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啜饮北风
朋友说要来南方时，还是

夏天，现在一回想，倒有“扬州

一梦，中山千日”之感了。在这

样的冬日，即便是土生土长的

南方人，也还冻的哆哆嗦嗦。

却还宽慰似的问我：“你们北

方，冬天也很冷吧。”

“哦，没这儿冷”。

“怎么会？”

“有暖气啊。”

这样的对话不知道要重复

多少次，别人也未必真问，自

己却答得很热忱，像是彼此提

醒，又像是自问自答。不过，北

方的冷和南方的冷还真不一

样。南方应该叫凉，或是凄冷，

是家道中落，《红楼梦》那样的

起和落，冷在心里，世态炎凉

的意思。北方，却是冷，是烈，

是像老白干一样的辣，烧刀子

一样的疼。也凉，却是大江东

去、山河破碎，霸王一样的功

败垂成，终是悲壮，慨多于忧，

不入心的,还不到心灰意冷，纵

是自刎，也是壮志难酬，仰天

长啸，“天要亡我”。这里面还

有多少心思，谁知道？那漫天

的大雪飘飘洒洒，任风怎样肆

虐嚎啕，太阳依旧高高的，亮

着灼人的光，天空海一般的澄

澈，万里无云。

人从屋里出来，还带着热

气，疾步快走，碰上熟人，站着

打个招呼“您打哪儿去，回屋

坐坐”“不了，还有事儿”说完，

便三步并两步回屋去了。小区

里有卖大白菜的，脸冻得绯

红，站在车上，吆喝着：“鲜儿

白菜6毛”那一帮老太太们挎

了篮子的、提了麻袋的就叠着

步子涌上去了。住在楼上的，

看了直心痒，就喊了邻居，合

拼了一袋。各取半袋放在阳台

上。住在底楼的就越发壮观

了，五六个一捆，十来个一堆

儿。码的整整齐齐。上铺一层

棉被，遇着雪天，盖一层白雪，

取来白菜，上面夹了雪粒，精

亮亮的闪着光。

年老的婆婆最爱腌白菜，

也叫酸菜。近一米高的缸，埋

着盆儿一样的几块儿石头，

白菜就压在这石头下，每逢

炖肉就取出小半棵，和了粉

条、土豆、豆角，掺着辣椒、花

椒葱段，倒一锅汤，慢慢地

熬。等汁儿稠味儿浓，用勺头

把土豆碾碎，沿锅贴一层酥

饼。盖上锅盖。再等揭锅，饼

黄儿肉香，满屋子的热气，好

不热闹。再配一盅酒，烧得心

头一热，脸浮一圈红晕，叫嚷

着再添一碗，屋外再冷也都

不觉了。

小时候，家有院子，最盼下

雪。天不亮，月光照出一层白，

以为下雪了，脚一踩，硬邦邦，

不由懊恼。等真遇到雪，一扎

猛子，一溜烟地乱跑，伴着嘎

吱的脆响，地面印出一串脚

印。

东歪西斜，乱作一团。大一

点的孩子，打雪仗，那是真打，

端着盆儿，挑着桶的都有，生

猛的孩子扣你一头雪，胆小的

从侧面扬你一脸白沙，不得

脑，多半讨人喜欢才遭此待

遇。也有在雪地里表白的，邀

了一群人，用脚印在操场上拼

了一行字，大体是某某喜欢某

某之类。想想那么大的操场，

那么小的鞋，要走多久，眼力

得有多好，才不歪不斜拼出一

行字来，那姑娘就在楼上，眼

一瞥，就看见雪地里的那行

字，或感动或不适，或看一会

儿，也就从人群里出来，不见

了。等雪又薄薄下了一层，再

从屋里出来，那行字也就隐隐

约约，不见了。

冬天，校门口的麻辣烫，生

意最是红火。围着一鼎炉，扎

一堆儿人。那脸是发红的烫，

舌头是含了烙铁般的颤，不知

道里面熬了多少辣子，满锅的

红水儿。小时候，有婆婆吓唬

我仍然叫做
我以前的名字
“从来没有放开我，你强壮

的双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你

关怀的眼波。”如果在时间外，

给自我一种穿越，仔细想想，

音乐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偶然在网易音乐里邂逅钮

大可专辑，冬雨夜，耳麦里一

首首煲起，有种不知是莫名欢

喜，还是久违激动。那些磁带

的日子，在三洋或红灯录音机

里，吱呀地，有着古董般的印

记。

钮大可，上世纪八十年

代台湾音乐才子。同期台湾

音乐人有罗大佑、梁弘志、翁

孝亮、小虫、李宗盛、童安格

等。低调的钮大可，也许并不

引人关注。但是他的曲谱和

略沙哑的嗓音，始终难以忘

怀。

“你是我永远的宝贝，你的

笑是我温暖的所有，你是我永

远的宝贝，让我轻轻分享你的

梦。”一首《永远的宝贝》，曲前

钮大可女儿钮韵璇童音呼唤

“爸爸，女儿很爱你！”时光机

里，曾经的童声呼唤永留曲

首，一遍一遍。浮生过往，那厚

重父爱，经过若干年角色接

替，感慨更深。

我喜欢《无奈》曲首吉他

和弦音。“你如何告诉我 ，美

丽的承诺是谎言，你给我的笑

容 ，也随风逝去。”总想起年

轻时，在后街花园里，几位玩

伴，抱着一把木吉他的样子。

如今，天各一方。那把也曾年

轻的吉他，早已断弦，藏入柜

中。

《别让自己活得不好》唱到

“不是我不知道，偶尔也该脱

离人潮，点一支烟让心事绕一

绕”。京广线上，车过武昌，一

场雪下，睡在上铺的我，心情

因为离别而低落。列车隆隆声

中，车厢里音箱里传唱着这首

曲，车行，忧伤如斯去。

“如果我的难过，是属于无

可奈何的那种，请在我想你的

时候，用你的温柔回答我，其

实那种难过，早已有人写成了

歌。”《写的就是我》，写的就是

我们曾经的样子。年轻时爱的

无奈，在勇气里，彷徨中，拒绝

下。那种幻灭，无论结果，都是

年轻的过程，都是曾经的《相

遇后的心情》。

多年前，在拥挤的城市，挤

在一群老宅红砖小楼上。那位

白衫蓝裤年轻人，仰望群鸽在

浅灰天空下盘旋。耳麦始终回

旋着钮大可的歌，是《不变的

守候》或者《梦总是远方》，理

想何去何从，像当时那一方高

空，不可测。

如今再听钮大可，仕途已

去，人生大半过往，情节寡淡

如水。想着前些日送兄长离

去，在经历与病魔拉锯战后，

兄长败得奄奄一息。人如油

灯，慢慢耗尽最后时光。以至

于最后的疼痛对他来说已然平

常。他安静下来，不再说话了，

长久沉默做思考状。年轻及

老，时间上的跌宕起伏，匆匆

一生，在他脑海里做最后的陈

述。

记忆是一种美好，也是

痛。加了曾经音乐的有时是魔

棒。恍然多年前，同首曲子，

那种离伤、忧郁，邂逅或愉

悦，突然被打开，都历历在

目。怀念起始的初心，正如歌

里唱的，我仍然叫做我以前

的名字。

“不要毫无意义地苦恼，别

让自己过得不好。”年轻时，听

钮大可这样唱着。再听，华发早

生。 文/杨 钧

想炕
前段时间，一个资深媒

体人，忘不了小时候的火炕，

写了感想。不禁勾引我也想

炕。

城市里睡炕，现在几乎没

有可能了，农村里还有。我小

时候家在一个小城市，还有

炕。不过那时我爱上火，炕一

烧热，睡一晚舒服是舒服，第

二天准上火。我一上火，先反

应在嗓子上，就是扁桃腺发

炎。所以我爱炕，又怕炕。就如

我见不得一个人，又离不开这

个人一样。

我在三哥家见到了炕。他

住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二十几

层的楼房，却在家里盘了一

个炕，不过火，分明是个假炕。

但也摆上花红柳绿的炕桌，

每日闲暇，盘腿坐在炕上，倚

在炕桌边，或看书或喝茶，惬

意无比，总是没有实际意义，

只能算做一个特别的装修风

格。

后来我琢磨，可以让这个

炕也热起来，就像铺地暖一

样，不同的是铺上电网线通

电，用电流把炕烧热，那样不

是更好。

我盘过真炕，那是在农村

当知青时。但不是整体盘下

来，而是在有了炕的同时，算

是修理，也算是改造。我当年

下乡的地方属于高寒地区，家

家户户都有火炕。那时农村没

有煤烧，取暖烧炕全凭麦草。

从场面（打麦场）如山的麦草

垛背回一背，连做饭烧水，炕

也就热了。炕热了，家也就暖

了。

在农村第二年底，十几个

知青，陆陆续续走了大半，知

青点冷落了起来，没有了往日

的欢乐。寒冬更显凄冷。偏偏

此刻“屋漏偏逢阴雨天”，炕

也不热了，还跑烟。掀开炕

席，原来炕上有地方塌陷，炕

道也不掏，有的地方已经被烟

灰堵塞。从老乡家借几块土

坯。这土坯可不同于一般的，

必须和进麦草拓成，麦草起到

钢筋作用，使之更加结实。先

整体掏干净烟灰。此时此刻，

决不能动炕中间任何一块炕

坯，否则这炕就会永远烧不

热，或者仅仅局部热，其他地

方凉。和泥换上好土坯，照猫

画虎，只是一个铺盖，难度并

不高。活齐烧炕，不一会满炕

皆热，这时若一丝不挂钻进被

窝，那叫一个舒服，给神仙都

不换。

刚到农村，五人睡一屋，褥

子压褥子，炕正好睡下。睡炕

头最好，按排名和威望，我资

格不够，退其后。好在没有睡

炕梢，位置在倒数第二。等火

流窜到我们那里，火力已经微

乎其微，没有了多少温度，很

是羡慕睡炕头的人。每天躺在

冰凉的被窝里，就想象炕头的

热度，盼望有一天能够睡上炕

头。

终于，大部分知青走了，我

也实现了两年多的梦想，睡上

了炕头。只不过仅仅睡了一个

冬天，“活神仙”的日子就算告

别了。

转年一月份，生产大队来

了通知，批准我到县里报到，

一个煤矿录取我当了工人，正

式结束了知青生活。文/张五四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

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总

有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

怀，影响着你的心情，把

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岁

月的书签。来稿请写明作

者真实姓名、电话、地址

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

号，以便采用后发放稿

酬，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

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小孙子，“可不能吃，那是血水

儿”那孩子听了，怔住，眼睛仍

盯着锅子不放。我那时，每天

都要去吃一会“血水儿”，等回

家，嘴早抹得干干净净，可身

上还带一股辣味儿，便少不了

被大人数落。

去年，我回去，竟不见有

人卖了，连着北方的冬天竟

也寂寥了。现在再分南方北

方，多少有些迂腐，车跑得一

样快，楼盖得一样高、霓虹一

样昼夜不熄，让你忽然忘了

自己身在异地，今夕何夕。而

唯有冬天，它像一个人的秉

性，任时光变迁，任是不更不

迭。

肃穆的白杨，苍苍的松柏，

寂寥的北风。这是我印象里北

方的冬天，是衬在北方活色生

香的小日子里的大背景。我说

不上北方冬天是怎样的感受，

说冷、说凉、说红火、说寂寥，

都不够。惟断章取那句诗，“驻

足而立，啜饮北风”，味道就在

那里。 文/李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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