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情那景

近新年天大寒自遣
逢人尽说岁时难，
将至年关又大寒。
疫疠身边何日绝，
风云宇内几曾安。
观天最怕心胸窄，
立地当知道路宽。
垂老生涯书作乐，
挑灯一卷夜将阑。
冷旭兄手绘台历见赠有作

□孙柏文

万紫千红手绘成，
清风日日案头生。
经年入眼多佳树，
累岁抬头不落英。
秋实春华皆有意，
寸笺点墨岂无情。
更怜此夕逢霜雪，
漫写梅花向我倾。

□王聪颖

谢墨缘诗友点赞
自写新篇莫足闻，
逢君点赞到诗群。
有闲搦管文嫌拙，
无意留名我不勤。
壮岁豪言犹在耳，
衰年心事岂拿云。
十分笔意三分似，
宿墨残笺得七分。
与支部同志共读《革命烈士诗抄》
重温一卷意何云，
早有神州丽日曛。
尽雪百年先烈恨，
更彪万世后来勋。
呕诗字字当呕血，
学句篇篇誓学君。
天下英雄谁可敌，
铁窗风雨细论文。
元旦晨起自包水饺戏作
水饺盈盘是美肴，
新年晨起近厨庖。
含香瑞雪飞刀剁，
入味春风拙手包。
日月今朝皆独出，
人烟此刻正相交。
休言饱暖寻常事，
可计忧欢岂斗筲。
假日闲临王雅宜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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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龙虫一并雕，
今宵伏案自弯腰。
难摹搦管疏间小，
焉得挥毫健而娇。
未有书同吾俱老，
更无诗与赋堪招。
只如婢学夫人字，
个中气象慢慢描。

小寒感怀

星期六

□周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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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楼挚友聚相欢，
金壁回声吟小寒。
窗外萧萧冰冷意，
桌前热热美香餐。
虽经世事几多苦，
却得人生万种甜。
交错觥筹赋君志，
约来雅客醉心宽。

□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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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岁月为计
才有了年轮的更替
你用时节来量
才有了四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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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无声息的 是你
永不言败的 是你
不可逆转的 是你
寸金难买的 是你
于是 才有了日月经天的热烈
才有了江河行地的奔放

163.com

你续写着昨是今非的故事
你眷顾着芸芸众生的渴望
你壮阔着弃旧图新的画卷
你聆听着不同寻常的反响
在奋进者手上
你是远行的罗盘
把握着理想的航向
迸射出勇毅前行的锋芒
你
你
你
你

从不同情颓废者
从不吝惜旁观者
从不讨伐殉道者
从不厌弃失败者

你以冷峻的目光
审视着作践你的荒唐
你以公平的砝码
恒定着追逐你的分量
你是一抹霞光的闪烁
你是一场风暴的奇袭
你是一种思想的孕育
你是一粒种子的生长
你是人们心房里的珍藏
你是人们眼眸里的定格
你是人们记忆里的回放
你是人生履历里的一字字一行行
你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你是叫人无限遐想的
你是给人永恒期待的
你是催人保持清醒的
因此 你常被人们默默地守望
直到地老天荒
其实 你就是你呀
只有真正把握住你的人们
才配接受你的洗礼
才配聆听你的赞赏
珍惜你
珍视你
珍爱你
珍重你

才能尽享所有的欢乐
才能告别所有的忧伤
才能把握所有的机遇
才能释放所有的能量

此刻呀 我在你温婉的怀抱里
写下这清浅的诗行
任由冬日的暖阳
融化成一池春水
在你的碧波里荡漾
回敬你真挚的问候
回馈你真诚的感恩
回报你真切的爱恋
回归你真纯的向往

江南茶社

新年试笔

盼雪

黄刺玫

10

雪是冬的意象。雪是这个季节特有
的风景。孩提时代留下的雪的情愫，至
今牢牢印在心上。每当冬至将临，朔风
骤起，
就一天天盼雪了。
我所居住的煤电之城，冬天都是干
冷干冷的，很少下雪，甚至一个冬季都无
雪，更不用说去享受雪花飞舞天地间的
静谧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夜里，梦中常
现“燕山雪花大如席”、
“ 梅花欢喜漫天
雪”的情景。人们对雪的煽情，在于它带
来了无尽的遐思、无数的感动，还有倾听
自己心中雪落家园的声音。
故乡的雪，像村野的孩子，调皮而机
灵，粗野而神奇。它有时大如蝴蝶，有时
小如轻霜，有时如天女散花，它飘飘洒
洒，纷纷扬扬，不择地势，不嫌贫瘠，装点
着山野河川，也装点着农人的心事。雪
花把冬天拉长，使时间延向纵深，让河湖
冰封成一面面明镜。雪花，雪花，那一种
素雅与娴静，那一种飘逸与丰盈，真的让
人看不够，爱不够。
记得儿时，下雪天，打雪仗，堆雪人，
捉麻雀，都是我与小伙伴们最喜爱的游
戏，银白的雪野上留下孩童银铃般的欢
声笑语。雪花，使我们物我两忘，身心融
为一体了，那些追逐嬉闹的孩子，挥洒着
幸福与欢乐。在清冷的早晨或黄昏，村
舍街头，总能碰到三三两两的亲切交谈
的农人，祈望来年的大丰收。
眼下，尽管一天天等待，一天天期
盼，无论如何也得下一场大雪了。于是，
我每天早起便仰望天空，是否阴霾里孕
育着一场瑞雪，空气中有无星星冰雪，全
身心的等待雪神的降临。假若有一场大
雪降落，
“ 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塞北明珠
之城，将是何等的壮观啊！人们踏寻雪
梅，滑雪放歌，历数 2020 年征服新冠肺炎
疫情的喜悦，展望来年新征程，撼天的力
量油然而生，未来的日历会飘洒下大片
大片的雪花。
如今，雪越来越稀罕了。大雪变成
了小雪，多雪变成了少雪，少雪变成了
无雪。
气象学家说，这是气候变暖的原因，
气候变暖是因为“温室效应”，而“温室效
应”是因为工业化带来的大气污染。我
越来越感到，我们失去的已不仅是雪，而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所企盼
的，也不仅仅是雪，还包括着人类环境意
识的觉醒。
儿时雪野的情趣，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是越来越模糊了，反而越来越清晰，多
么渴望一场大雪莅临。
我天天关注着天气预报，我一年更
比一年——盼雪。

赏析

墙角数枝梅
□丁峰

中午时分，虽是隆冬时节，
我却惊喜发现植于学校楼下拐
角临窗的梅树悄然开花了。
它倚在墙角，俏丽而低调，
微吐暗香，驻足曲腰细赏，见其
花瓣细如禅翼，薄透而有质感，
花蕊被一圈淡紫色的花瓣精心
的裹着，透露淡淡嫩黄色的花
心，在花瓣的簇拥下，它极像娇
宠娇艳的小公主，散发着淡雅
高洁的清香。
我喜欢腊梅。它在众芳摇
落时，独立寒冬自暄妍，不与浮
花浪蕊同春。它总在苍白寂寥
的季节绽放，成为萧瑟西风里
瑰丽明艳的风景。我欣赏它凌
寒独立，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
精神品质。即便是雪压冬云白
絮飞，即便是万花纷谢一时稀，
梅花依旧不肯傍春光，自向深
冬著艳阳。余秋雨说：
“ 梅，在
这季节，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
亭，
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
我对梅花的喜欢源于诗
词，得益于语文老师的引导与
鼓 励 ，读 诗 展 卷 ，自 有 暗 香 盈
袖。小时候，上数学课总爱说
话，教数学的班主任将我们几
个上课交头接耳、屡教不改的
家伙调到教室后面的角落。可
上语文课的时候，举手发言最
积极依然是坐在角落里我们几
个难兄难弟。上语文课时刚好
讲到王安石的五言绝句《梅》，
老师讲解诗的内涵，墙角的梅
花不引人注目，却不惧严寒，傲

然独放，后两句写梅花的幽香，
以梅拟人，凌寒独开，喻典品格
高贵，暗香沁人，象征其才华横
溢。以梅花的坚强与高洁品格
喻示像诗人一样。老师话锋一
转：
“就像坐在教室角落里的那
几位男生一样，虽然坐在不起
眼 的 地 方 ，却 能 积 极 主 动 发
言。坐得再远，老师也是欣赏
的。”老师的表扬鼓励，让我们
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高峰体验，
同时也深深喜欢王安石的墙角
数枝梅了。
我对梅花品质的敬佩之意
起 于 赏 读 陆 游 的《卜 算 子·咏
梅》。陆游曾在诗中说：
“ 雪虐
风 饕 愈 凛 然 ，花 中 气 节 最 高
坚。”而在《卜算子·咏梅》中以
野梅沉吟自况。长在断桥的孤
枝，虽无人欣赏，备受冷落，抑
且历经风雨，群芳排妒，即便是
不堪雨骤风狂的摧残，梅花纷
纷凋零了，落花委地，与泥水俱
杂，被碾成尘灰了，梅香依然如
故 ，突 出 了 梅 花 的“ 独 标 高
格”。陆游从民族国家的利益
出发，做出生命的表白。悲忧
中透出一种坚贞的自信。词人
借梅言志，曲折地写出险恶仕
途中标格孤高的崚嶒傲骨。
我担心学校这棵梅花树正
待盛开便被折空枝，便拍了许
多 横 斜 疏 影 、尽 情 呼 吸 新 鲜
清 香 空 气 的 梅 的 照 片 ，好 歹
算 是 赏 到 梅 的 半 开 。 我更期
待梅花傲放漫天雪的美景，敢
问今春，可否如愿？

心 态
□何冬艳
我在家排行老四，生完我，我妈就住院
了，医生下了病危，诊断为尿毒症。于是，
我生下来就过上了独生子女羡慕的散养的
生活。不知是我爸豁出钱来给我妈治病
的原因，还是医院误诊，抑或是我妈命大，
反正现在 76 岁，她每天背着中阮到处以
琴会友，谱架、谱子、麦克加一块儿足有
20 斤，追公共汽车还能脚下生风。这么说
吧，就是遛个弯都能把我嫂子遛丢喽！有
一年夏天，小区两个大花池子都是荒草，
社区干部大喊一声，谁先把草拔了，花池
子就归谁种地！一群人跃跃欲试，正围着
花池子讨论戴不戴手套、穿不穿靴子呢，
我妈手持镰刀，纵身一跃，扑向荒草，只见
瞬间横扫一片，俩大花池子都插上了老何
家胜利的小红旗。邻居都看傻了，只有我
爸在阳台上骄傲的鼓掌，撇着嘴说：老于，
下手还是那么快。
现在我妈每天唱着小曲，一日三餐伺
候我爸，以报昔日救命之恩。每次出门，我
爸就嘱咐一句：
“看住你妈，撒手就没，根本
追不上。”
其实，我妈的优势不仅在腿儿上，更在
心上，心态好得不可思议。比如说，每周洗
澡，我妈一般不跟我去，嫌我洗澡的地方
小，人家要与老姐妹们去大的桑拿浴，一洗
就是一整天。我问为啥一群老太太一起
去，她说互相搓澡，不花钱。我说洗个澡，
一整天，不饿吗？她说，偷摸带吃的，休息
大厅会个餐，还能趁服务员一转身就碰个
杯。我说费人家那么多水，好意思吗？她
说，主要费嘴，就是唠嗑。我说，多少钱，她
说，就掏门票钱，有一个老太太 1000 块钱
买了 80 张票，又赠送 10 张，除以 90，她们
每人微信给转账十一块一毛一。好的别说
了，妈，你去，天天去，这好事可不能便宜别
的老太太。
今年受疫情影响，老太太们去洗澡的
次数减少了，我妈明显有点不适应。有一
天，闺蜜送来一捧玫瑰，我妈组织全家人抓
紧抱着花拍照，之后立即把花瓣摘下来一
盆，说，咱俩洗澡去吧。于是，她的泡桶里，
一层玫瑰花，一出桶，一身红花瓣。我突然
想起孙姐姐常朗诵的那首、席慕容的《一棵
开花的树》，
“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
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
搓澡师问，搓澡吗？我妈说，搓！红
酒的，正浑身刺挠呢。搓完澡，搓澡师试
探着问，奶浴吗？我妈说，做！正浑身干
巴呢。搓澡师小声问我，是你亲妈吗？我
说，是吧！
孩子一多，就显得妈明显不够用，我们
家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子拢共 8 个，个个
都努力争取机会表达孝顺，我妈一有事就
微信群里一发，谁第一个回，机会就给谁，
整得竞争还挺激烈。我妈老家在七家子，
总惦着回农村看看。上周，我妈说，有几件
旧衣服要给你老姨送去，我大姐马上回复，
我去我去。老姨卖干豆腐为生，为了让老
姨能毫无顾虑的陪我妈聊天，我决定把她
的干豆腐全买下来，那天晚上，我大姐给我
拉回来 20 斤干豆腐，我给亲戚朋友分到半
夜才回家。可能我妈觉得这种处理方式对
她妹妹很友好，最近这样的理由多了不少，
我得去你老姨家取两棵白菜、我得去你老
姨家绞点黏米、我得去你老姨家蒸点豆包、
你老姨杀猪了我得去灌血肠……一段时
间，一听“老姨”，都是干豆腐味儿。我说，
给你在农村弄个房子住呗！我妈说，那我
咋上学啊？
对，说起上学，我哥有感慨，他在群里
接了个活儿，每天接送我妈上老年大学。
群里边我哥经常实况报道，看看啊，这是
学校大门；看看啊，这学校又压堂了，咱家
大学生还没出来；看看啊，这背影是 76 岁
老太太的求学之路；看看啊，放学了，一群
大爷大妈涌出校门，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咱
妈！他们班长说，别看老于没上过班，没
有退休金，比谁都牛，天天车接车送的。
我爸说，我容易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
供个大学生。
我妈一辈子没读过书，农村妇女队长
出身，嫁到城里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卖菜
卖瓜卖盒饭，苦苦打拼 40 年，60 岁开始享
受生活，学声乐，学中阮，年轻时 155 的身
高，现在已经自信地抻到 158 了。
我妈自豪地说，追了一辈子终于追平
了，如今已经跟厂长经理一个班了，我再努
力努力还有成班花的可能。我爸说，再吹
下学期退学吧。我妈说，我手刨脚蹬地不
都是为了配上你吗，
退学就又秃噜回去了。
哎，我们根本插不上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