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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可以抵御的寒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内心里散发出的寒意，就像这冬雨一样，尽管

“只见蒸糕师傅熟练地

下的时候寒冷，
但再往前走，
就是润如酥的天街小雨了，
就是沾衣欲湿的杏花雨了, 就是万紫千红的
春天了。
”

将拌好的米屑撒入甑内笼布
上，
大约半个小时，
上米粉就
结束了，
师傅将甑帽子盖上，
闷上十来分钟就落甑了。刚
落甑的年糕软软的、嫩嫩的，
散发出扑鼻的香味 ，我忍不
住也发了馋。
”

冬 雨
刘伯毅
冬天盼望的是下雪，雪花飘来
了童话世界, 给人浪漫的诗意，但
雪是一位尊贵的客人，请来不易，
常常不请自来的是冬雨。当人们还
在回味秋天的绚丽色彩时，冬雨已
悄然而至，而且一下就是数日。
冬雨的外在形式有点像春雨，
柔软、飘逸、像鹅毛、像柳絮，不
疾不缓，细细密密，它下得瑟缩、
冷清。在低温的日子里，在叶子大
多落下的萧条中，在路灯冷冷的光
照下，冬雨点点滴滴尽是寒。冬天
最尊贵的客人是太阳，它有着金色
温暖的阳光，但冬雨来了，太阳和
阳光都没了。人们不由地添了衣
服，缩着脖子，心里总有些委屈。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

入梦来。”我总觉得陆游这诗应该
写在秋夜里，冬雨没有这样铿锵作
响的豪迈。冬雨是安静的，雨声也
细若无物，几近于无，细细的雨丝
扭曲着身子斜斜地飘在地上，下得
满街泥泞，下得阴冷湿重。在冬雨
的笼罩下，往日里一切的喧嚣都归
于沉寂，远处的田野，近处的楼
宇，路边的一草一木都受了冬雨的
影响，失去了生动的表情, 默默地
不出声。即使泛着光，也是一副可
怜相。
田野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我
常散步的那块田地，只留下一行行
一列列参差不齐的稻茬以及几堆草
垛。如果时光倒流，回到我小时候，
这些稻草可都是宝贝，我会把它们

运回家。一部分盖在房子上，为主
人遮风挡雨；一部分垫在床上，为亲
人温暖寒冬；剩下的做燃料，烧熟一
日三餐。而现在，它们也淋着雨，和
人的心情一样，肯定不爽。
仔细想想，冬雨并没有什么
错，它同样是大自然和人类不可缺
少的朋友。冬雨，它虽有雪一般的
晶莹，冰一般的坚韧，霜一般的寒
冷，但它同样渗透着大地，浸润着
万物，摧毁着枯朽，鼓舞着新生。
许许多多在冬天孕育的芽，蜷曲的
根，蛰伏的冬虫，飞翔的候鸟，都
在这细若无物的冬雨中汲取着营
养，积聚着力量，等待生命新一轮
的躁动。而人呢，也会因冬雨少出
门，多享受家庭的温馨，会因为冬

雨的寒冷更渴望接受和付出热乎乎
的 爱 。“ 从 前 的 日 色 变 得 慢/车 、
马 、 邮 件 都 慢/一 生 只 够 爱 一 个
人”
，诗人木心的这句诗, 真适合冬
夜的雨天读，诗的意境跟这冬雨、
这氛围很吻合，好像时间被爱包裹
了。
回味人的一生也像四季，也会
有春夏秋冬，也会有起起落落，也
会有晴天雨天，但人生应该积极乐
观，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追梦人。或
许这可以抵御的寒冷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从内心里散发出的寒意，就
像这冬雨一样，尽管下的时候寒
冷，但再往前走，就是润如酥的天
街小雨了，就是沾衣欲湿的杏花雨
了, 就是万紫千红的春天了。

桂花蜜枣糕
余示

休 憩

天刚蒙蒙亮，妻子就把我叫
醒，一块儿去蒸年糕。我伸了个
懒腰，不解地问：
“ 要去这么早
吗？”妻子说，早点去加工点，免
得人多排队等候太久。
前一天，妻子将糯米淘洗干
净，并将糯米浸泡了三四个小
时。她说，这样磨出来的米屑细
腻，蒸出来的年糕爽口、又黏又
韧。否则，米屑太粗，蒸出来的
年糕口感就逊色多了。
从腊月初开始，年糕加工点
就一直很忙碌，蒸糕师傅每晚只
能休息四五个小时。我们来到
加工点时，只见三、四间房屋内
灯火通明、热气腾腾。正如妻子
所预料的那样，在我们前面已有
两人在排队等候了。两个小时
过后，轮到我家磨米屑，妻子将
糯米倒在大红塑料盆内，
再用小
塑料盆畚起来，慢慢倒入打粉机
中，约十来分钟，米粉磨好了。
接下来的任务是和米粉，
妻子将
白糖、干桂花、蜜枣倒入米粉中，
让蒸糕师傅搅拌均匀。
曾记得，前几年到加工点蒸
年糕，还要自带柴火。我的任务
是蹲在灶门口添柴火，蒸一甑
（蒸 糕 用 的 炊 具 ，南 通 话 读
“zhèng”
）糕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我坐在灶门口，浑身上下被灶内
熊熊的火焰烘得发热，尤其是脸
上被烘得滚烫滚烫的。这些年，
蒸糕师傅也与时俱进，用上了小

型蒸汽炉，再也不用自带柴火
了。蒸汽炉热气充足，蒸一甑糕
只要四十分钟。
只见蒸糕师傅熟练地将拌
好的米屑撒入甑内笼布上，
大约
半个小时，上米粉就结束了，师
傅将甑帽子盖上，闷上十来分钟
就落甑了。刚落甑的年糕软软
的、嫩嫩的，
散发出扑鼻的香味，
我忍不住也发了馋。随后，
另一
位师傅用棉线将一甑糕划分成
三部分，然后再划分成一条条手
巾糕，因其形状跟洗脸用的手巾
大小差不多，故称之为手巾糕。
妻子在手巾糕正面盖上两
个大红福字，象征着来年福寿双
全、大吉大利、步步登高。为了
让蒸糕师傅及在场的乡亲分享
一下我家的桂花蜜枣糕，
妻子特
地将一条手巾糕划成十八小块，
分给大伙儿品尝。大家都说我
家的桂花蜜枣糕又香又黏又甜，
我们则称赞是师傅的手艺好。
往年到加工点蒸糕，还要自
带一个大盆，将一条条手巾糕间
隔摆放在盆内，以防粘在一起，
让其自然晾干。这些年人们学
科学、用科学，在蒸年糕中也体
现出来了。大家将一条条手巾
糕用保鲜膜、保鲜袋包好，再放
入一个框内就可以运回家中，
冷
却后放入冰箱冷藏，个把月内仍
能保持蒸糕新鲜的口感。

李海波 摄

“ 这也许是一家之言 ，
不过热衷于写作的人一定是
热爱生活、乐观豁达、向上向
善 、虚 心 学 习 、追 求 完 美 的
人 ，他们似乎拥有一颗不老
的心 ，这些特质对长寿确实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

一颗不老的诗心
张春华

“那时候，过年是从心底里发出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也似乎是一种生命的仪式。”

那年那味
廖华玲
新春将近，年味渐浓。
走在街上，放眼望去，商场里
已经挂满了一串串小红灯笼，橱窗
上贴了各式花样的剪纸，许多店铺
已把中国结、大红灯笼挂了起来，
张灯又结彩，喜庆的中国红成为一
道靓丽的风景。这一切，都在传递
着春节即将到来的喜庆，一年又一
年，祝福到永远。不经意间，我突
然忆起往昔过年的情景，那悠长的
年味里珍藏着幸福的时光……
儿时，家住小平房，有一个小
院，庭院深深，花香怡人。刚进腊
月，母亲就开始“忙年”：收拾院
子、打扫屋子、掸尘、置办年货
……我会扳着指头数日子，过了腊
八和小年，就是大年三十了。那时
候，年是有盼头的，母亲会给我买
新的围巾和漂亮的新衣，总之，从

头到脚一身新。除夕，吃过丰盛的
年夜饭后，父亲会在院子里的空地
上放一个空酒瓶，把“魔术弹”插
在瓶口。我和母亲远远地站着，就
在父亲把“魔术弹”点燃的那一瞬
间，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璀璨绽
放，似乎我的心愿也随之飘散到了
天空。此时，小院外的鞭炮声不绝
于耳，于是，我提着小灯笼到邻居
家串门。那个年代，邻里关系十分
融洽，我又特别讨人喜欢，每到一
户人家，长辈们都会给我塞些好吃
的。现在想来，没有电视、没有电
脑、没有手机的除夕一样可以过得
有滋有味。
后来，我家拆了平房，住上了
楼房。除夕之夜，亲友们聚在一
起，一大家人齐上阵，各人亮出看
家本领，做出一道道美味佳肴，那

一桌的团圆饭就是一桌浓浓的亲
情。吃完年夜饭，大人们围炉守岁
迎新春，孩子们则一起到楼下放鞭
炮，那时的除夕热闹非凡。大年初
一，父亲的同学和同事“走马灯”
似的到我家拜年，街上也到处都是
走亲访友的人群。大年初二,“行
走”的春节就开始了，我会跟随父
母到处拜年、团圆、聚会，一直都
在赶往下一场酒席的路上。
每年最难忘的就是去姑姑家拜
年。姑姑家住在一个小山村，传统
的小青瓦房。在约好的日子里，姑
姑一家人早早就准备好各种佳肴。
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常常是两次转
车加长途步行才到达姑姑家。村里
气候寒冷，我们全身几乎被冻得僵
硬，但就在看到姑姑和她家人的那
一刻，所有的寒冷就在瞬间融化掉

了。坐在土灶旁，一股暖流在心中
流淌，我们有唠不完的知心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童趣渐消，
雅趣增长，我对过年最盼望的事情
就是“糊灯笼”。那时候，父亲托
人焊了一个灯笼架子，我自然就成
了这个灯笼的艺术设计师。每年小
年过后，我就忙着“糊灯笼”，发
挥自己的绘画特长，用彩纸画出各
种惟妙惟肖的图案，剪好后贴在灯
笼上，栩栩如生。每年的灯笼都是
我的杰作，从除夕一直挂到正月十
五，为此，我很有成就感。那时
候，过年是从心底里发出对生活的
一种热爱，也似乎是一种生命的仪
式。
打捞日益老去的时光，那年那
味，一种温婉而柔软的情愫永存心
间……

这是一本新鲜出炉装帧精
美的书籍，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
香，红色封面上两支蜡烛燃烧
着，
“茅慎之诗集”
五个大字闪闪
发光。读者也许想不到，
这位茅
慎之老先生已 95 岁高龄，是一
位老革命、老教师。
如果你偶遇茅老并与之攀
谈，内心一定会充满敬意：他精
神矍铄，两眼有神，看不出一点
岁月的痕迹；他思路清晰，反应
敏捷，说起往事头头是道；他的
爱好广泛，书画篆刻皆其所好，
平日里最爱读书与写诗。
新中国成立前，茅老就参加
了革命，从事策反任务和地下斗
争，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了汗马功
劳。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奋战
在教育战线上，直至光荣离休。
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和丰富的
人生经历，使茅老由衷地感受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
康庄大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要用手中的笔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家乡、讴歌人间的美
好，于是文思泉涌，
真情流露，
一
篇篇作品喷薄而出，曾先后五次
在全国诗歌比赛中获奖。茅老
的诗歌是一份生动的红色教材，

因为老革命的作品更有吸引力，
老前辈的话语更有公信力，
老诗
人的情怀更有感染力。
作为离休干部，茅老的晚年
生活既丰富多彩，又与众不同，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学习
活动不放松，泼墨吟诗写唐风，
养鸟栽花心底畅，老有所乐在其
中。”
他不仅喜欢写文章，
而且书
法有模有样，国画栩栩如生，篆
刻也颇见功底。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茅老对诗歌的痴迷，
他以年
逾 九 旬 的 高 龄 扎 根 文 坛 ，继
2015 年 推 出《茅 慎 之 文 集》之
后，短短四年时间又有新作问
世，让我们这些自诩
“热爱文学”
的写作者自叹不如。他的模范
行为激励着更多的文学爱好者
写好自己的书，走好自己的路。
有人说 ，写作可以延年益
寿。君不见，文学泰斗杨绛 105
岁、罗洪 102 岁、巴金 101 岁……
而就在我们身边，95 岁的茅老
笔耕不辍，似乎也佐证了长寿与
写作的因果关系。这也许是一
家之言，不过热衷于写作的人一
定是热爱生活、乐观豁达、向上
向善、虚心学习、追求完美的人，
他们似乎拥有一颗不老的心，
这
些特质对长寿确实是有百利而
无一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