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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除夕还有20多天呢，我已经吃过年夜饭了！
今年的年夜饭吃得真的早。
刚进入腊月，姐夫来电话，说是1月21日星

期天请我吃年夜饭。我说：怎么这样早啊？他说
几家人家凑在一起吃，地点就在社区食堂里。我
说倒是近的，走个百来米就到了。他说图的就是
近，你就不用开车吧！

姐夫怕我忘了，20日傍晚时分又打来电话，
提醒我别忘了吃年夜饭这挡事。

姐姐今年84岁了，身体尚健，就是耳背，所
以诸如打电话发通知之类事，由87岁的姐夫代
劳。而往年做年夜饭，总是放在家里的，姐夫骑
着电动车满街采购食材，然后由姐姐烧煮，忙得

不亦乐乎，我都觉得过意不去。总因年事已高，
有点力不从心了，去年的年夜饭去了小镇上的
一家餐馆吃了。饭店平常就贵，一俟春节，斩客
的刀磨得更加锋利无比，这是明摆着的。今年好
了，年夜饭放在社区食堂里吃，就近的亲戚抬腿
便到，费用上又省下不少钱，方便又实惠。

这个星期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定
定地呆在家中，直呆到夜暮四合，华灯初上，走
出家门，才发觉淅淅沥沥的雨下着，想进屋取
伞，偷懒了一把，反正离得近，冒雨进了社区食
堂。进得食堂，我的天，几十张桌子铺着塑料台
布，三三两两地坐了人，我四处张望，寻找姐夫
和姐姐，“兄弟，在这里呢！”是姐姐在召唤我，
一股暖流涌起。我循声走到了亲情之中，两个外
甥婿让我在他俩一桌上落座，递过烟，又去饮水
机处帮我泡了茶，喝茶聊天了片刻，客人慢慢到
齐了，食堂工作人员上菜啦。这时，我看见同村
的陈小玉走过来了，她朝前方张望着，大概在寻
找她家的亲戚们。我当即就知道:她的爱人老管
肯定也来了，而我和他有些年头不见了，他在松
江任气象局长多年，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今天一
定要会会他！

菜肴很是丰盛，仅冷盆就有白切羊肉，糖
醋排骨，油爆河虾，黄瓜海蛰，腰果，白斩鸡，还
有äå�%æ�' çè@Îéêë' ì�'í

�'îï草头，蹄膀等等，酒酿汤
圆和八宝饭是我喜欢的甜点，最
爱那只红烧蹄膀了，皮烂肉酥，
白花花的肥肉入口即化，正合我
的胃口啦！

我和同桌的亲戚推杯换盏，
3两左右的五粮液下肚，真有了

酒酣耳热的感觉。我起身在众人中寻寻觅觅，
看见了阿华(老管局长的乳名)的身影，走过去
和他打招呼，他一见我也兴奋得很，意外得很，
我说总有十年不见了吧？他说十年恐怕没有，
七八年有的。他告诉我：我在松江，你的文友王
勉经常提起你。我说，我们也多年不见了，你替
我代为问他好。他说：好的，好的！这顿年夜饭
让我与故知重逢，又知道他乡的文友念着我，

真好！
清代查慎行有诗句：“从此剪刀闲一月，闺

中针线岁前多。”写的是农耕时代过春节再穷
也要做一两件新衣过年。而今沪郊尤其是我的
故乡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不少农民
变成了市民，集中住进了楼房别墅，还用自已
织布做衣吗？连年夜饭都不用自已操办了！看
着食堂里熙熙攘攘的众乡亲，温温暖暖的乡情
流淌着，哪有唐朝诗人朱鹄在《除夕》诗中流露
出“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的愁苦
之情状呀！

我在微信圈里一发，不少微友点赞，还有些
点评：省力又实惠！感觉熟人社会又回来啦！好
办法！写出来，对他人很有帮助……还有一些
呢，这里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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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第一场雪，下到上海。雪
前，期盼与希冀交织，于是被调侃：雪一
直在思考……该怎么下？下多大的量？
……雪一直在上空憋着，徘徊着，犹豫
着……全上海都在等雪……

"

终于，雪小心翼翼地，试探似地，在
人们不经意时，一片，一片，又一片，轻
轻，轻轻，飘落了，有点漫不经心，有点欲
下不下的样子，始终徘徊在傍晚，在黄
昏，徘徊在人们希望的眼神与视线里。

第2天晨，雪白了屋顶车顶，白了树
梢和路面，恰似偷袭了梦境，惊喜了所
有人的神经系统，纷纷拍下雪景的倩
影，晒向微信平台，晒自己的欢呼雀跃
的心情。

我也不能免俗，只是还晒出点失
望，”雪啊下吧，下吧，下到我们小时候那
天地一色，出门不辨路在何方才好呢！”

小时候下的雪，像一床白棉被覆盖
村庄与田野，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白，白
茫茫一片真干净，雪封了大地，冻了河
流，连麻雀飞尽天涯觅不到食，只好到
我们用筛子布下的圈套中觅食，作了我
们的”俘虏”。我们还在冰封的河上打陀
螺，打下屋檐上一挂一挂的冰棱吃……

哎，恐怕再难现小时候的雪景哪，
就像我们的人生回不到童年无忧无虑
的时光。

#

下雪的时侯，难免想起历代诗人咏
雪的诗篇，浩如烟海呵！可是，我最爱
毛泽东的写雪的《沁园春》，其中有”北
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
外，黄河上下，顿失滔滔”，翻遍了史书，
何曾见如这般大气派？在评点了历代
帝王将相之后，笔锋一转：俱往矣，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风流人物，是毛
泽东？是人民？由雪引发了推动历史前
行动力的真谛，只有毛泽东这样大胸襟
的大诗人才写得出呢！

$

下雪的时候，江南好似回到了唐诗
宋词里的江南，琼树处处，梅花香寒，下
雪的江南，最是容易挑起人的一抹思
绪，一种情愫。所以，众人都爱雪，摄雪，
晒雪，我亦然。当子夜时分，众人枕着雪
落进入梦乡时，我轻轻推门出屋，去探
访深夜的雪景。此刻漫天飞舞的雪花，
落得温暖，落成一首婉约的诗，只有路
灯的光亮与之交融，与之对话，天地是
那么宁静，白天的喧嚣被雪沉淀了，我
的心似乎回归淡泊。放眼望去，晶莹剔
透的雪花还在纷纷扬扬地下，下得我心
地一片洁白。质本洁来还洁去，我在天
地间已经行走了人生漫长而短暂的旅
途，这是没有回程的旅途呵！就像雪，义
无返顾地扑进大地的怀抱，最终化作一
滴水，滋润树，滋润草，滋润禾苗，让万
物变得欣欣向荣和郁郁葱葱。

我能否化作一片雪羽呢？
%

我把深夜探雪的照片晒出来，有微
友问：冷吗？我告诉她：不冷。下雪不冷
融雪冷。

第二天，有朋友到我办公室看我，
说雪说工作，我说，这雪一时半时不化，
应该在等第二场雪。第三天下午，又下
起了鹅毛大雪。她给我发了信息:如您昨
天所说，今天又下雪了，而且下得很大。

只要不下得太大太大，只要不是严
重的春雪，那一般应该是瑞雪兆丰年。

&

雪后第二天，肯定道路结冰，车子
打滑。愁着怎样去上班呢，微信圈已有
朋友发出这样的信息：道路已清扫，向
环卫工人和志愿者致敬！还有呢，”请家
长们告诉孩子，玩雪千万别把雪往对方
脸上撒，特别是马路边的雪，雪里有融
雪剂，对眼睛有危害！接力下去，让更多
的人知道。”

雪冷的，心暖了！

三九寒冬，北风呼啸，冰天雪地。我站在阳台上，极
目望去，百花早已不再争奇斗艳，树木大多也只剩下光
光秃秃的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地摇曳。突然，我眼睛一
亮，不远处，有一丛黄灿灿的腊梅花，独自在默默地盛
开着，毫不畏惧地迎风微笑，没有一片绿叶的衬托，花
朵却开得异常绚烂。我默默吟咏着“墙角数枝梅，凌寒
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诗句。

腊梅散发出的那一股淡淡的幽香，如此的让我如
痴如醉，情不自禁地走下楼去，轻轻地走进绿化丛中，
来到腊梅的旁边。我仔细地观赏着那些晶莹的花瓣儿：
有的略带羞涩，裹着小小的苞蕾，像襁褓里熟睡的婴
孩；有的已全部打开，透着红色的花蕊，披着鲜艳的外
衣，仿佛一团火焰，点燃静寂的冬日；还有的才开到一
半，俏立枝头，不动声色，却使人感到逼人的生机。腊梅
花是那么的清香、那么的柔韧，为冬日送上了一丝诗
意，也为新年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美景。

腊梅，因腊月开花蜡黄得名。腊梅花还有许多名
字：花开之时枝干枯瘦，称干枝梅；迎雪怒放，名雪梅；
伴着冬天开花，又称冬梅；花早开于百花之先，人还称
其为早梅。蜡梅花有两个品种：一是素心腊梅，花黄如
腊，花瓣圆而大；另一种是狗心腊梅，花心呈红色，花瓣
狭而尖。蜡梅都是直枝，花开起来一串串，好像冰糖葫
芦；有的开起来像盛开的桃花，灿烂无比。与百花不同
的是，每到三九严寒，腊梅才会迎风怒放，尤如婀娜多
姿的仙女，展示出秀美多彩的丽质芳姿，散发出沁人心
脾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腊梅是落叶丛生灌木，枝丛高不过 2～4米，先花
后叶，花与叶互不相见。春天一到，花朵凋谢脱落，“零
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时，枝头枝干上就会蓬
蓬勃勃的抽出无数的苞芽，随后渐渐地长出枝叶，嫩绿
的叶子长满枝头，郁郁葱葱，迎接春天的到来，显现出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腊梅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名贵观
赏花木，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和丰富的蜡梅文化。

腊梅花开，虽没有牡丹花那样妖娆，但却比牡丹花
清雅；虽没有荷花那样高洁，却有着不畏严寒的傲骨；
也不像菊花那样雍容华贵，却能在寒冬里给人们预报
春的信息。所以我独爱腊梅，因为它有着敖骨峥嵘、无
与伦比的高尚品格：“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面对残酷的艰难困苦环境，而无所畏惧、坚贞不屈的抗
争精神.才有了“寒霜独放一枝梅，芬芳敖视万木春”的
气概；它还有不与群芳争艳，不计名利得失，甘愿以绿

叶陪衬百花盛开，“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的高风亮节无私品德。
所以它才不开在阳春三月，而是开在
寒冬腊月：迎接它的不是和煦的阳
光，而是凛冽刺骨的北风；滋育它成
长的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无情的冰天
雪地。它以圣洁、慈爱之心，坚毅、忠
贞之傲骨，清雅脱俗，高尚的精神展
示出自己独特的风采，散发着特有的
光芒。

腊梅不仅广被文人墨客所歌颂、
所吟咏、所钟爱，也受到社会大众的
无比青睬。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城
市里是看不到什么树木，更看不到腊
梅的踪影。只有快到过年的时候，才
会有挑着腊梅枝条的担子，穿街过巷
地叫卖，不少人家用零钱买上几枝拿
回家，插在装有水的瓶子里，供于台
条书桌上，“枝横碧玉天然瘦，恋破黄
金分外香”，清香弥漫房间内外，使人
感到幽香彻骨，心旷神怡。

随着绿色城市和园林化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不仅
在上海的植物园、世纪公园、南翔古猗园、莘庄公园、奉
贤海湾森林公园里，能见到大面积的腊梅种植，每当腊
梅花盛开的时节，观赏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现在就是
在普通的公园、绿地里、马路街道傍、居住社区的绿化带
内，也都有种植，随处都能见到一团团、一簇簇零星的腊
梅身影。随着吹来的一阵寒风，那一股股独特的淡淡清
香飘来，抬头一看，枝头上的腊梅花正在绽放……

我站在腊梅丛边，俯下身躯，将鼻孔靠近一串正在
盛开的腊梅花，这绵绵的香味真的摇人心旌，像品尝了
一口名贵的香茶，令我陶醉于年迈体弱皆忘的境界之
中……“爷爷，我给你拍一张！”读小学五年级的孙子
悄悄跑了过来，举起手机，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咔”
的一声，然后把手机举到我面前，镜头里一个老头，正
对着腊梅盛开的枝条如痴如醉……

我欣赏腊梅，不只为其凌寒而来、迎风冒雪的坚
韧，更欣赏它默默开放的品格、无意争春的豁达……如
果我们也都能这样不畏严寒，不惧风雨，顽强地绽放自
己的生命之花，散发出自己特有的芬芳，那我们的生命
价值也就会得到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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