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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 月 是 一 枚 成 熟 的 果 实
路来森

腊月厚实 ，腊月饱满 ，腊月是一枚成
熟的果实。

一切，都收获了，一年的收入，在这个
月里，也进入了结算阶段———结算的是物
质收获，更是精神收获。

进入腊月，人就闲了。 闲下来的人们，
多了一份宁静，多了一份深思，多了一份
宁静、深思下的展望。

怎不宁静？ 尽管经历了“疫情”，但一
年下来，我们还是谷满囤，粮满仓，钱袋子
像怀孕十月的孕妇，鼓鼓胀胀的，鼓鼓胀
胀的。 环视一下自己的家庭，明净的房屋，
锃亮的家具，怡人的环境，家人们个个衣
着光鲜，精神饱满，笑逐颜开，满是和谐、
富足的风光。

再看看大街上行走的人们，哪一个不
是红光满面，流光溢彩？ 哪一位不是精神
抖擞，喜悦堆满俊颜？ 腰板挺得直直的，步
子迈得大大的， 每一步都行走得踏踏实
实，都行走得安安稳稳。 经济繁荣，市容整

齐，满目都是喜气洋洋的欢乐氛围。
然则，这一年，我们最大的收获，还在

于疫情面前， 人民所展示的 “团结的力
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更加深
入人心；更在于进一步明白了党的统一领
导的伟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理念，在人们的心中愈加巩固。

国泰民安，岁月静好 ，想不 “宁静 ”都
不行。

静则思，宁静下来的人们，需要“思”，
也应该“思”。

一个人，泡一壶茶，在茶香氤氲中，安
安静静地思考。 思考一下这一年，自己都
干了些什么 ，努力到了何种程度，奋斗的
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得和失，总是并存的，
得在何处，失又在何方？ 这一年，学习有何
进步？ 思想有何提高？ 精神的品位、人格的
境界，可曾抵达新的高度？ 古人“吾日三省
吾身”，何况作为今人的我们呢？ 又何况是
这不同凡响的一年呢？ 深思，就是一种总

结，总结就是一种力量的积蓄。
几个人在一起，闲话家常，所表现的，

其实也是一种深思。 话题无所不及，家长
里短、家国大事，尽在谈论之中。 如果你此
时是一位旁听者，你就会发现，家长里短
的话题中，多是收获的喜悦，多是满足的
表达，少有人沮丧抱怨，少有人怨天尤人，
人们不再卑琐， 不再着眼于单纯的现象，
文化和文明，已经深入人心，在物质极大
丰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文化对
自身的提高，思考文化给与人的滋养和高
度。 你还会发现，人们的思考，不再是简单
化、表象化，人们更愿意思考现象的源头，
现象的本质， 因此， 人们就更懂得了感
恩———对亲朋好友的感恩，对国家政策的
感恩，对党的感恩。 大大小小的话题中，总
离不开国家大事， 总离不开政府政策，每
一件小事中都内蕴着一份家国情怀，都彰
显着一个平凡人思想觉悟的提高———百
川归海，最终，彰显的是一个民族整体素

质的提高。
展望，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中华民族，是喜欢 “设计 ”的民族 ，未

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方可在来年结出更
完美、丰硕的果实。 疫情，虽然得到了总体
控制，但它却像羊癫疯一样，时有癫发，故
尔，从国家到个人，防疫是一刻也不能懈
怠的。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新年“计划”，
但每个人的新年计划，都是应该服从国家
利益的，“顶层设计” 与个人计划完美结
合，才是最好的未来“设计”。 2021 年是牛
年，每一个人都希望“牛”转乾坤，可“牛”
转乾坤，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
他需要的是每个人踏踏实实的付出，需要
的是 “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奋斗精神———
“做”比“说”，更重要。

所以说，展望未来，要有设计，要有信
心，更要有行为。 只要三者做到了完美的
结合，相信，定然能结出饱满、沉甸甸的果
实。

毁 于 恐 惧
郭华悦

恐惧这词儿，似乎很难令人心生好感。
能和这词儿联系在一起的，多半不是什么好事儿，已知或未知

的，正在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 但凡让人心生恐惧的，总源于另一
个词儿：危险。

其实，危险正是恐惧的来源。
恐惧正是动物的本能之一。 甚至对于未知的事物，可能在潜意

识里觉得有危险，于是心生恐惧，避而远之。 从这个意识上来说，恐
惧是好事儿，它让动物懂得规避危险，进而能够生存下来，一代代
繁衍壮大。

人从动物中脱胎而出，自然也保留了恐惧这一本能。 在饮血茹
毛的年代，恐惧于人而言，是积极的，让人懂得在危险的环境中，趋
利避害。

可当我们的生活日趋安逸后，恐惧在人类身上，表现更多的却
是消极性。 特别是如今，很多人的生活，无时无刻都被恐惧感支配
着。

工作上， 很多人的内心是被恐惧填满的。 害怕领导会给小鞋
穿，担心同事会赶超自己，或者暗地里插刀。 这些恐惧，都来源于对
安全感的威胁。 有时细细一想，平凡人的普通日子里，哪来这么多
惊心动魄的东西？ 可尽管理智告诉你，自己是安全的；但潜意识里，
那些暗涌的恐惧感，仍时不时喷薄欲出，令人崩溃。

感情里，亦是如此。 身边的那个人，你不了解吗？ 多数情况下，
两人因了解而在一起。对于彼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可是，人还是
会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虚拟一个个危险的场景，可能有小三，可
能对方厌倦了自己， 又或者对方心里是不是在打着一些见不得光
的算盘，谁晓得呢？

被恐惧感支配的日子，会变得怎样？
很多时候，恐惧不受理智的支配。甚至，会支配你的理智。在恐

惧的控制下，人会变得容易冲动，难以进行正确的判断。 于工作，于
感情，这都是犯错的前奏。 而犯错的结果，是印证了自己原先的恐
惧，果然如此真的发生了。 于是，恶性循环接踵而至。

很多人的生活， 就这样被虚拟的恐惧毁于一旦。 莫须有的恐
惧，会让一个人失去前行的力量，从而丧失改变与超越的机会。 工
作与感情，就在这样的恐惧中，渐渐被压垮。

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再怎么
进化，也无法摆脱一些动物最基本的本能，如恐惧。 我们与恐惧共
生，但却让这一本来于动物有益的本能，在人的身上，却更多展示
了消极的一面。

有些恐惧，不值得正视。 当你的工作与感情，陷入停滞甚至产
生危机时，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让莫须有的顾虑与
恐惧，拖住了你的后腿？

诗中冬日有百味
王 岚

白居易写过很多冬日诗，最让人心动的是那首：“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天欲雪，友已至，围炉小
酌，品酒论诗，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和煦如春，闭着眼睛一想，冬日
与友人相聚的温暖惬意呼之欲出，让人好生羡慕。

白居易的冬天是心系苍生的。 他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到处躲避
战乱，几经辗转才终于安顿下来，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深深懂得人
间疾苦，即便后来做了大官，仍对百姓始终心怀怜悯之情。 《卖炭
翁》中那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把一个衣着单薄
却仍盼望天更冷一些， 为求生而情愿忍受严冬折磨的生活在最底
层的老翁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透过诗，我们看到了一颗悲天怜
人的灵魂。 他的很多诗中都寄托着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和记挂。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此时，白居易正任江州司马，因上
书朝廷被贬，寒冷寂静的深夜，不知何时大雪突然袭来，把桀骜顽
强的竹子都压断了， 一心为国却被贬损， 心中的孤苦寂寞无处可
诉，或许只有深夜承压的竹子才懂得吧。 人生总有冬天，越是心系
家国的人越要负重前行，严酷的环境只会让意志更坚韧，生命更顽
强。

白居易的冬天是思乡的。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冬至时节，一个人独卧客栈，
唯有孤灯残影相伴，家中亲人此时一定是在谈论自己这个远行人。
漫漫冬夜，寂静无声，但乡愁从来不会停息，它掠过大海苍穹，越过
关山万重，越是在孤寂的时候，越是会来敲打游子的心。 哪怕离家
万里，总有人等你回家，即使天气寒冷，只要有亲情在，人间就有最
温暖的牵挂。

白居易的冬天是怀人的。 “早起烟霜白，初寒鸟雀愁。 诗成遣
谁和，还是寄苏州。 ”或许是棋逢对手，或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白
居易和刘禹锡 ，这一对常常唱和的诗友 ，他们用诗酒互相慰籍 。
那个冬日，烟霜白，天微寒，鸟儿愁，诗作闭，找谁来和呢？ 想来想
去，还是寄给苏州的刘禹锡最合适！ 两个孤绝的灵魂，彼此依偎，
惺惺相惜，“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己一个也难求”，人生有你，何其
有幸！ 足矣！

冬天寒冷残酷，冬天温暖深情。 生活总会经历严冬，没有人能
躲得过，但只要我们心怀期许，从容淡定，永不言弃，执着前行，春
就在不远处，与之同行的所有美好也都将如约而至！

毒 杀
楚仁君

想想，我差不多是个死过一回的人。 四十
多年前，我还是小孩子时，表哥在我的碗里下
了药，他想毒死我。

表哥想毒死我，是在他请吃“往年酒”的时
候下的手。 那年，我十二岁。

过罢年，农村里“往年酒”开始粉墨登场，
亲戚、乡邻之间互相请吃，你请我，我请你，轮
流作东，一户不落。 这叫有来无往非礼也。

年初六中午，表哥家请吃“往年酒”，邀请
的人是母亲。 这次，母亲没有出面，叫我去表哥
家吃饭。 显然，她这是让我到表哥家打打牙祭，
补充一下营养。 这个，我懂。

到了表哥家，吃酒的大人都到了，都是村
里的长辈，全桌只有我一个小孩。 按照长幼有
序落座后， 表哥把我安排坐在八仙桌下首，跟
他伙坐一条板凳。

摆碗筷的时候，表哥将他跟前的空碗放到
我面前。 我无意中看到，碗口边沾着一小撮白
色粉状的东西，像麦面，又像元宵面，还像药面
子。 我并没有在意，也没好意思抹拉掉，表哥正
看着呢。

上菜了，碟子和大海碗摆满了桌子，有腊
肉，有咸鹅 ，还有白菜豆腐 ，都是我喜欢吃的
菜。 表哥家日子过得殷实，从这一桌子的菜上

就能看出来。
大人们开始喝酒划拳，“八毛冲子” 的酒

香，混合着纸烟的呛人气味，在表哥家的堂屋
里弥漫，浓烈，炽热，朴拙。

我不理会大人们划拳时喷射出来的唾沫
星子，只顾狼吞虎咽地吃。 表哥喝了几盅酒，脸
红朴朴的，连眼珠子都是红的。 他夹起一块肉，
故意在那撮白色的粉末上蘸了几下，然后放到
我碗里 ，喷着酒气说 ，这是腌麻雀 ，肉可香着
哩。

我夹起沾着白末的麻雀肉， 看了半晌，这
麻雀肉黑乎乎的，很小的一团，外皮泛着油光。
想起以前捉住、玩过的麻雀，胃里一阵痉挛，强
忍着没吐出来。

表哥眯着眼，在一边盯着，我只好硬着头
皮，吃掉了那只黑乎乎的腌麻雀。 吃完，眼泪都
快下来了。 表哥忽然哈哈地笑起来，全桌上的
人都看向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回家后不久，我的肚子突然像刀剜一样地
剧痛，翻江倒海似的，痛得直冒冷汗。 我提着裤
子，虾躬着腰，一次次往茅厕跑，一下午差不多
跑了十几趟。

我躺在床上，浑身如虚脱了一般，没有一
丝气力。 眼睛盯着黑黢黢的房笆，想，肚子怎么
就突然痛起来了呢？ 会不会是那只腌麻雀作的
怪？

蓦地，一个可怕的念头，如闪电般划过脑
海，眼前浮现出那撮白色的粉末。 莫非，表哥在
我的碗里下了毒，那粉末是不是老鼠药？ 以前
村里两个服毒的妇女，喝得就是“三步倒”老鼠
药，也是白色的，就像我碗里的粉末。 喝过之
后，都是肚子疼得要命，直至一命归西。

想到这， 汗又下来了， 浑身上下如水洗一
般。 我一骨碌爬起来，跳下地，像无头苍蝇一样
地在屋里乱转。我不明白，表哥为什么要在我的
碗里下毒，他想毒死我，难道是要报一箭之仇？

那是夏天的事。 我们家和表哥家打了一
架，原因是些“鸡叨白菜”的小事。 结果表哥吃
了大亏，他的后背挨了三哥一锹板，胳膊上也
被我狠狠地咬了一口。

现在倒好，表哥干不过大人，专找小孩子
下手，他往我碗里下药，想毒死我。 他这哪里是
在请客，分明是借吃饭之名来报仇的。 这个表
哥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下完了，我要死了。 母亲还不知道这事，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敢也不想，把我要死
去和我的假设、猜疑告诉母亲，我怕她伤心欲
绝。

我又回到床上，安静地躺在被窝里，闭上
双眼，悄悄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第二天早晨，我被麻雀叽叽喳喳的啼声惊
醒，我动一下手脚，呀，我没死，我还活着。 表哥
没下毒，那粉末不是老鼠药。

拉开院门，正巧表哥从门前经过，他的眼
珠子还是红红的。 这时，他像变戏法一样地递
给我一只麻雀，说，刚逮的，拿去玩吧，这麻雀
肉可香哩。 说罢，又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

我正要伸手去接， 那只麻雀却一扑愣，倏
地从表哥的手里挣脱出去， 噌地一声飞走了。
半空中掉下两片羽毛，飘飘荡荡地落下来。

新年歌（外一首）
李志胜

拾来的杨树枝截成段、垒起来
成为香亭的另一抹亮色
龙枣树、猕猴桃、土灶台
代替小黑狗守家
去年繁茂的积水，被父母的笑声击退
元旦日，像掀去篷布的
小苔菜一样给力
从楼下走到楼上，从院里走到院外
微陷的地板砖
旧木床木箱木桌子
果枝，红萝卜，玉米穗
抓钩、笤帚、水桶、铁铲铁锨……
数不胜数的小伙伴
跟随着我。 这个春天到来的依然兴

高采烈

缩水的学校
梦里再梦到家乡的小学
躲在长黄大堤的堤脚下，如一枚落叶
那斜坡而下的马路，似条布带
仿佛一缕微风
就可以将它吹上黄河柳树梢
被某位村干部家的别墅
强占的操场，终于又一次退步
晨跑的时光。 敞亮的大门口
以及门垛上，同村李秀廷老师书写的

“春风化雨催桃李，
园丁精心育新苗”的对联

再现岁月金辉
这所曾输送中专生、重点高中生
闻名于十里八乡的学校
吸引了孟岗镇上的干部子弟
孙占、野寨、埝南、埝北、二老庙、香

亭
数个村庄的学子
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一次次让我返乡时找借口近观、驻足
熟悉的味道，熟识的场景
夹杂于缩水的校园
稀疏的生源中间。被一排单面教学楼
像根棍子一样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梦到昔日的老师、同学
考场、试卷
我梦见了清纯、嬉闹、诗歌
身着白色连衣裙， 在学校任课的女

同桌
她多么像湖南永顺的李田田
我想叫她小仙女。 我想握一下她
伸过来的纤手
可自惭形秽的我，不改乡下在衣衫上
摩手擦掌的卑微
再瞧，再低首……就连心目中庆幸的
一块旧花布
也被黎明贯耳的风声
扯成了梦醒后， 破窗而入的点点碎

光亮

冬日，树上的鸟窝（外一首）
卢兆盛

村前那棵高大的古树
孤零零地站着
满树的叶子
都已随风飘落
光秃秃的树梢上
那个硕大的鸟窝
格外显眼、刺目
却又透露着几分落寞

北风吼叫着
一阵接一阵，一波接一波
树枝把持不住了，摇晃个不停
跟着摇晃起来的
还有那个枯枝搭建的鸟窝
很多人路过，都会停下脚步
抬头望它几眼，目光闪烁着忧虑
以及因爱莫能助而产生的无可奈何
———鸟窝，稳住，稳住啊
千万不要散架，不要掉落

雪
仿佛是为了兑现
以前许下的某个承诺
又好像是为了完成
一次期待已久的邂逅
该来的时候就来了
于是，一夜之间
万物都改了姓
统统都姓———白

漫天飞舞的白
站着的白
躺着的白
流动的白
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那个季节
进行盛大而浪漫的铺垫
那个季节，就叫———春天

艺术家与猫
陆小鹿

数字时代，人们更乐于线上沟通，线
下交往渐渐低迷， 身边很多人开始将情
感投向宠物。

我家小朋友，在异国他乡留学，最近
也养了只猫，说猫能治愈孤独。 为了和他
多点共同语言， 我这个怕猫的胆小鬼也
开始关注猫的世界，抱回一本德斯蒙德·
莫里斯的《画中有猫》。

原来，很多画家都是猫奴，笔下的猫
形形色色，妙趣横生。

达芬奇总共素描过十一幅猫图，画
了猫打架、打滚、休息、蹲伏时的神态，但
不知为何， 他总将猫脸画成了狭长的尖
削形，看上去比正常猫显得怪异；

怪异的还有博斯，在其名作《人间乐
园》里，他画的猫足足有一匹马那么大，
失去天然的比例，不过正因如此，画面呈
现出博斯式的梦幻感觉；

印象派马奈 、莫奈 、雷诺阿都曾画
过猫。尤其马奈，写信给朋友时，信纸的
装饰全是猫的水彩素描。 好笑的是，几
乎所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猫都睡得死
死的 ，大概非得这样 ，画家们才能安心
完成作品，不用担心猫会动弹起来毁掉

构图；
毕加索， 一生中享受过好几只宠物

猫的温存陪伴。 然而到了绘画中，他却将
猫描画成凶残暴力的掠食者，一幅《嚎叫
的猫》，猫就张着嘴在折磨着一只鸟。 又
比如， 他安排猫杀死一只公鸡或者一只
龙虾。为什么他将猫画得如此暴力？毕加
索这样解释：“我想让它们看起来像我在
路上碰见的那些真正的猫， 与家庭宠物
没有任何共同点。 ”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养过一只
名叫山姆的公猫， 山姆和配偶生了一窝
小猫，每一只小猫都被沃霍尔取名为“山
姆”（不知他在家里唤猫时如何区分）。 一
九五四年，沃霍尔出版了一本猫画小书，
书名即为《二十五只名叫山姆的猫，以及
一只蓝色的猫》。

可见，一只猫，能诱发出艺术家无尽
的灵感。 在他们笔下，猫的形象可以随意
改变———或夸张，或变形，但殊途同源，
因为爱猫才会去画猫。 这种毛蓬蓬，长着
小胡须，会发出惬意的呼噜声的小动物，
就像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诱使人探究。 某
种程度上，每个艺术家都是一只猫。

□随 笔烟火人间，滋味可亲
管淑平

不论是茫茫平原的北方， 还是多山多水的南
方， 只要有人聚居的地方， 便有烟火的存在。 这
烟火气息当中， 最具特色的应当属于饮食了。

一日三餐， 舌尖滋味， 单单是人们生活中的
主食， 其中就包含着别样的韵味。

当一碗晶莹剔透、 香软可人的大米饭凑到了
你的跟前， 你定然也会马上忘却了现有的疲惫 。
那些积蓄在身体里的某种原始的习性和欲求， 也
随着一颗颗幽幽流溢在空气中的稻米香 ， 翻腾
着， 躁动着。

一碗米饭下肚， 满口香甜留在嘴边， 心间记
下的是满满的美感。 在一粒米中， 可以望见一棵
稻穗的身影。 也许是在惠风和畅的晌午， 它低着
头， 像是在向最亲切的大地母亲致敬， 以一种谦
卑和虔诚的姿态， 表达着晚辈对长辈的感激。

这是内化于心的感受和理解。 于外而言， 当
属社稷。 社为土神， 稷是谷神， 可见土地与谷物
两者的关系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很密切的了。 年年
复年年， 无数帝王的祭祀活动， 也将一种君王对
百姓的爱戴和风调雨顺的渴盼囊括在了其中 。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江山与黎民之间，
因了饮食的存在而有了联系， 也变得可亲可敬起
来。

米的厚重， 承载着的是无数人无数美好的愿
望和期盼。 在故乡， 村子里倘若某户人家有了新
生小孩， 亲友们都会挑上一桶新米前去祝贺。 此

时的稻米， 不单单是作为一种食物的存在， 也作
为一种情感的纽带。 烟火可亲， 食物可亲， 人们
的关系因了一桶米变得亲近。

而在民风淳朴的北方， 面食， 才是主角。 蒸
包、 馒头、 水饺、 馍馍……朴素的食物， 朴素的
做法 ， 却有着一种向心的力道 。 不论大口咀嚼 ，
还是小口品味， 皆能吃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
这些食物似乎和在北方安居乐业的人们一样， 有
着爽朗率真的脾性， 真挚而接地气。

南米北面， 也许只是一种饮食文化上的倾向。
放眼中国， 何处没有米与面的踪影呢？ 北方人的
小餐桌上有时也有香喷喷的米饭地点缀， 吃惯了
软糯食物的南方人， 偶尔吃起馒头来也同样津津
有味。 文化本就是从同一个地方起源， 向不同的
方向发展， 因了地域和人文才显得别具特色。 这
便是饮食文化中的多元和包容。

还有一种食物， 介于面食与大米之外， 名为
米粉。 说起来， 这种食物还是带走一些神奇的色
彩。 它本身是米， 经过人们的加工与打磨， 在形
体上同时还兼具着与面食一样的特点， 更不乏一
种软糯爽口的南方食品的特质。 倘若， 在晶莹剔
透的米粉上， 淋上一层滚烫的麻辣油， 加葱花与
香菜， 再配上一个茶叶蛋， 想来， 也是舌尖上的
美味了！

烟火人间， 滋味可亲。 有饮食处， 皆有人家，
有饮食的地方， 便能找寻到一种心灵上的归属。

融 雪 金龙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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