇门被推开了，外面
的北风呼地就刮了进来，雪花也直往屋
子里钻。我抬眼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
老爷爷领着一个腼腆的小女孩站在了
我们的面前。

奶奶一见，二话没说就盛了两小盆热
气腾腾的饺子——看样子是给刚进门的
一老一少盛的。我一见不乐意了，撅着小
嘴儿嘟囔了一句：“咱家还不够吃呢！”然
后，示威似的冲着奶奶抹起了眼泪……

奶奶就像是没看见一样，径直走到
了老爷爷面前，说：“天冷啊，我多给你
们爷俩儿舀了几个呢！剩下的带给你
儿子、儿媳回去慢慢吃！”

老爷爷和小女孩走后，我们一家五
口每人只分到了不到五个饺子，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吃得都很开心，只有我
是流着眼泪吃完的。

后来，我长大了，也懂事了，虽然奶
奶已经去世多年，但她叮嘱我的“再穷
也不能忘了帮助别人”这句话，就像是
五岁那年的饺子一样驻留在了我的灵
魂深处，它在我的味蕾处永远留着香，
也在我的心田里永远扎了根。

转眼41年过去了，我已经步入了中
年。如今，孩子们过年早已不把一顿饺子
当成一件大事儿了，人们也大可不必轰轰
烈烈刻意去准备什么和期盼什么。当下
过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一种民俗文
化的传承和亲情融合的展现。

然而，去年和今年，疫情却接连来
找麻烦，牛年春节注定又是一个不寻常
的春节。

今年过年，我早就向全家人郑重
提议：“咱们全家一定要听从党和国家
的安排，不聚集、不聚餐，老老实实待
在家里，高高兴兴过一个平安健康、文
明祥和、绿色环保、勤俭节约的新春佳
节！”
“但饺子肯定是必备的，而且还要

雷打不动地送到儿童福利院和敬老院
各一份，老爸，对不对？”儿子说完，冲着
我扮了一个鬼脸儿。
“对，对！这是咱家的传统和家风，

我们一定要一代代传承下去……”我盯
着儿子说。

此时，屋内温暖如春、年味渐浓，而
窗外北风呼啸、雪花纷飞，一如41年前
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说起老师，最让我敬佩的就是语文
老师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可不一般。

老师很帅，那一双大大的眼睛炯
炯有神。在我们很听话时，老师的眼
睛就“和谐”了；不听话时，老师的眼睛
仿佛闪着火花，眉头紧锁，看一眼就能
把人吓个“半死”。

老师很帅，那一张不大不小的嘴，
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老师讲课时能把
课文中的人物讲得栩栩如生。老师经
常给我们讲故事，真是让人陶醉其中
呀！有一次，我生病了，下午没来上
课。转天回来的时候，看见同学的笔
记本上有一个“仨饱一个倒的故事”，
我很失落，没听到语文老师讲故事。
我恳求班长把这个故事给我讲了一
遍。我边听边笑，如果听老师讲，那一
准更动听。老师的嘴角时刻都是弯着
的，有着一点傲气。老师带给我们的
只有快乐，没有悲伤，老师从不会把他
课下的任何不好的情绪带给我们。

老师很帅，那一副黑框眼镜，似乎
承载着他所有的智慧。老师就像一位
诗人、作家，出口成章。“中国有个诗上
庄，水秀山清花果香。论道谈诗土炕
上，唐风浩荡满三江。”这是多么优美

的诗呀！我觉得老师可跟李白平起平
坐了呢。老师特别爱看书，《史记》《三
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
《平凡的世界》《战争与和平》……老师
读的书太多了。老师似乎有超能力，
把看过的书都记住了。有时候我真想
把老师的脑袋打开看一看，里面到底
是什么构造。老师影响得我们也都成
了小书迷。

我的老师不仅帅，还很勤劳。老
师也像农民伯伯一样春耕秋收，干所
有的农活。家里的农活都由老师去
干，我们还经常看见老师利用业余时
间在学校的菜园、花坛劳作。学校的
树木都是由老师来修剪的。老师除了
教我们语文课，还分管着学校的党务、
教学、学籍、档案、宣传等工作，不忙到
夜里12点是不会休息的。我在学校住
宿，有一天夜里3点起床去厕所，看见
老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呢。我心想，
老师准是忘了关灯了。我凑到窗子前
一看，老师正在办公桌上写东西呢。
这就是一位农村教师的形象，百花园
中一只勤劳的蜜蜂。

我喜欢我的老师，一个全才的
老师，一个真正的园丁。

想告诉你
来时的风华正茂
你的明眸闪烁
笑的时候没有风霜
白衬衣好白
时光静谧的干净
春光流淌着巷口
风安抚内心的波澜
怕吹乱你的流海……
但愿季节一直停留
不再去，来，再去，再来
即使青丝如雪
往事就成了朴素
那一场邂逅就落成了翻山越岭的回忆
其实，你来与不来
这里一直春暖花开……

通向春天的道路上，落满
马蹄般的乡愁……

马蹄的声响已翻越了山峦
穿过白茫茫的雪原
干涸的河床浸着岁月的写意
星辰大海也日夜兼程
那一低头的情愫融化了
晶莹般，甜丝丝的
近了，近了
浓一块，淡一块的鹅黄那么美的扑

过来
怦然的在大道上倘佯着萌动
快步走着，蹦哒或跳跃
我莽撞的兴奋泊满了梦境的河床
山泉啊，自由的游鱼，撒网啊，黄昏

的湖……
慢呀慢呀，漫过乡愁
故乡就在眼前
乡野的宽和星空的慷慨任风摇摆
千娇百媚的样子
在通往春天的道路上
密密麻麻落着马蹄般的乡愁……

如果沉醉请给予乡愁

离立春有一百二十六天的时候
母亲种下的油菜花种子
一颗一颗
长出绿嘟嘟的苗
我热恋的心思落成月光
一片一片……
春天啊
温暖积攒的欢快一点一点漫延
旷野的风吹过雪下落的声音
那些蒲公英只剩下枯梗摇弋着饱满

的春光吻着耳根
城市的海报贴着歌剧以及走来走去

的故乡呼吸着甜蜜
怦跳的讯息
此时落了一地的柔软
只有释怀在星空里
如果有流星最好了
一切都显得美
来一大段独白或独酌
摇晃着，乡愁在月影里沉醉……
律动的光
在深隧的星空划过璀璨
似游过的鱼
那些结过冰的河流流淌着默默无闻

的拥抱
以及夸张的啊
把河流中的迴游调成巴赫G大调小

步舞曲
那是双跳芭蕾的脚
一直寻觅的勃拉姆斯的彼岸
那是皓腕轻悬的方式
婉转流畅
在这块土地上一遍又一遍弹奏……

从来没有拒绝过春天

留恋过的时光成了斑驳
我没有拒绝过种子
风，以及纸鸢
她们都长成了春天

留恋过的伙伴都留在了乡野
我没有拒绝过的花儿
忍耐，以及向上冲破重重的樊篱
她们长成了凌霄花

留恋的成就了往事
我没有拒绝过的女孩
温柔，以及江南
她长成了爱人

谁不向往春天呢？
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春天
此刻，往事和熏
春暖花开……

琴伤

阻挡一下矜持
掩盖大海波浪般的丝绸
无声无息漫过来
小提琴声
始轻柔，渐渐地浓烈
的倾诉
整个世界一下子静了……
寂静照过来的光
空空落落
却不空空荡荡
空空荡荡
在某些人的心里开出了春天……

这里一直
春暖花开

邢喜峰
（组诗）

农民画 高俊玲丰收年

漫画老师
伊秒

难忘那顿饺子
边庆祝

太平鸟

摄影马连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