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盼望着，盼望着，北风刮起
来了。细细的雨丝中夹杂着沙
沙的雪子声了，一群老人拎着
火熜，盖上围裙边取暖边在翘
首凝望天空，中小学提前放假
了，1 月 25 日阴郁的天一直绷
着愁绪，可雪还是没有来。

入 夜 ，北 风 愈 发 刮 得 紧
了，床上盖了两层被，窗户封
得 严 严 实 实 ，烫 婆 子 也 暖 上
了。半夜里，忽然醒来，还是
觉得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
身打着颤。把被子卷得更紧
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
着。四下一片静，耳朵里有不
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
近 的 ，极 洪 大 的 又 是 极 细 切
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
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呜
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
时候又睡着了。

清晨起来，地上瓦上全白
了，零星的还有少许的雪花在
飞舞。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
欲转千帆舞。远处的山，茫茫
一片，浸没在白色的雪野里。
整个村庄也都在雪中卧着，像
是 琉 璃 界 ，像 是 水 晶 宫 的 模
样，熟悉而又陌生。

“这样的天气，风景一定是
极美的！不出去走走，岂不辜
负了这场久违的大雪。”于是吃
过早饭，带着手机便出发了。

正如鲁迅笔下所描绘的，
休宁乡野的雪，也是滋润美艳
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
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
皮肤。雪野中有青绿的油菜
秧苗，翠绿的豌豆藤蔓，深黄
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枯黄的
杂草。路旁山沟的溪流声早
已停止了往昔的歌唱，大大小
小的石块上横着一层白雪，山
林也沉默了，欢快的鸟儿不知

躲避到哪儿去了。深黛色的
山峦和洁白的积雪，在灰蒙蒙
的天空下形成鲜明的对比，仿
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使我不
禁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

走过一条曲曲折折的小
路，弥望的是层层的茶园。有
的地方雪厚些，有些茶棵还露
着，一道白，一道墨绿，像给山
们穿一件带水纹的花衣。走
近，茶棵顶上覆了层雪，像少
妇头上扮着一髻儿白花；四周

也有，那是腰间别着的舞女裙
摆了。层层的茶园中间，零星
地点缀着几竿竹子，有的依然
挺立着的，有的娇弱地弯下了
腰，如碧天里的星星。一阵冷
风过处，竹竿摇曳，像是湖心
荡开了涟漪，又仿佛远处高楼
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天空飘起雪子，然后是一
片两片细羽毛的雪花。渐渐
地小雪变成中雪……俯瞰山
峦，疑是冰童话世界，叫人有
说不出的喜爱。

踏雪寻梅自古是一项文
人 雅 事 ，也 是 极 富 浪 漫 情 调
的。前几日，学校的一株红梅
绽放，这雪中又别是一番风景
吧！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
梅一段香。不错的。我今天
又见红梅婷婷娉娉地开放在
飞雪中了。那花一簇簇、一丛
丛密密地斜织着，像一群天真
无邪的孩子们，拥着、抱着、偎
着、舞着。白雪映红梅，古树
虬枝披着一件素洁的薄纱在
风中舞动；又像化作了一道飘

荡的银波在那无边的雪海中
涌着。“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
花枝俏。”我是非常喜欢梅的
品格的，严寒中自有那一份坚
强。我不觉走至梅树下，苍劲
嶙峋的树干，错落有致的枝条
上缀满了点点花红伴着雪的
轻盈，一片璨璨夺目。有梅无
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
分春。梅的傲骨，雪的玉洁，
令人神醉。

父母老了多病，近来孩子
成绩滑落得有些离谱。这几
日是颇不宁静。但见了这雪，
不 宁 的 心 绪 在 雪 海 中 散 尽
了。呼吸着大自然清新的空
气，心灵被圣洁的冰雪净化，
人世间的喜怒悲忧别恨情愁
俱已抛向九霄云外。赏雪观
梅，此乐何极！

赏 雪 观 梅
 焦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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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就如同天边闪烁的繁
星，我提着一盏红灯笼，把那些年
春节里的旧事，又在这个年关寻
找回来了……”这是中年男人老
付发在微信公众号里的文字。

腊月里的一天，一向繁忙的
老付主动约我喝茶。老付说，去
年回县城去过年，好多亲人都离
开了人世，感觉过年的灯火里冷
清了许多，几个儿时老友见了面，
除了絮絮叨叨反反复复说一点童
年旧事，似乎就再也找不到新鲜
话题了。等过完了春节，老付恍
然感到如一场幻觉。

老付问，为什么年味真的就
这么淡了呢？他想了想后咂巴着
嘴说，我再也吃不到我父亲炸的
春卷，他用老泡菜坛子里的泡椒
做家常鱼了。老付的爸，一个很
有派头的守护传统的知识分子，
却不是读死书的那种人，高兴时

喜欢做上几道拿手的菜，邀约朋友
到家里喝上几杯，然后从秦始皇开
始说起，一直说到陪他喝酒的人
打起了瞌睡。老付的父亲十多年
前就去世了，而今留下患病的母
亲，住在她妹妹家过着日子。老
付的母亲，患的是精神病，去年春
节回家他看到，老母亲一个人坐
在屋檐下，对着镜子梳着白花花
的头，看见儿子归来，上前哆嗦着
拉住儿子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有
湿润的光。老付说，母亲看见邻居

家屋檐下晾晒着的腊肉香肠，心里
明白是快过年了，儿子快回家过年
了。老付说，而今过年，县城里的
母亲，是最大的牵挂了。今年春
节，老付回家，要亲自做上几道
菜，那是他当年在油烟滚滚的厨
房里，向边做菜边指点的父亲学
的。今年大年夜在桌子上对冥冥
中的父亲说的话，老付已经想好
了：“爸，回家过年，再陪我喝一杯
吧，我向你学做的菜，味道如何？”

一到腊月，诗人老柏就反复

清理着自己回老家去的包裹，带
上新出的诗集，带上这里的腊肉、
橘子、河边石头、家人照片……老
柏来到这个城市已 40多年了，这
个平时紧抿着嘴唇的诗人，外表
羞涩，内心狂热，他把许多诗歌，
都献给了这座作为第二故乡的城
市。但有一首诗歌，他是献给故
乡的：“一列列车，又是一列列车，
一年总是盼望这最后几天，石头，
睁开了眼睛，故乡啊，谁谁就要回
来了，山山岭岭都在准备，我的内

心有多少穿不完的隧道……”那
是老柏在腊月里坐火车回东北老
家写下的诗歌。

平时看起来温吞好脾气的老
刘，一到腊月，总喜欢抬眼望天，他
在望天空中叽叽喳喳的鸟儿呢。
老刘说，一到腊月，双脚就痛风一
样疼。老刘还说，是故乡土里的根
须，在拉扯着他的双足。老刘的家
在山东一个村落，老屋前一棵银杏
树，据说已经有 500多年了。老刘
带着家人回到老家，第一个动作，

就是紧紧抱住那棵沧桑的银杏
树。老刘的父母双亲早已不在世
上，但只要见了银杏树，父母亲仿
佛就来到了身边。在这棵树下，
一家人团聚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天，我把严哥送回他的老
家湖北过年，客车开动前，我和严
哥喝上了今年腊月里最后几口
酒，他随身带着二锅头呢。喝着
喝着，严哥的眼泪忍不住簌簌落
下。我问他，咋啦？严哥对我说，
其实老家一个亲人也没了，但总

要回去一趟，才觉得心里踏实。
严哥说，去年年三十夜，他就是一
个人，跑到埋着父母双坟的山梁
上，放了一串鞭炮后，再摸索着夜
色回到县城妹妹家的。

一群人，他们风尘扑面，拥挤
在春运期间的火车上，他们身体
疲惫，但眼神炯炯，他们是要回到
千里万里之外的故乡过年。他
们，是我的乡亲，离乡背井去外面
打工，在这个年关，俨如一群候
鸟，要飞回家过年。他们的故乡，
在群山掩映之中，在田野边，在井
水之畔，在黄葛树下。

回家过年的召唤，那是亮起
在游子眼里的不灭灯火，那里有亲
人做的飘香饭菜，味蕾如同风筝
线，是都市里归巢的车流，乡村屋
顶上袅袅的炊烟，是唤醒你心头
的沉睡山河，一直绵延在岁月里
的一条路，一抹床前明月光……

回家过年的召唤
 李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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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祖上护佑，在家族几起几落
中，依旧有徽州故地的坚实港湾和精
神家园。近百年前，因外避战乱，身无
分文举家从扬州返回许村故地，栖息
在祖上之前建造的祖屋中，得以安身
立命修养生息。秉承着“尊师重教，礼
义传家”的徽州古训，百年来家族后人
在祖屋中诵读，在祖屋中成长，而后又
再次走向徽州大山外面的世界。多年
过去，如今我觉得我似乎应该为承载
我童年记忆的祖屋写些文字，来纪念
那段已经远去的童年时光。

在我大学毕业的 2006 年，我从小
一直生活的祖屋列入了“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那时似乎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特别，我出生于此，成长于此，
对这座三进三开间的古老宅院的每一
个角落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并没有
觉得有多少特别之处。可能是“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
吧。偶尔，从百度上搜了一下“许有章

宅”（许有章为我太爷爷），介绍很少，
唯有许琦的一段文字：“许有章宅，光
绪三十年（1905）所建。1903 年，茶商
许子华宅落成，许有章业盐发达后，回
许村建新宅，该宅为三进三开间楼屋，
通宽 12米，深 30米。前院深 6.5米，总
面积为 631.49 平方米。院门置左侧，
院内石板铺砌，正屋宽 9米，右为厨房，
宽 3米。后进左侧有书房，宽 17米，深
9.5米，五开间，轩棚前为窄长天井，通
间为门扉、隔扉，样式统一，木雕精
细。大厅格子为镂空木雕，以万年青
衬底，烘托出福禄寿喜的意蕴……”

十多年来，许村在政府和各界许
村族裔的精心经营下，从最早的知之
甚少、游客寥落到近几年的游人如
织。然而，对于我的记忆，更多的是停
留在我的孩提时代。从高中在外求学
开始，和祖屋便不是朝夕相处了。从
每天回家变成了月月、年年再到几年
回家一次。而回家的路却始终没变，
在村口沿着青石铺就的石板路，拾阶
逆水而上，一路经过“薇省坊”和“大宅
世家”祠堂，便来到我家正门。记忆
中，这条青石路已经走过无数遍，只不
过频率越来越低而已。印象也从小时
候的宽敞变成现在的拥挤，但其实路
还是那条路，只不过走路的人的视界
变化了而已。

2017年春天，时隔多年，再一次踏
上故土，多年后又在这条石板路上走
着，春天湿润清新带草香的空气夹杂

着苔藓的味道迎面扑来，依旧还是那
么熟悉。

在这青石板路上，在母亲的目光
中，蹒跚学步；在这青石板路上，骑着
儿童三轮车跟随父亲的永久，奋力追
赶；在这青石板路上，骑着新买的自行
车，撒把疾驰；在这青石板路上，拉着
行李箱，越行越远；在这青石板路上，
牵着心爱的姑娘的手，走入家门；在这
青石板路上，追着孩子欢跑的步伐，跨
进家门。

每每，承载着童年回忆，怀揣着梦
想，从这里出发，从这里远航，而又心
怀牵挂，愿时常回来，收拾心情再度出
发。曾经的司空见惯，时隔多年之后
再体会，居住在祖屋中能深切地感受
到祖上对后代的绵延庇佑，这不仅是
物质上的遮风挡雨，更是精神上的支
撑勉励。怪不得我的家族长辈们在退
休之后，都会怀着深深的乡愁和情思，
写上浓浓的几本回忆录，当时体会不
了那份深厚的情感，如今似乎略懂一
二，也能略微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们的
情愫了。

初高中时期的午后，在阁楼上，合
上那繁冗枯燥的教科书，躺在木躺椅
上，听着麻雀抑或喜鹊、燕子的叽叽喳
喳的催眠曲，晒着太阳，不一会儿就慵
懒地睡去，但是耳朵却异常灵敏，时刻
监听着父母上阁楼时鞋子和木梯子那
特有的敲击声。声音传来便一个骨碌
起来，若无其事地抱着书，似乎自己从

来就没有去打过那个香甜的盹，去做
过那个美丽的梦。而今，也到了教书
育人也育子的年龄，似乎也可以体谅
学生抑或孩子那偶尔的小偷懒吧。

其实，无论细雨绵绵的清晨，抑或
阳光明媚的午后，还是万里无云的夜
空，透过窗栏欣赏，都各自有着它们不
同的味道。在老宅度过的十几个春夏
秋冬中，既感受过“万里晴天，霜上新
月”，品味过“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
无”，也体验过“凭倚窗边听夜雨，雨打
芭蕉瑟瑟声”，只是，当年忙于学业，奋
力考试，似乎无暇去品味。幸运的是，
故乡的风景越来越美，青山犹在，绿水
常流，从西安到许村的路途从原来的
几天的舟车劳顿到现在的高铁直达徽
州的轻松惬意了。

祖屋小憩几日，出发时，总会带上
故乡的茶，带上手工制作的黄山毛
峰。在疲倦时，豪饮一杯，思路豁然开
朗。这些年，从许村到歙县，从歙县到
西安，从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海外，
似乎行囊中总少不了那一盒故乡的
茶，短则一周半月的短差，长则一年半
载的交流，这一缕毛峰的清香总是让
我贪杯的。每每在泡制这质朴清淡的
毛峰时，没有过多的茶道技艺，我只喜
欢用上最简单最毫无修饰朴实无华的
透明玻璃杯，泡上几枚毛峰，晶莹剔
透，绿意盎然。这杯茶最简单，最单纯
也最完美，如同这份情感一样，无需多
余的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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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盼雪，我也不免俗。
雪，将来未来之时。风起了，雨来

了，可是古徽州的雪，却迟迟不来。于
是，急坏了许多人，一系列搞笑的段
子、照片以及微视频，在这个疯狂的自
媒体时代，纷乱地流出，恣意地传播，
令人忍俊不禁。

其实，静等是一个美好的过程，世
界上的事物，但凡有价值的，都值得静
静等待，而不必过于喧嚣和吵闹。

静静等着，雪，自然就来了。
雪落无痕，只是随风飞扬，轻微旋

落，无声无息，给人无尽的遐想，真是颇
具禅意，如同满世界的忧伤，让人静思冥
想，而不得结果。只能淡然笑着，看那些
马头墙、飞檐翘角、花窗，廊桥，以及掉光
了叶子的树，渐渐被雪勾勒，带出一丝丝
明快而简洁的线条；那些因雪而自然明
亮的树枝，城墙，古街，都连绵不断，堆积
得深深浅浅，如同隐隐约约、忽有忽无、
来去匆匆的短梦，是阵势，亦是欢畅。

每个人的童年，大约都有踩雪的
情结。清晨起床，素雪覆千里的满目
洁白，快跑进雪地的急切，咯吱咯吱，
不觉有湿滑，不感有虚浮，捧一掌雪，
溢一袖香，尝一口清甜，茫茫素素的空
气中，总是弥漫着一丝梅的味道。

雪景，往往与金黄色的腊梅相伴，
才算最美！“枝横碧玉天然瘦，蕊破黄
金分外香”，因了雪映腊梅，黄白相间，
冬天才有了生气；因了腊梅花香，世界
才有了生机。腊梅不艳而傲骨，花香
盈盈而满心。那些剔透的花苞，颤颤
巍巍，那些静静的白雪，柔和优雅，不
由人生出喜爱。宋人卢梅坡写道：梅
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
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我
想，那梅，应该是绿梅？还是白梅？

踏雪寻梅，大约是最美的赏花赏
雪之桥段：《红楼梦》写到这一段时，也
是谨慎用墨，小说第四十九回至五十
回“大观园重开诗社，宝玉被罚雪中折

梅”：先是贾宝玉在雪中“顺着山脚刚
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
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
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
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细细的
赏玩了一回方走。”这样的雪景、梅香、
行人，如同一幅长卷，蕴藏着一些耐人
寻味的情愫和忧思，满含着一段说不
清道不明的人间况味。

其实，中国人的审美意境中，对雪
的体会和感受极其优美：唐诗中的“积
雪浮云端”，那时远方山峰依然叠翠，山
巅积雪层层染白，白云弥漫间，仙气雾
朦胧，大唐气度的“青白流芳”便赫然入
眼，文人士大夫的“南山积雪”情怀，一
派出世的高远境界隐然勾勒，简洁留
白，淡然素净，是不留痕迹之大美。

今夜，是否已经飘雪？我推窗，为
自己斟上一杯茶，浅浅饮着，静思那些
平凡而有梦的时光。中国人如此爱
雪，而雪，其实有太多悲情的角度，但
中国文化中之高贵的成分，恐怕就在
于常常能将负面的能量转化成积极上
进的因素，从皑皑素白中，汲取太多美
丽的因子，营造出太多美好的氛围，从
而增添愉悦、欣然和快乐。

于是，我也写了一首小诗：
漫天飞舞 孩提时的欢喜/冻僵的

手脚 通红的鼻翼/惊风穿过睫毛的薄
凉/挡不住踩在白色梦境之中的天性/

想召唤 一点点雪意/醉醒时分
梦 蝶 来/静 夜 之 中 悄 然 至/更 深 窗
明 折竹声/晨起 山满 日光寒/檐
流未滴 空寂寂

渊冰厚千尺的通灵/素雪晓凝华的
清明/踏雪寻梅的憧憬/只求 一点点飞
花雪啊/淡墨兼润笔的细腻/抑或 叙
写词风的俗气/呵 企盼 飞扬的雪意

惟愿翌日清晨，能有阶平庭满，万
里层云，千山暮雪之盛景；是时，或拍，
或品，或赏，或堆积把玩，全凭心性，有
足够的快乐……

每年阴历的腊八一过，日子就好
像装上了加速器，一滑，腊月就到底
了。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春节在人们
的期盼中翩然而至。

儿时最喜这段时间——吃的伙食
比平时要好些，油水要足些，零食多少
会有一点，新衣新鞋总该会有的；同
时，放寒假不用起早上学，可以赖在暖
暖的被窝里躲掉冬天清晨严寒的侵
袭；也没有什么费力的农活要做。不
过，大人们仍然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比
如，要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扫尘。

扫尘，也叫除尘，是年底家家户户
都要做的。管它有钱没钱，都要干干
净净过年。扫尘，就是一家老小齐动
手打扫卫生。厅堂房间厨房，门前屋
后，不留死角。条几桌椅，灶台锅碗，
还有被褥窗帘，搬啊扫啊檫啊抹啊洗
啊，要给家居环境来一次彻底的清洁，
而且一年也就这一次最接近年节了。

正因为一年这是最后一次，所以
人们都认真对待，用心去做。久而久
之，除尘，成了一种民间习俗。“尘”与

“陈”谐音，因此，除尘又传递了一种美
好愿望：除旧迎新，欢度春节。

扫尘那一天，先要到竹园去砍些
竹枝。把竹枝捆成把子，再绑到竹篙
的一头，竹篙就成了伸长了的手臂。
这样，天花板，还有墙壁、板壁的高处，
竹枝把子都能触及。打扫之前，要把
室内的器物用具移走，这样便于打
扫。大人戴着草帽，昂着头，挥动着竹
篙，竹枝把子在天花上墙壁板壁上来
回舞着。软的竹枝还有竹叶，一扫，蜘
蛛网啊灰尘啊纷纷跌落。把子所过之
处，干干净净。

有时候，竹枝把子来不及自己扎，
把邻居刚用过的借来一用，可以省些事。

扫过了厅堂扫房间，扫过了房间
扫厨房。厨房里，锅碗瓢盆要搬出来
清洗，碗橱要抬出来擦擦，灶台要抹
得几乎一尘不染，锅底的黑垢要用废
弃的锅铲细细地铲，还有，水缸盖锅
盖也要挑到河里，撒些洗衣粉，找一
束干稻草代替现在的清洁球，慢慢地
擦洗。

一天的打扫，搬进搬出，洗洗涮
涮，相当累人。大人们是歇不住的，还
有事情等着，那就是订被子。

订被子，现在的小孩不熟悉这活
儿了，有的甚至听不懂。他们只知道
把棉絮往被套里塞，然后使棉絮和被
套服帖，叫装被套。以前没有被套，
被子不是装起来的，而是用针线订起
来的。把两张八仙桌一拼，先铺上被
底，再放上被芯，家乡的被芯多是棉
絮，最后蒙上被面。一铺一放一蒙，
都要抹平，不起皱褶；摆正，不能歪
掉 ；还 要 注 意 左 和 右 、前 和 后 的 距
离。摆好后，再将被底从四边折过
来，盖住被面的四边，再用大针沿着
被底的边缘走线。被子的四个角是
要做处理的，被子订得怎样，一看被
角就晓得了。

盖着新订的被子，那一夜的睡眠
是香甜无比的。因为棉絮在白天是搬
出去晒过的，有太阳的味道，暖暖的；
人又是忙乎了一天的，有些微的疲劳
感，非常好睡。

儿时的扫尘情景，如此清晰印在
脑子里。虽然儿时的光阴不再，但扫
尘这档子事，现在大家都还是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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