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25日 本版主编：孙净易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颜 华

都市心情 13

幸福岁岁年年

爷爷年近九旬，每年我们一

家都会回到乡下，跟众多的亲人

围在爷爷身边承欢。四世同堂，

爷爷高兴的满脸皱纹都舒展开

来，摸摸这个，看看那个，每一个

都是他的心头肉。

从2020年起，因为疫情，出

行按下暂停键。随着 2021 年春

节的临近，为了就地过年的号

召，我们和爷爷团聚再一次成为

遥远的相望。

团圆的情怀绵延中华五千

年，那是血脉相连召唤。看看每

年过年前，让世界惊叹的春运大

迁移，就知道游子归家的脚步有

多急迫，无论千里万里，没有犹

豫、迟疑和纠结，向着家的牵挂、

吸引和惦念奔去。为此有了最简

单也是含义最深刻的俗语，“有

钱没钱，回家过年”。一个“家”

字，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厚重的情怀，“家人倚门望，只盼

早还乡”“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

家书意万重”一首首思乡的诗

句、古语，牵动着游子在外忙碌

的神经。月亮太瘦，装不下想家

的心情，于是回家团圆是进入腊

月最火的心事和话题。

尽管归家的时刻那么重要，

但是家背后还有我的国，有国才

有家，国是每个人的国，家是每个

人的家。就地过年，是国之号召，

更是防控疫情的需要。国家大义

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孰轻

孰重。取大义舍小情，让春运多了

冷静的异地坚守，少了热闹奔波

的喧嚣，不给病毒泛滥的机会，这

就是华夏儿女大义面前的选择。

年夜饭的香味，拉长了我思

念的情感，掀起了我心海的波

澜，那个小乡村的院落，今年要

冷清许多。一年又一年，我在绕

膝含饴中长大，从懵懂到青年，

这里有我深深的根脉，这里有我

挚爱的血亲。我知道此时此刻，

爷爷一定坐在床前，盼望着儿孙

满堂的守岁时刻。

我多想把这颗忙碌疲惫的

心，放回爷爷身边，我多想走进

诱人的灯火中，浅尝入眠的香甜。

夜幕中，我向着西北方向，轻轻告

诉风儿，今年的天伦之乐我用红

色祝福穿起珠帘，悬挂在天地间，

千里万里紧紧围绕在爷爷身边，

我相信心与心的感应，更相信心

心相通不是虚妄之言。新春时

刻，爷爷一定能感受到没有归家

的儿孙，托春风带去的异地祝

福，幸福岁岁年年！ 文/赵智博

雪落归家

下雪天，温度下降了近十度，

一场酣畅淋漓的雪毫无预兆、洋洋

洒洒地落，雪花从碎玉一点点变成

雪白的棉被，将大地遮得严严实

实，天地静得出奇。声响钻进了雪

花的空隙，所有声音都在一个时间

段里被按下消音键，世界变成了一

幅静止的写意画，万物松软可爱。

南方下雪犹如仙境，世界在

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琼楼玉殿。雪

是冷的，但土地是暖的，雪还没落

到地上就变成了小水晶，附着在近

山远水上，营造出仙气飘飘的氛

围。雾气四处游走，时浓时淡，一切

景物近在眼前又虚无缥缈，恍若梦

境。南方的雪是天地呈现出统一的

色调，白不是纯净的白，黑不是浓

重的黑，两者相融相消，调和出一

种灰蒙蒙的雾气白，这颜色落在万

物上，使一切静止化、水墨化，远山

空濛，树木冷寂，湖水平缓，堤岸狭

窄，唯有树林深处的一点灯光是亮

的，明晃晃的颜色引得湖心一叶小

舟徐徐划动，向灯光靠近。

北方的雪却全然不同，它不

管不顾地下，没多久就掩盖了四

野，建筑物变得轮廓鲜明，空气变

得凝滞不动，北方冬天的厚重感油

然而生。最美的还是古城，红墙朱

瓦、雕梁画栋、斗拱飞檐全都隐藏

在皑皑白雪里，只露出一个建筑最

精妙的部分供人观赏，仿佛一个唇

红齿白的女子，批着雪白的貂裘，

戴着精美的抹额，身姿盈盈立在窗

下，冲来客遥遥一笑，贝齿如珠，莹

润生光，天地万物都将在刹那间失

去光华。也只有这个时候，古城才

能与千里之外的故宫相媲美，它们

都在悠长的时光里静默着，独自对

抗衰老，对抗流逝，也对抗浅薄。

人世间的许多美好一定要在

寒冬时才能显现出来，在植物萧

条、天气冰冻时，人们的感官才会集

中在那些平时不被人注意的事物

上。比如火炉中烧得噼啪作响的木

柴，放在炉膛尚有余温的灰堆里煨

着的红薯和土豆，茶壶里咕嘟咕嘟

的清茶，还有红油火锅里上下翻滚

的各类食材，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

热辣爽口的香味，它们交织在一起，

将冬天的寒意驱散得一干二净。

人们亲亲热热地紧挨着坐在

一起，不分彼此，不计你我，共同分

享烤得酥烂、冒着热气的红薯和土

豆，打捞落在锅底的丸子和豆腐，

等到食过三旬后，喝一碗滟滟的

茶，再围着火炉谈天说地，共诉衷

肠，这是一整个冬天最温暖的部

分。至此，冬天的冷在食物的热情

以及人们火热的感情前不值一提，

大家笑声爽朗，勇敢而无畏，一同

迎向寒冷，走向隆冬。

要说最美的雪景，还是在宋

代。周邦彦“暮雀喧喧聚竹，听竹上

清响风敲雪。”一句被誉为宋词里

最美的雪景，当人心浮躁时，想想

这一句词背后的美景，便觉内心

安定、柔软舒适，一切不安定因素

都可尽消了。天暗日暮时分，生一

方炉火坐在庭院里，鸟雀叽叽喳

喳地落在竹子顶上，侧头倾听雪

簌簌落下蓬松而清脆的声音。人

看鸟雀，鸟雀听竹，竹上落雪，雪又

覆人，短短十四个字将静态、动态

的景完全交融在一处，显出一种

宁静安然、淡泊清欢的氛围。周邦

彦一人独酌，与鸟雀、翠竹、白雪融

为一体，雪愈大，心愈静。

宋茶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宋人

喝茶惯用的点茶法极为讲究，仅工

具就需要茶磨、茶炉、茶瓶、茶盏、

盏托等，更别说那些美如画的烹茶

技法了。最美的茶汤当数“疏星淡

月”，宋人用茶筅一遍遍击打茶汤，

直到茶汤从翠绿变成奶绿，从奶白

变成雪花白为止。最后，喝下的不

是清茶，而是一碗碎雪，一碗星光，

甚至是一碗皎洁的月光，它摇摇晃

晃，摇摇晃晃，温暖了季节深处。

《红楼梦》里说，丰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铁。又说，白茫茫一

片真干净。富贵与虚无均由大雪

来言说，可谓意蕴无穷。无论人生

如何热闹，走到终章时仍要面对

空无，仍要回归平淡，这中间有一

种雄浑磅礴的力量，令人不可忽

视。 文/李 娜

总分总

说实话，内蒙古地区的应酬，

特别是鄂尔多斯的饭局酒场，有

时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地

人调侃说，一般要准备好“两个

亿”，“饭前好情谊，饭后全失忆”

“逃离是上策”“失忆是常态”云云。

其实鄂尔多斯人，热情好客

是我们的“品象”，憨厚豪爽才是我

们的“包浆”。

热情好客的鄂尔多斯人，不

仅敢于争先敢于创新，而且也总

能引领酒文化的潮流，不仅喜饮

而且善饮。有点“哥喝的不是酒，乃

是文化”的意思。

你看看“先喝为敬，酒场规

定”“扣三敬二先来一圈”“人人提

议，个个干杯”“感情深一口闷”“人

在江湖走，哪有不喝酒”，“朝辞白

帝彩云间，半斤八两只等闲”等等。

近年又推陈出新了，闹出个

新喝法“总分总”。所谓“总分总”，

就是不管东家还是客人，人人来

“提议”一圈。不管多少人，先总一

起喝一杯，后分人人碰一杯，再总

一起喝一杯，叫喝“圆酒”！这样避

免了部分人“耍奸留滑”。

“总分总”，人少最好，也好把

握“度”，人多了就不好把握了。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酒

醒后一个人细细盘算了一下，假

如十个人来“总分总”，单个人过一

圈就是11杯，剩余9个人以次提

议，你又得喝：9人×3杯＝27杯，

一场就下来总计喝38杯！

就按最小的杯0.15两算，38

杯，至少半斤以上！

你说不把握酒杯的大小行

不？也许有的人没等提议完，就“完

犊子”了，或者只能“胜利大逃亡”。

还有朋友说“敬酒不隔人”，

我认为那样劝酒，纯粹是“做害人”

了。但爱喝酒的人也许喜欢这种

游戏。

辛丑年正月初一晚上，我没

把握住，喝多了。就和一个小朋友

张强俩人玩了半夜“总分总”的游

戏，竟喝了两瓶红酒。结果第二天，

“身体造反，灵魂发难”，胃难受水

米不打牙，肠子都悔青了。

喝酒本是一种礼节，是一种

文化；喝酒也是一种风度、是一种

修养。喝多喝少开心就好，喝不出

品位，也要喝的健康适量适度，千

万不能喝出麻烦来……

万水千山总是情，少喝一杯

行不行？ 文/郭世华

想念母亲

看着小区里的中国结点亮，家

家户户的窗花也开始依次绽放，街

上到处都是拎着大包小包脚步匆

匆的行人，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

是一片喜气洋洋，扑面而来的年味

儿，让她烦躁不安，她害怕过年，害

怕欢声笑语，害怕团团圆圆。

除夕那天，她毫无征兆地发

烧，咽痛身软，头痛欲裂，浑身颤抖

着蜷在被窝里，迷迷糊糊看见了母

亲。“妈妈，妈妈……”她感到身体

在摇晃，耳边有声音，费力地睁开

眼睛，看见女儿在床边不知所措地

看着，她抱着女儿哭得稀里哗啦。

在她记忆中，很少看到母亲

有空闲的时候。做好一大家子的

饭，其他人吃完都在休息，而母亲

又洗又涮，锅碗瓢盆交响曲。收拾

完厨房，又坐在缝纫机前，一块儿

花布在她手里，用不了多久，就会

变成一件漂亮的衣服或一件床

品、装饰品。

那时，生活不富裕，野菜到母

亲手里，都能变成美味佳肴。她会

把荠荠菜、杨槐花、苜蓿菜洗净、晾

干和着玉米面，再加上一点点小麦

面粉揉成疙瘩，在锅里蒸熟。将油

烧热，放入葱姜蒜、辣椒面爆炒，那

香味至今还让她回味。全家七八口

人围坐在一块，边吃边说，一个个

狼吞虎咽，一个个兴高采烈。可以

听到刨饭的“吸溜吸溜”的声音，还

有大家抢着挑菜筷子打架的声音，

丝毫没有人感到生活的艰辛。

到了大年三十，贴上父亲写

的春联，母亲剪的窗花，挂起全家

人一起糊的纸灯笼，红彤彤的年

味，那叫个美呀。平时不肯多用一

滴油的母亲，似乎一下子大方起

来，炸丸子、猪肉炖粉条、红烧鲤

鱼，还有难得一见的香喷喷的大米

饭、冻菜包的水饺。

吃完年夜饭，大人们围在火

炉旁开心地聊着，小孩子却焦急地

围在父母身边，又是端茶倒水，又

是捶腰按背，父母享受着，似乎只

有此刻，才是一年中最放松的时

候。哥哥姐姐不停地暗示着父母，

而他们依然谈笑风生。她是父母心

底最柔软的一片天，在姐姐的示意

下，她走到母亲身边，母亲摸着她

的头，满眼疼爱，从口袋里像变戏

法一样拿出几张崭新的票子，一人

一张，趁哥哥姐姐疯抢中，母亲又

偷偷塞给她一张。拿着嘎巴儿新、

透着纸墨香气的压岁钱，她小心翼

翼装在衣兜里，舍不得折起来，临睡

前还会把压岁钱“藏”起来。她已经

想好了，两元钱可以给父母买最爱

吃的冰糖葫芦，给姐姐买一方花手

绢，给自己买一个漂亮的作业本、一

支带橡皮头的铅笔，还有……

她们在母亲的呵护下慢慢长

大，就连年龄最小的她也结婚生子

了。全家人能相聚的时候也只有每

年过年了。每到这时候，母亲都会

亲自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看着全

家人兴高采烈地吃着，母亲会绽放

着灿烂的笑容，露出金灿灿的牙。

她总喜欢坐在母亲身边，任

由一双龟裂的手，抚摸她的长发、

她的脸庞。灯光下映出母亲布满皱

纹的脸，那一条条沟壑像是墙上斑

驳的印迹。在看过大千世界的眼

里，没有找到半丝一毫母亲年轻的

身影，而在母亲慈祥的脸上，她却

清晰地看见了岁月风雨的残痕。

那年，没有等到过年，在飘着大

雪的日子，母亲悄然离去。只留下一

条没有积雪通往家门口的小路，只

留下以后没有年味的春节。回到母

亲家里，尽管天气很暖，但她仍感到

浑身冰冷。坐在餐桌旁，仿佛又看见

母亲不停地给她夹菜，全都是她喜

欢吃的，笑眯眯地看着她吃着饭。

也许，她并不是害怕过年。她

害怕的，是在这样一个团聚的节日

里，母亲不在身边。她想要的，只是

简单的和家人腻在一起，窝在沙发

上嗑瓜子，看着春晚，聊一聊这一

年来无法电话述说的心里话……

文/屠凤彩

◎◎非常记忆非常记忆 ◎◎人生感悟人生感悟

◎◎生活拼盘生活拼盘

◎◎往事情怀往事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