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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姐和
同学结伴去城里理发店烫发，
临烫时别人都退缩了，就姐一
个人烫了。天擦黑才裹着头巾
溜回家，没承想还是被我爸发
现了，满屋找剪刀要给姐剪成
秃子。吓得姐跑到奶奶屋里，
用热水洗，用刮虱子的篦子梳，
还是卷如故。

第二天一早，姐将满头卷
儿编成麻花辫，刘海用小卡子
卡住。奶奶替她在我爸耳边说
了半天好话，大意是她知道错
了，昨晚忙活了一宿，卷儿都梳
直了，这才让我爸放下那把带
着怒气的剪刀。

那个年代，女孩烫发和男
孩穿喇叭裤、花衬衣都属于“不
学好”，一旦被发现，烫发和“喇
叭裤”都逃不过父亲那把剪刀。

我六岁那年，姑姑用筷子
置于炉火上烧热，再将我的头
发扯起一缕缠绕在烧热的筷子
上，停留几秒钟，抽掉筷子，直
发便烫卷了。烫完后，姑姑看
了又看，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
意。晚上回家时，我有些害怕
了，害怕父亲的剪刀。姑姑说，
莫怕，这个是一次性的，第二天
起床就全伸直了。

我一路忐忑走回家，父亲
瞥见我顶着满头卷，黑脸问母
亲：“咱家的剪刀呢？”我吓得

“哇”一声哭了。打那以后，姑
姑再也没有给我烫过发，她怕
挨父亲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
上小学。那时叔叔已是村办企
业的厂长，他走南闯北，是村里
最有见识的人。那年暑假，叔
叔刚从上海出差回来，要带着
我和表姐去烫发。父亲当然不
同意，但叔叔是家族里混得最
有出息的人物，父亲也得给他
三分面子。叔叔告诉父亲，烫
发钱他出，暑假给我和表姐烫
了，等开学时再领我们去理发
店给弄直了。父亲听叔叔这样
说，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
化成了嘴边的一声哀叹。

叔叔用自行车载着我和表
姐去了城里的理发店，到了店里
问哪种烫发适合小孩子，理发师
说，哪种烫发也不适合小孩子，
如果非要烫的话就冷烫吧。没
想到，理发店那天停电。叔叔比
我们还懊恼，回到村里逢人便
说：“想给两个孩子烫发，停
电没烫成。”虽然烫发的事
情泡汤了，但这事儿却很快
传遍了全村。说来奇怪，后
来，村里再有女孩烫发，也
没听说过被剪成秃子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女孩
结婚，提前一个月烫发，结婚前
三天再去理发店定型，是必然
的流程。记得姐结婚前正值秋
收，姐忙着干农活耽误了烫
头。我爸黑下脸骂：“啥时候
了，也不烫发，临上轿现扎耳朵
眼吗？”

渐渐的烫发也不是啥新奇
的事了，连老太太过年时也要
烫发时髦一把呢。烫发也不再
局限于越卷越好，而更注重造
型。

姐最近几年忙儿忙女，都
顾不上捯饬自己了。那日回娘
家，我爸劝她：“去烫个发染个
色，打扮一下，别整天灰头土脸
的让人家瞧不起。”

姐回：“不是您当年要剪我
头发吗？”

我爸说：“我那是做做样
子，不让街坊四邻笑话我没规
矩。”

嘿，看来叔叔当年就是摸
准了我爸的脉，才故意挑个城
里停电的日子带我和表姐去烫
发，做给村里人看的。叔叔在
烫发这事上，功劳不小呀。

叔叔说，错，是社会发展流
行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冬天是寒冷的，安静的，纯洁的，
更是让人清醒的。冬天少了一些诱
惑，多了一些寂静，在这样的日子里，
最适合去读书。不论是在寒霜铺地的
北方，还是在夜晚微凉的南国，窝在沙
发上，捧一杯暖茶，读一本厚厚的书，
都是冬日不可错过的美好体验。

冬天太冷，不宜出门，但宜读书。
冬天可以读史，读史可以明智，寒风阻
止了我行动的步伐，却无法阻止我飞
翔的心。冬天可以读诗，意蕴深远的
语言，给我想象的翅膀，让我拥有无边
的想象空间。冬天可以尽心地品味周
作人的清淡平和，鲁迅的讽刺简练，梁
实秋的细腻亲切，张爱玲的典雅飘逸，
贾平凹的随意与匠心，还可以感受海
明威的冷峻，伏尔泰的咏叹……由文
字带来的煦暖气息穿透力很强，足以
抵挡鼻息之间空气的寒意。

天寒地冻，围坐炉边，此时书便成
了我最好的陪伴。炉子飘动着火焰，
室内温暖如春。打开书，文字清新洗
练，黑白的插图幽雅淡泊，看着舒心。
在这寒冷的天气里，身居斗室之间，能
随作者去完成一场精神上的旅行，实
在是不错的选择。读川端康成的《雪
国》，有种虚无的美感。穿过雪国大
地，漫天星空，世界静谧。因为读书，
心便很容易静下来。此时，书是朋友，
也是情人，可以和我畅所欲言，让我在
寒冷中温暖心房。

寒冷的冬夜，我常常选择最随意
的阅读方式，或偎坐被窝，或斜倚床
头，顺手拿起一本书，慢慢地读。柔
和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泛起无限暖
意，一杯清茶在侧，茶香袅袅。文字
如甘泉，轻轻荡漾于心中。思绪就这
样不蔓不枝，欣欣然如见久别故交。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么简单充实，只要
手中有一本清浅的书，身边有一杯恬
淡的茶，胸中就有了一颗淡泊的心。
读到兴奋之处，心潮涌动，整个身体
便会充满一股暖流，那种惬意和满
足，无以言表。

冬天读书，单调的日子，也会变得
有滋有味起来。读一些隽永美文，如
文火煨汤，未饮而香气扑鼻。汪曾祺
言：“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
实在是令我这吃货颇为认同。汪曾祺
写食物，豆腐干丝马铃薯，细腻之极但
又不觉拖沓；萝卜蚕豆韭菜花，平凡之
处又显高雅。虽是望梅止渴，但也能
使人在寒冷之中享受幸福的滋味，享
受美食带给人的满足感。

冬天读书，能让人领悟温暖的含
义，因为精神的收获，才是最大的温
暖。冬天是属于“沉思”的季节。动物

冬眠，花草为重生蓄势，大自然用素雅
的颜色，走出内敛含蓄的回归线。烦
劳了一年的我们，也即将在接踵而至
的新年节庆中，细数这一年的收获与
惋惜。此刻，静心读书，从书中厚积人
生，从书中感悟生活，这个冬天会变得
更加充实，更有意义。宁静而寒冷的
冬天，有书，梦就会显得格外温馨；拥
书，生活就会异常温暖。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
地心”。看窗外风雪，摒弃一切嘈杂
与繁闹，轻轻地翻开书，慢慢品读。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新酿的米酒香气
扑鼻，红泥火炉已经准备好，读书时，
以酒佐之，文字便沾上了酒的醇香，
自有一种异样的情趣。或再等一二
知己踏雪来访，促膝长谈，则更是惬
意舒心！

“寒露不算冷，霜降
变了天”。随着秋季最后
一个节气的完结，冬天叩
响了季节的门扉，温度一
点点降下去，寒气一点点
升上来，微风一吹，冷意
袭人。

秋天的身影渐行渐
远，冬天的气息越来越浓
厚，日色一天比一天浅
淡，那些厚重的棉衣裹紧
了单薄的身躯，木叶飘

零，呵气成霜，冬天在醉人的秋意里如山洪
暴发呼啸而来。

冬天是孕育生命的季节，也是磨炼意志
的季节，仿佛在静候一次轮回，所有的事物
都睡去了。冬天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抖
落繁华和喧嚣，停靠在安闲时光里静数流
年。以往的明媚和激情躲藏在一朵雪花的
背后，大地裸露着心事，等候路过的风儿，带
来一些春天的故事。

冬天，是酣睡者的天堂，带着通体的白
色，带着沉甸甸的渴望和希冀，还有梦境里
那一直奔跑在路上的绿色。茫茫原野，皑皑
白雪,只有鸟雀的“吱吱喳喳”是灵动的，它
们在广阔洁白的宣纸上画下一串串竹叶，画
下冬天里特有的雅韵，特有的生机。

冬天的到来，就像一首意境深远的诗
歌。备下所有形容词，来诠释即将降临的天
使，节气和节气之间，传递着暗语，候鸟远去
的呢喃，哄睡了瘦掉的山水，静默中绽开的
腊梅在风雪中傲然挺立。

落叶守着火焰，一篱夕阳在季节深处绽
开芬芳。湛蓝的天空，只剩白色的云朵，所
有不惧寒冷的事物都在酝酿着一个春意盎
然的梦，躲藏在枯萎里的绿意正在一点点接
近春天。

秋去冬来的日子里，万物愈加深沉内
敛，此时世俗的喧嚣已被季节的冷寒凝结，
草木不言，山川静默，美丽的雪花用死亡换
取重生，孤独的树枝裸露着荒凉的秘密，一
片扑入火海的树叶不怒不喜，在泥土里找到
归路。

冬天是静默的，也是萧条的，太阳缩短
了光阴，白昼和黑夜的交替里，独留一片雪
花在夕照里飞舞，生命的枝头繁华落尽，返
璞归真的日子，让春天的力量在万物的等待
里长出翅膀。所有死亡的花朵，红的，粉的，
黄的，都在这一刻开始燃烧，复生。寒风撕
裂了一床新棉被，天空就开出最浓烈的蒲公
英，这些冬天的花朵，挣脱根系的束缚不拘
一格的盛开，它们比牡丹还要热情，比玉兰
还要洁白。

迎接冬天，就是在迎接又一次生命的轮
回，那些随季节降落的寒冷，凝结了人间悲
欢，却覆盖不住那些蓬勃的力量，所有的事
物都在冬天的静默里等待着，等待着严寒散
尽，春暖花开。

雁声南去，风自北方来
残荷的倒影
打开水的伤口，写意
旷野的遗像
一片苍茫的辽阔里
芦苇愁白头
落叶渡风，皈依的脚步
喊醒农谚深处的暗语

来不及告别，种子
重回泥土，缄默中
麦子返青、油菜抽苔
只有母亲的炊烟
依旧不浓不淡
麻雀在屋檐下用方言
说出村庄的故事

踏进冬的门槛
家就越来越近了
看，柿树挑起了红灯笼
为即将返乡的游子
照亮回家的路

故乡多银杏故乡多银杏
一棵棵一排排一棵棵一排排
秋冬交替时秋冬交替时
便铺出了一条时光隧道便铺出了一条时光隧道

每一片银杏叶儿每一片银杏叶儿
在季节静谧中晾晒着浅浅的梦在季节静谧中晾晒着浅浅的梦
阳光下每一条清晰的脉络阳光下每一条清晰的脉络
都抒写着故乡的思念都抒写着故乡的思念

银杏叶落在铺满金黄的土地上银杏叶落在铺满金黄的土地上
拾起岁月的碎片拾起岁月的碎片
落下的片片憧憬落下的片片憧憬
能够点亮心的方向能够点亮心的方向

一片片银杏叶一片片银杏叶
是我故乡的书签是我故乡的书签
那泛黄扇形的记忆那泛黄扇形的记忆
记载太多的乡情记载太多的乡情

我常常怀揣银杏叶片上路我常常怀揣银杏叶片上路
因为叶脉上有着故乡的温度因为叶脉上有着故乡的温度
无论我走多远无论我走多远，，还是孤单的飘零还是孤单的飘零
叶落总要归根叶落总要归根，，我便不会迷失我便不会迷失

落叶渐多，日积月
累，远远看去，如一片枯
黄的地毯。

可这大自然落下的
地毯，于有心人而言，却
是一种难得的闲趣。这
样的闲趣，城市中难得
一觅。唯有在野外，或
者老宅子密布的乡间城郊，才可一
闻。

有这么一间老宅子，青砖黛瓦，
临水而立。夏日郁郁葱葱，到了秋
冬，景色转而一变，日渐萧索。可这

萧索之中，依旧能有难得的乐趣。这趣，便来自于落
叶。

落叶积得多了，可听种种声音。
朱光潜喜欢用落叶听雨声。平日里的雨，是一种

声音，可落叶上的雨，则是另一种声音。小雨如琴，清
脆短促；大雨如爆米花，密集浑厚。这些声音，若是落
在地上，须得侧耳聆听，但落在厚厚的积叶上，却犹如
被放大一般，格外清晰。

落叶，也能用来听风声。
天气一冷，风也肆虐起来，紧一阵，慢一阵，掠过大

街小巷。风紧的时候，落叶“哗啦哗啦”，被风裹挟着，
是一首急促的进行曲；风慢的时候，落叶悠悠闲闲，飘
飘荡荡，彼此之间碰撞的声音，更像是互相轻抚。

落叶，还可以用来听脚步声。
闲听落叶时，若是有人来访，人未到却脚步声先

到。有急促的，踩在落叶上，“吱吱呀呀”的声音与当事
人心急如焚的状态不谋而合。也有清脆的，一声紧一
声慢，不疾不徐，脆响与脆响之间，总隔着那么点时间。

于是，听声辨人。是后者，那自然是同道中人。能
于碌碌俗世中，踩着落叶，缓缓而来，还能有闲心欣赏
风景，不紧不慢，那便是有心人。与这样的人，适合来
一盏清茶，娓娓闲话，共听落叶上展示的各种来自大自
然的天籁。

世上本多天籁，奈何有心人不多。而落叶，似闹
钟，当你为俗事焦头烂额时，这闹钟便提醒着你，人生
除了负重，还有乐趣。积叶将这本来不太引人注意的
乐趣放大了数倍，让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更加清晰而明
确。

落叶成山，无论风雨，那都是俗世中难得的耳福。
而要一饱这样的耳福，只需一颗能在俗世中静下来，慢
慢品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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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徐矿，榜样辈出。或
为劳模，鞠躬尽瘁若炉中之煤
熊熊燃烧；或为工匠，精益求精
若矿之天轮持之以恒；或为好
人，嘉言懿德若春天之雨润物
无声。得三种美名之一，即为
徐矿之翘楚、我辈之骄傲。可
我的同事赵杰，一人言行，便是
三种精神之大成——

赵杰，一个充满阳刚的名
字，但它所标识的却是一位平
平常常、开朗爱笑，自称算不上
漂亮、但同事却说她工作起来
特帅气的女医生——徐矿集团
总医院大呼吸科主任赵杰医
生。

她，是一名劳模。她那饱
满的工作热情总是让人想起徐
矿老诗人孙友田的大作《我是
煤我要燃烧》。她27年来战斗
在与死神奋力拼搏的第一线，
27个春夏秋冬满是她无怨无悔
的奉献。她要照顾众多的住院
危重病人，还要兼顾会诊专家
门诊和气管镜检查治疗。早出
晚归已是日常，急诊会诊随叫
随到。一次抢救过病人已到晚
上9点多钟，她回到家刚端上饭
碗，总值班打来电话说内分泌
科有一患者急需会诊，她立即
放下饭碗打车返回医院，会诊
后已是夜间11点半，返回家再
无心吃饭一头倒在床上。深夜

2点 ICU的急会诊电话再一次
响起，她爬起来再次走出家
门。在医院门口走下出租车，
她脚步踉跄大汗淋漓，竟然“哇
哇”地呕吐满地。然而她还是
以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投入抢救
之中。患者成功得救了，这时
的人们才注意到，这个工作起
来很帅的女医生的脸色并不比
病人的脸色好看，好看的只是
她眼看患者得救时那如释重负
的微笑。

她，是一名工匠。她深知
做一名医生单单靠吃苦奉献
和一腔热情远远不够。她要
让受伤的生命康复、她要让患
病的肌体强壮、她要让那潜于
暗处的病魔现形。她说在面
对生命的时候必须心怀敬
意。她精于医术的提升。从
硕士到博士再到硕士生导师，
从住院医师到呼吸大内科主
任，于她提升的不仅是职称和
职务，还有她日渐精湛的医
术。科学准确的临床分期是
肺癌患者规范治疗的重要前
提。但以往患者通过开胸手
术或胸腔镜手术才能明确诊
断，这些检查方式创伤大，恢
复时间长。赵杰急病人之所
急，精心琢磨，反复求证，在徐
州地区率先开展了支气管镜
下针吸活检技术。通过微创，

病人不经过手术就能达到诊
断的目的，这为病人进行肿瘤
早期诊断及更精确的分期、获
得最佳的治疗手段奠定了基
础。这一项技术代表了目前
国内运用支气管镜诊断技术
的最高水平。肺癌之魔无处
遁形，多少人因此有了更多的
机会挣脱死神的魔爪。赵杰，
无愧医界之俊杰。

她，是一个好人。医者仁
心，仁者好也。面对患者的疾
苦，赵杰总是展示出她悲天悯
人的情怀。她常常随身备些现
金，好为一时困难的患者尽微
薄之力。急诊室一位患者差的
输血钱，她掏钱垫付。病房里，
她为肺癌晚期转移的宋女士竭
尽全力，硬是从死神手中为患
者争来了两年半的宝贵时光，
让宋女士亲眼看到儿子上了大
学；她为做化疗脱发的宋女士
买了假发，只为患者有个好心
情。宋女士过世后，她的妹妹
专程来医院送还赵杰为姐姐垫
付的1000元押金，同时还送来
了患者临终前亲手为赵杰编织
的毛衣。捧着毛衣，赵杰泪流
满面，不为别的，就为了那眼含
热泪的一句话：赵医生，好人
呐！

劳模赵杰、工匠赵杰、好人
赵杰，仁心仁术，女中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