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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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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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日志

腊月的味道
每年刚入腊月，总能闻到空

气中飘散的香味。

腊月最沁人心脾的，是腊八

粥的香味。我对腊八粥的记忆，

是一份眷眷如丝的亲情。

母亲熬的腊八粥是最好吃

的，她熬粥的时候，先把不易煮

烂的红豆、绿豆、花生、莲子下

锅，用大火煨煮，待它们开花笑

了，再加入糯米、小米、栗子、青

菜。粥沸腾后改为小火，不急不

躁耐心地熬着，为防溢出，将锅

盖敞开一道缝。锅内咕嘟咕嘟地

欢快歌唱，让孩提时的我感到心

里暖意融融。刚出锅的腊八粥热

气腾腾、粒粒晶莹、香气四溢。

腊月最令人回味的，是腊梅

的香味。腊月的一个午后，我经

过离家不远的街角。一阵暗香飘

浮过来，我信步随风进入到了一

个院落。这是一幢老房子前的一

个院落，看着墙角盛开的腊梅，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好似遇见多

年不见的故友，心境顿时清雅起

来。林逋在《山园小梅》中写道：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在这玉琢银装的日子里，

读着被誉为千古咏梅的绝唱诗

句，不会觉得辛劳与疲惫。懂得

欣赏是一种享受，何况是对美好

事物的追求！

腊月最勾人魂魄的，是腊肉

的香味。食腊是很多中国人的传

统，因为腊味的天性是抗寒抗湿

的，特别适合在阴冷的冬日里

吃。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一到过

年，就必吃腌腊食品。虽然做法

多种多样，但殊途同归，追求的

都是一个热气腾腾。这种神奇的

食物，制作的时间必须在冬天。

在冷飕飕、阴丝丝的腊月，晾制

成的腊味品质最高，口感最佳。

当这些历经了天寒地冻的腊肉、

腊肠、腊鸭、腊鱼被烹饪之后，却

又变成了餐桌上释放最多热量

的一道暖菜，这其中的反差引人

深思。

中国的腊味，一为“烟熏

腊”，另一是“香蜜腊”。“烟熏腊”

是指腊肉或腊肠，在风干前都经

历了烟熏的过程。用些谷壳木屑

就能熏，熏的时候还需加点儿陈

皮之类的香料。这样做出的腊

味，有种令人感动的烟火气，尤

其是腊鱼，熏过之后肉质紧实，

但不失细腻，吃的时候是典型的

重口味做法──先蒸、后烤，再

加辣椒和豆豉煎炒，一入口，便

可令昏昏欲睡的味蕾清醒过来。

听《星》
有很多年，一听到《星》，总

会下意识地感觉双脚冰凉，眼

前，也总会出现同一幅场景：空

寂的大学宿舍，朝南却遮住了日

光的玻璃窗；乌糟糟的天蓝色

窗帘微微翕动，外面是呜呜咽

咽的北风。像在铅灰的水泥墙

上放映的幻灯片一样，这些画

面古旧斑驳，却清晰可辨。它们

或重叠旋转，或交织勾连，若单

独剪出来，每一帧又都是可以

独立成章的木版画，形销骨立、

却气血暗涌，像属于青春记忆

的绝版插图。

那时候我读大一。高三时因

为偶然看到的一个电视剧，我决

绝地放弃了多年来热爱向往，学

起来也轻松快乐的语言类专业，

不顾老师和家长的劝阻，任性地

选择了“听上去就很洋气”的企

业管理。在高考志愿表正式提交

的那一刻，我并不知道管理专业

里会有绕不开的高等数学，而数

学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接不

长的短板。它像一个劫，一直在

我的学生生涯里阴魂不散。

就这样，一时兴起而草率填

报的热门专业成了我的噩梦。我

在时髦的学校里内心落差巨大，

终日浑浑噩噩，又坐卧不宁。同

宿舍的同学都去上课了，我歪在

窄小的书桌上听歌，程琳的一首

《星》听得不舍昼夜，银灰色索尼

随身听的倒带键用到凸起。“踏

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野

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

狂风，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

明。”———除了旋律好听，也有深

伤城
来这北方之城，离故乡遥

远。我像只候鸟，居无定所，疲惫

在心。那趟晚班车将我丢在了这

座城，喘着气继续北上。出了站

口，站在广场。四周高楼灯火，刺

痛我的双眼。在繁华大道上行

走，虽然行人如织，而我却是孤

相比“烟熏腊”的烟火味，“香蜜

腊”更多地洋溢着酒味和花香

味，味道也更甜更润。

在外漂泊的游子，夹一块从

老家带来的香软欲滴的腊味，轻

轻一咬，一切乡愁和苦闷都会被

一股滚烫、浓稠、香滑的肉汁喷

进喉咙，继而沁人心脾，舒服绝

伦。悠悠乎，飘飘然。年固然吸引

着我们，但最令人回味悠长的，

或许还是腊月里那些迎候年的

日子。这些日子，让年的内涵更

亲和、更丰满。所以，腊月的香

味，就是亲人的味道，家的味道。

它总能触动游子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给人力量与抚慰，让他们

无论走到哪里，对故乡都是魂牵

梦萦。 文/张光茫

深的共鸣，觉得歌词里的情境也

一如我的心境：漆黑、迷茫、孤

单、冰冷。可是听到副歌部分“带

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

平，寻梦而去，哪怕走崎岖险

径”，又依稀觉得未来应该还有

转机，日子也还能撑下去。

当年还没什么著作权意识，

所以并没有留意这世上还有一

个人叫谷村新司，盒式录音带窄

窄的版权页上，歌词和作者的名

字都被压缩得粟米一样纤细渺

小，“谷村新司”这几个字即使看

到了也是浮皮潦草，远不及对翻

唱者的名字走心。光阴荏苒，等

知道他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

二十年。这期间我毕业，工作，结

婚，生女……一路寻寻觅觅，渐

渐知道了世上的每一种苦乐，都

有它自己含而不露的价格。这里

面的得失成败虽不好说，也总算

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日子。那些

靠在暖气片上还觉得冰凉彻骨

的青春岁月，一去不返。那首

《星》，也因为磁带的丢失与我失

散，跟旧爱一样恍如一梦。

直到2010年在上海世博中

心，看满头银发的谷村新司安静

地站在恢弘壮观的舞台上，听那

首久盛不衰的《星》再度唱响，心

底无尽的回忆像沉睡的雏鸟次

第苏醒，又像电子特效的点点春

芽，转眼郁郁葱葱。在灯光舞美

打造的璀璨星斗与浩瀚星河中，

我仿佛第一次那样身临其境般

真切而具体地感受到了宇宙面

前自己的渺小，也有脱出蝉蜕一

样如释重负的庆幸与欣慰：那么

多难捱的寒苦，都过去了。

从那以后，这首《星》又重

新回到我的睡前歌单里。现在

再听，只是觉得优美———旋律、

唱腔、吐字、配器，还有谷村新

司那宠辱不惊、平和温暖的笑

容。想起上海世博那晚，辽远深

邃的宝蓝色星空布景，感觉以

往的伤春悲秋，未免有点矫

情———得失悲喜，原本就像日

月星辰一样由来已久，也理所

应当，经得多了，看得久了，逐

渐稀松平常。 文/阿 简

◎◎昨日重现

独的。灯火阑珊，那巷陌小旅馆，

成为我在这座城落脚的第一个

地方。

寻职，在一天天失望和期望

中轮回。在口袋里还剩下最后一

枚铜板时，有点无奈，我将它抛

起来，合掌，去猜着正反，揣测着

明天的命运。如果明天仍旧如

此，我准备回去了。妈妈总是惦

念着我。

站在那写字楼下，我仰视着

它高高的幕墙。一群人聚在应聘

台前，递简历、面试。我估计没多

大把握，这种状况天天演绎着，

已经麻木了。我最后一个站在应

聘桌前，“唐姐，最后一位了么？”

旁边有人问起。我看着这位被叫

做唐姐的，简单面试之后，准备

起身离去了。“两小时后交份英

文简历到28楼公司里”那位唐姐

如是对我说。我惊喜。

在公司，我兢兢业业，话语

不多，因为专业对口，工作还算

胜任。唐姐是我部门主管，称赞

几许，说当初没看错人。我给妈

妈打电话，说工作有着落了，让

妈妈放心。

第一次看见你时，是你从其

他部门调到我们办公室。唐姐给

我们介绍，大家是一个团队，要

求协同努力，不负众望，创出工

作业绩。

午间工作餐，第一次与你面

对面坐在一起，知道你是生在这

座城的人，而我总有点客居的感

觉，虽然越来越投入到城中，总

觉得城中点点滴滴和我隔着距

离，陌生着。

有一天，工作余，闲聊起，你

问起我的故乡。我说，故乡有水，

依着大湖，辽阔着，水天相接，夕

阳下很美。你告诉我，这座城外

秋明山下也有湖，不大，也美。

夕阳里，我们相约来到城

外的湖畔。一湾湖水隔着秋明

山，两岸郁郁葱葱的松林，显得

宁静深远。时值冬季，水已封

冻。一抹夕阳，折在冰面，透着

北国的美。

岸边半山有亭榭，拾阶而

上。环顾四周，心襟顿然辽阔。

“好看吗？”你说。

“壮阔之美！”我感叹着。“我

喜欢这里。”

“我想去看你家乡的湖，可

以吗？”你注视着我，很认真。

“我要和你去南方，我可以

喜欢你家乡的湖吗？”你抬起头，

仔细望着我。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好

吗？”

突然间的连问，让山林上清

冽的寒气，被冬日阳光照射后，

有着一份温暖。

回城的路上，车里，人少。我

们坐在后排，倚靠着，默默无语。

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我能从你软

软的秀发，闻到淡淡的清香。车

往城中驶去，你抬头看着我，往

我耳中塞上一只耳麦，是纯真使

团传唱的老歌《500miles》。旋律

往复，我感觉我与城拉近着距

离，不再陌生，越来越亲切。

我珍惜与你每一时光，工作

之余，我默默注视你，看你姣好

的面容。目光相对时，你使劲眨

着眼，逗起微笑。

夜市，从繁华大道走过。你

拉着我，从落地玻璃橱窗前，倒

映我们的身影，你会扮上一幅小

鸟依人的样子。在秋明绿道上，

你拉着我，往前奔跑，直到跑不

动了，累得弯腰喘气，累着大笑。

那些时光，有着沉甸甸的幸

福。

第二年春，公司计划着秋明

山考察项目，团队同乘。在唐姐

领导下，一年中大家齐心努力，

获得集团公司嘉奖。公司着手秋

明山扩展度假村的项目，委托我

们部门先行。大家兴致很高，有

说有笑。唐姐宣布，待这个项目

落定后，特准我们假。让你随我

去故乡去看南方大湖。

一切，一切，朝着幸福的路

途驶去，却在意料外嘎然而止。

在山路上，为避让突然横穿

马路的老人。我们巴士跌落在十

米开外的路基下。醒来时，缠满

绷带下露出我的眼睛，四周是病

房的墙壁。我努力打听着你的消

息，却告诉我你走了。

我好像瞬间落在秋明山空

洞里，四周冰冷。在酷寒的冰面

上，我望见你微微笑，还有你我

的承诺。那些相聚的时刻，如蝶

影，一点一点从我的心头抽丝而

去，阵痛不已。

数天后，我给妈妈打电话，

说我累了，我想回家了。

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去

看湖，在那半山亭榭上，独站着。

一种巨大的伤感侵袭着我，让我

下山中不禁跌跌撞撞。

此时，我在你面前端坐着，

却隔着一个世界。林里，空气清

冷，春来漫坡零星的小花，好像

为你招展。

公司挽留我。我还是选择站

在离去的站台上。隔着车窗，我

和唐姐挥手，都流着泪。

我戴起你的耳麦，《500

miles》回旋着，“如果你错过了我

坐的那班火车，你应明白我已离

开，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

的汽笛声，一百英里,一百英里......”

我看见你和我，一列开往南

方的车，一起去看惦念中大湖的

水。 文/杨 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