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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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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拼盘生活拼盘 ◎◎人生絮语人生絮语

逛年货

前天晚上，老黄给我发来

一张图片，说这是在年货市场

买到的四川辣酱，吃饭拌面味

道美极了。于是，我和他相约第

二天去逛一逛年货市场。

昨天上午，我来到了离家不

远的会展中心与老黄胜利会师

了，这里正在举办“2020年第六

届呼和浩特年货博览会”。其实，

前五届的年货博览会我每年都

来，因此，我对在这里举办的年

货市场还是很熟悉的。逛年货市

场，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买不买

并不重要，但是每年一定要感

受一下这浓浓的年味。就说我

吧！昨天一天就两次来到了年

货博览会，在买东西的时候受

到了媳妇儿的严格监控。我不

买东西看看年货总该行吧？

老黄给我看下一双蒙古国

的皮鞋，我有点儿心动了。当我

把图片发过去后媳妇说：“不

要，太硬，你穿不了，你从英国

买的鞋还没穿呢，过年穿。别

买，你的鞋太多了。”当我看下

点儿好吃的把图片发过去后，

媳妇说：“别瞎买，你想吃就少

买点，我们初二走，十五后才回

来，这种油性东西一放就老油

气了。”

不买就不买哇！就跟在人

头攒动的洪流滚滚向前吧！不

一会儿，我就转的刨闹下一个

头昏。当我冒着被晕倒的可能

还在购买那家四川炸酱和酱豆

腐的时候，一个浓浓的土音出

现了。于是，我托住柜台听着她

完整地询问：“你是哪里人？”。

“伊盟人，你了？”

我答：“我是鄂尔多斯的，

东胜过来的，最早老家是沙圪

堵的。”她说。“咦！哉赶是老乡

哇！我也是东胜过来的。”

她说：“你认识xxx不？”

“唉！认识了哇，我们楼上

楼下。”

“啊呀呀！哉克是碰见嫡

亲兰。来留个电话和微信哇？”

“行了哇！”……

“咦！你就是蛮汉调？你赶

是名人哇？克多看过你的文章

了。”“不敢！不敢！你哉名字和

男的一样，以后联系哇！”

其实，根本不需要以后联

系。就在昨天晚上，关于糕圐

圙和油蛋蛋的那些事，她就和

我聊上了，她认为我是蒙古族

人，在她看来过年吃糕圐圙的

一般就是蒙古族人。其实她闹

错 了 。但 凡 在 伊 盟 农 村 和 陕

北、晋西北，过年家家户户都

做这种美食了。就这样，一个

年货市场，使我认识了一个过

去曾经不认识的老乡，不久的

将来也许可能成为粉汤的忠

实读者。

过年是件大事，对于过年

我们是认真的。

从前，过年之前，每家每

户要做很多准备，要买很多东

西。人们把这些过年要买的东

西，包括吃的、穿的、戴的、用

的、耍的、供的、送的（拜年礼

物），干的、鲜的、生的、熟的，

统统谓之曰“年货”，而把采购

年货的过程称之为“办年货”

一 进 腊 月 ，无 论 城 镇 乡

村，都开始为准备过年的事忙

碌起来。尤其腊月二十以后，

大 街 小 巷 ，各 集 市 皆 人 头 攒

动，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买年

货的人。市场上各种东西也都

涨了不少价，商人们盘算着如

何 趁 机 做 一 笔 好 生 意 ，故 有

“腊月水土贵三分”，“有钱不

买腊月货”之谚。

古时人们把办年货叫赶

集，即使现在住在乡下的亲亲

们也有人这么说了，也有的地

方叫做赶年集。而现在，随着

社会的发展，人们买年货的方

式也有变化。现在许多人通过

网购方式买年货，多网购一些

穿戴和用的方面的物品。网购

年 货 渐 成 时 尚 ，除 了 快 捷 方

便，许多市民热衷网购年货的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省钱。

我小的时候，所经历的过

年好像没有“逛年货”这么一

说，也难怪了，那个时候物资

匮乏，家家户户穷得叮当响，

哪有“逛年货”市场这么一说

了？印象中进了腊月后，都是

凭票供应年货。每天一大早母

亲就早早打发我们出去排队，

生怕买不到年货了。那个时候

的冬天真是天寒地冻，天蒙蒙

亮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就出

去排队了，浑身上下冻得直颤

抖。最煎熬的是年货总是一会

儿有，一会儿就没了，你始终

没有一个准确的信息下一批

货什么时候到？只能继续站在

那里排队等候。

我和老黄昨天逛年货市

场感受还是童话般的，虽然这

种年货市场与乡村和记忆中

过去的年货市场有很大的差

距，但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感受

到那种浓浓的年味。我俩现在

虽然甚也不缺了，但为证明我

们对生活是多么热爱，昨天依

然还是满载而归。当然，回到

家里，短不了被各自家里那个

传女子数落一句：尽瞎买了！

文/杜洪涛

2019年，我很怀念她……

2019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她。

多年以后想起2019，我依然

会说：那一年，过得真快，好像就过

◎◎清浅时光清浅时光

我那戈壁属性的老师

在戈壁生活久了，身上难

免也会带有一些戈壁的特质，

变成戈壁属性的人，我的老师

张继炼就是其中一个。

2017 年初春，我在微信群

中看到一则阅读与写作系列公

益活动的通知。当时我参加工

作不久，正自己摸索着写一些

短篇小散文，苦于无人可交流，

当我看到“有兴趣者可带作品

现场交流”的字样时，心中一

动：或许我可以借由这次机会

结识许多擅长写作的老师。

初春的天黑得很早，当我

下了出租车直奔活动室时，天

已经黑透了，屋里坐满了人。这

时，一个中等个头、身材健壮的

中年人站了起来：“快进来坐

好，活动这就开始了。”身边来

听讲的人低低告诉我：“张老师

讲课的内容都很实用，你应该

好好听听。”那一天的课程题目

是“立意”，旨在讲解如何在写

文章时找准立意，并围绕立意

中心展开阐述。我听得很认真，

笔记记了整整两张纸。活动结

束，当听到我带了作品来时，这

位老师眼睛一亮：“你可以把作

品留下，我看过后给你反馈意

见！”

周六的早晨，我照例在睡

懒觉，一阵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你好，你的作品我看了，很有

可塑性，也很有自己的风格，再

进行一段时间的练习，肯定还

会有大的突破。你今天请到图

书馆304室来找我，我还有些问

题要问你。”我几乎是从床上一

跃而起，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

我没想到，这位老师真的对一

个一面之缘的文学爱好者的作

品给出了意见及反馈。这好比

一个求职面试的人，鼓起勇气

向声名兼具的用人单位递上简

历，本以为不会得到回应，没想

到却得到对方非常的礼遇，这

怎能不令人激动呢？

后来的详细交流中，我才

知道原来这位老师就是大名鼎

鼎的张继炼，是一个久负盛名

的大作家。更令我敬佩的是，他

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

还做地域文化研究，自费注册

了阿拉善文化文学艺术研究

会，成为推动阿拉善地域文化

研究的专家，同时，甘为阿拉善

的地域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人

才推动的人梯，团结了很多年

轻的作者。

2017年8月，我正式和老师

签了合同，正式拜师，成为他的

学生。拜师那天，老师对我说:

“我对你只有三个要求，你做到

这三点，就一定能成为一名好

作家。”他要我孝敬父母、努力

工作、坚持创作。这三点，一直

到今天都是我做人和作文的初

衷。从那以后，老师将我带进一

个力量更雄厚、能量更大、水平

更高的作家圈，我像一尾鱼一

样，阅读、写作、学习、采风、交

流，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与自

省、反思与自我剖析中成长起

来。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先

后成为四个权威平台的签约作

家，收获颇丰。但这其中，哪一

项都离不开老师的帮助。他告

诉我，我的成长历程应该像一

棵树一样，要先从一粒种子做

起，经历破土而出的黑暗和痛

苦后，才能长出第一根小幼苗。

然后见阳光，经风雨，受践踏，

最后才能长成一棵有独特风格

的树。他就是那个种树的人，却

并不急着对我的枝杈进行修

剪，我要先自由生长，自由发

挥，然后才能迎来人生的重大

意义。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从千

余字左右的散文写起，先后写

诗歌、小说、报告文学，视野开

阔了，格局上升了，思维的深度

也加深了，较过去有质的飞跃。

2019年，我的散文集《戈壁

递给我的三杯茶》提交出版社

审核，老师为我修改近 13 万字

的文稿，设置专题，确定目录，

写推荐序，联系出版社，上心程

度比我本人都要大得多。出版

社的老师说，为了让我的书在

出版后效果更好，老师给她打

了一个长达两小时的电话，将

如何发现我、我的成长历程、创

作风格、预期目标进行了详细

的讲述。是的，老师更像是父亲

一样，对我十分爱护，他不仅在

创作上给我鼓励和指导，在生

活和工作上，他也是一位全方

位的导师，给我数不清的帮助

和建议。如今，我的作品即将付

梓成书，作为学生的我，唯有用

日趋成熟的文字和思想来报答

老师，唯有用我对写作的热爱

来报答他。 文/李 娜

了三件事：一件是回家，一件是念

书，一件是工作。

自从老妈回了老家，回家就

成了我最执念的事儿。过年回，五

一回，十一回，只要能回就回，哪怕

山高路远，哪怕风急雨骤，哪怕回

去后的日子从未走出二哥家的楼

前屋后。很多时间也没做什么，就

是陪着老妈聊天看电视打麻将遛

弯儿，有时候坐在太阳地儿里吹吹

晌午的暖风，眯起眼睛看掠过头顶

的飞机划下长长的白线线，心里便

欢喜成什么似的。

第一次听见“你陪我长大，我

陪你变老”这句诗一样的话时，是

在电视上好像是一档什么“我是演

说家”的节目中。那时老妈还和我

们生活在一起，当时只是觉得这话

说得好，根本没去多想，长大后的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时间能“陪你变

老”。

常常在心里反问自己，如果

可以回到从前，是不是会报考离家

近一点的城市，是不是会选择毕业

回家。答案肯定是，不会。年轻时的

我们眼里只有远方，父母永远不会

老去。那时读书也是容易的事儿。

已记不清从哪天开始，容易

的事儿不再容易。大学毕业后的念

书总是难坚持的，曾前后脚两次重

回内大，一次是攻读MPA学位，一

次是就读文研班，无论当初许下怎

样的雄心壮志，左奔右突，就是入

不了局，人在江湖久了，早没了安

静的心和大块的时间，磕磕绊绊中

终是没有学到自己想要的样子。

打死都不会想到，在忙得脚

打后脑勺的时候，居然被点将到大

有庄念书一学期。说出来你可能不

相信，那种感觉就是被馅饼砸中的

感觉。四个半月，放下工作放下稿

子放下家，就一个任务：学习。其实

与大师、大咖同行的日子并不轻

松，躬身入局是做到了，但收获几

何实在不敢点数，没有读的书太多

了。

“得到”APP的罗振宇说：每个

人都是别人的一盏灯。短短一百多

个日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那么

一两个瞬间做了别人的灯，但点亮

我的人有很多。 文/青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