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情怀

供销社往事
小时候，我最想去的就是

镇上的供销社，听人家说，那里

是人间天堂，吃的用的，无所不

有。然而，我在家乡生活了十六

年，去供销社的次数却是屈指

可数。因为路途遥远，没事我们

不会去供销社，就算去，必然是

逢集。

10岁以前，我没有赶过集，

更没有去过供销社。应该是十岁

那年，我第一次去赶集，那时候

父母已经在外打工，大哥骑着一

辆自行车载我去的。

大哥是我的堂哥，生活上

特别节俭。到了镇上也就是买

伯父伯母叮嘱要买的用品，让

他花一分钱买零食吃那是不现

实的。爷爷奶奶没有钱，又不需

要买东西，自然没有钱给我。在

镇上，我第一次走进了供销社，

供销社临街而建，第二层和马

路齐平，第一层算是地下室。在

二层的门口，有不少老爷爷在

卖竹刷、背篓、镰刀、火铲等物

什，都是本地人，也没有现在的

摊位费一说。走下那个斜坡，就

是第一层了。

一楼我很不喜欢，脏兮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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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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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夜记
下午，有个朋友发来一条短

信：如果把你送到宋朝去，你的

冬至会怎么过？

我明白他的意思。宋人的

《消寒图》里，古人是沽了酒，每

天写下一个字，每个字九画，用

九个字组成一句诗。九九八十一

个字的时候，诗完成了，春天也

到了。

古人的可爱，是妙趣横生

的，但坐底的还是文化，心灵

生活的一部分。现代人要不

要学，一时似乎也给不出答

案。

今天看见许多人家吃饺子。

这是北方的风俗，流传了很久。

刚才走路回来，看见几家饺子馆

高朋满座，很是热闹。今夜月色

极好，天亦很暖和，反而是立冬

以来的一个暖天。也看到很多人

吃火锅。羊肉火锅，火锅里煮饺

子。看了让人眼热，舌尖上也生

出了诱人的唾液，有点垂涎欲

滴。

民国的时候，冬至这天，北

方流行一句俗语：有钱的人吃一

夜，没钱的人受一夜可怜！就是

冻一夜。我曾经在小说《四牌

楼》里写过一对唱二人台的露

水夫妻，冬至这天冻死在牌楼

下。编辑在发表时，把这句俗语

删去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何

要删去。他说，小时候，曾目睹

一个乞丐冻死在一个角落，惨

不忍睹，他不愿这个事从此再

发生在人间，于是便删去了。他

的意思是让这些俗语永远消

失，让这些悲剧从此不再。每个

传统的节日，只是文明的传承，

文化的见证……

冬至这天，很多人家要祭

祖。讲究一些的，要请出祖先的

牌位，依长幼有序祭奠。祭奠前

先要换上庄重的衣服，净手焚

香，恭恭敬敬跪在地上，行礼祭

三千字———
我的后半生

还是好几年前，在北京一个

某知名新闻媒体人、作家的办公

室与他聊天，说到写东西，他说

你每天能不能写三千字？因为我

那时还在一个中央新闻媒体做

记者，还没有退休。我们心照不

宣，都知道他说的三千字，是不

包括工作范围之内的。我说要

退休了差不多。他又说不一定

每天都是这个量，平均下来。我

们当时就算了一下，十天就是

三万字，哎呀，一百天就是三十

万字啊。这就意味着一部长篇

小说就出来了，或许就是几十

个中短篇小说甚至百十多个散

文。

想想，不就才三千字吗，这

事情不能算难，甚至还有些唾手

可及。

几年很快过去，我正式算

退休了。那次聊天却总难忘记，

有时感觉很是有点折磨我。这

不能算做一个大事。其实简单

的东西就不简单。实践中的残

酷性，总是判断不准，一个当时

不经意的闲聊，不是说说而已。

可时光荏苒中，此事已经上升

成为了我的首要任务，植在心

里，难以磨灭。想到未来，阳光

灿烂。但这三千字却深感举步

维艰，困难重重，不由是你退不

退休的问题。一是时间不够用。

二是时间太快，不容你有丝毫

闪念，“轻舟已过万重山”。又是

一年悄然远去。这样下去怎不

恐惧。纵使我鼓起洪荒之力，能

够写到九十，但留下的时间并

不乐观。

去年，因为这个话题，我们

电话交谈。我说我至今还没有完

成这个计划，每天努力中，甚至

梅香几许
想起梅，想起王安石的诗

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

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清香几许，数落冬日严

寒。雪白世界里，星点亮红，喜

色润眼。

城东有山，名为鼓山，是项

羽大将军亚父范增故里。隔路相

对旗山。两峰相遥，又是“旗鼓相

当”成语来历。鼓山半山处，苍林

掩映，有晨钟暮鼓的古寺。每年

一场雪后，素白皑皑，飞檐斗角，

橙黄院墙下，梵音与青烟袅绕，

四周安静。梅便顺着寺内台阶，

一直漫游到院后山林。红色、黄

色、粉的，或聚或疏，在台阶转角

处挤成一树，摇曳在木窗下孤单

一支。我喜欢称她为“鼓山梅”，

浸在佛禅里的梅枝，少了浮尘，

在雪中有着一种清澈达心的幽

香。

年轻时有梅，生在故园里，

与她相识。只在长江上游小城，

顺山而建旧府制里，都是些上着

岁数木楼，一层层灰砖青石铺就

的道路。行至半坡，栽有数颗古

梅。逢到寒假，一起绽放开来。

滤过冬日阳光薄暖，弥漫着淡

淡香气。与她十日里看梅，心且

随花而开。于是商定来年再聚。

来年空落计划，人也难就心愿，

推到次年，只是言语上，行动却

爽约了，就再也没见面。开始珍

贵最初日子，惦念谋面城中人。

隔些年，再去木楼看一眼古梅。

半山早没昔景，被一山的高楼

挤着，早容不下几棵树。人一生

如果洞开结局，失望颇多。于

是，留个初时的念头，让过程更

美好起来。

去冬，坐车过杭州。隔着窗

外的梅。忽然想起西湖畔孤山上

曾经宋人林逋。他饱览群书，行

游天下，拒绝仕途为官。四十岁

后，结庐隐居孤山。四方达人拜

见不断，宋真宗“闻其名，赐粟

帛，诏长吏岁时劳问。”林逋为一

大隐士。一生未娶，他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幽独清高、自甘淡泊。

自古文人写梅众多，林逋的《山

园小梅》诗句中“众芳摇落独暄

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最受

推崇。

冬晚，隔着窗外寒，去读红

楼。念到第五回“因东边宁府中

花园内梅花盛开，贾珍之妻尤氏

乃治酒，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

等赏花。”之后宝玉午睡，睡在了

秦可卿“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

的榻。”梦遇了如“春梅绽雪”的

警幻仙姑。描写中的寿昌为南朝

宋武帝寿阳公主，话说一日她在

含章殿下榻上小睡，风吹一朵梅

花，掉在她两眉宇之上。等醒来

后，梅花拂之不去，但宫女看到

纷纷称赞美，又纷纷画笔效仿，

形成梅花妆。“当窗理云鬓，对镜

贴花黄”成为古代女子装扮的潮

流。

梅香清幽，寒凉而来。曾经

老屋院落，生就一棵梅，随着时

间，枝干越发遒劲。逢到季节里，

庭院里香气招人欢喜。数年后，

人去楼空。推门进，老宅多有落

寞，满园花草不再。却在院角，嗅

到熟悉的香味，恍然间，多年场

景浮现在前，世人离去，浮世变

迁，感怀不已。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

如故。”梅里望冬，时年又去，不

禁又老上一岁。 文/杨 钧

◎◎城市笔记

不惜推掉社会兼职和召唤，每天

也只是完成一二千字。他以为后

院有了“星星之火”，其实不然。

院主说你一辈子就是能写点这

个“本事”，除此你甚也栾不成。

这里面即有赞成，又有善意讽

刺。就目前努力达到的量，也是

与这样赞成和讽刺息息相关，成

为动力。

突然一天，也就是近日，第

一次实现每天写三千字手稿。尤

其欢欣鼓舞，已经坚持一个星期

有余，忽觉已经过去一年有余才

实现这个梦想。可见，时间犹如

一场场旋风，忽来忽去，无情和

迅速消耗着你的能量。时光的浪

费，不由让我警醒。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攀。我的后半生就剩下这一个

事情了，哪怕只当练笔或演

习。 文/张五四

◎◎寻味日志

拜。不太讲究一些的，就到坟上

焚香化纸，奠一杯酒，聊寄哀思，

以慰亲人。墓地在他乡的，便要

选一大路朝天处，焚一些纸，遥

祭亲人。

地上全是化纸的灰烬，不

远的地方也还有人在祭奠，一

地火苗子。一群孩子在小公园

里唱：

头九暖

二九寒

三九四九冻烂兑臼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

八九燕来

九九又一九黄牛遍地走

这也是小时候熟识的儿歌，

如今的孩子能记的，也是十分难

得的事情。

迎面碰上两个中年人。一个

说，该忙年了。另一个说，过一个

冬至，长一个蚂蚱。一辈子只是

把自己忙老了……

随手把这个冬夜记下，分享

给大家，是为记。 文/王建中

的，卖的都是锅碗瓢盆、桌子、凳

子等居家用品。我还没有当

家，不懂成家之艰辛，对那些

物品自然不感兴趣。从一楼出

来，爬上斜坡，走到马路边。马

路与二楼之间，有一座平面水

泥桥。穿过水泥桥，就到了二

楼，二楼琳琅满目，吃的用的

很齐全，和现在的超市没有什

么区别。我们在里面绕来绕

去，看看这里看看那里，什么

都想买，却什么都没有买。我

的胆子还没大到找大哥借钱

买零食吃的地步。

那天颇为不顺。买完东西，

我们就回家了。因为我要坐在

后座上，大哥买好的东西就用

一个蛇皮袋装着，用绑带绑在

前面的车梁上。还没骑出多远，

自行车爆胎了，我们已经身无

分文，补胎是不现实的，于是就

推着走。走着走着，我累了。出

来半天没有吃任何东西，能不

累吗？

大哥说，不管了，我们骑回

去。很不幸，爆的是后胎，没有

气的车胎在泥泞的乡村路实在

是没法行走。走得慢不说，到了

家，只怕钢圈都得磨坏了，自行

车在那个年代还算珍贵，我们

可舍不得，也不敢这样折腾自

行车。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继续推

着车前行。奶奶家在半山腰上，

回到家，我浑身散了架一般。奶

奶很心疼，叫我们吃饭。我说，先

歇口气吧。稍微休息下，我咕噜

咕噜地喝了一大勺子井水才缓

过气来。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去

赶集。上初中后，供销社离学

校也就是百米距离，只是我不

肯去，没钱，去了也没意思。我

已经过了没钱也想过眼瘾的

年龄。

2006年，我初中毕业出来打

工，每年回家都免不了要买年

货，如此一来，去供销社的次数

就多了。想买什么，也能随心所

欲。只是，童年时代迫不及待想

去逛供销社的心情和乐趣再也

找不到了。 文/邹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