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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骤然冷却，在烤火炉的温暖里，
诗意般的雪花悄然而降。

推开门窗，如絮的雪花漫天飞舞，洋
洋洒洒，玉树琼花，风花雪月，或踏雪寻
梅，或融雪煮茗，或雪夜望月，炉火、雪
花、茶香，在雪花的飘落中流过一段美好
的惬意时光。

雪是一叶叶飘落的诗。张岱《湖心亭
看雪》写道“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轻描淡写，勾画一个雪的世界。“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开门枝鸟散，一絮
堕纷纷”，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写尽雪之
萧瑟与清冷。“千门万户雪花浮，点点无声
落瓦沟”，遍地雪花，晶莹透彻，道出雪之
寂寞与恬静。“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
变琼枝”，玉树琼枝，漫天飞舞，挥就雪之
洒脱与浪漫情怀。“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
江边二月晴”、“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
树作飞花”，瑞雪春风，红装素裹，袅娜出
雪之生机，雪之盎然春意。

雪是一朵朵绽放的梅。梅花似雪，雪
似梅花，或幽香，或素艳，或傲然，梅花风
骨跃然纸上。王安石问梅：“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卢梅坡悟梅：“梅须逊雪三
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陆游赏梅：“闻
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李清
照惜梅：“红酥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
未？”张谓记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
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

未销”。王冕赞梅：“冰雪林中著此
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

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毛泽东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
俏”，那般热烈、绚烂而浪漫。

雪是一首首浪漫的歌。“与你情如白
雪，永远不染尘，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
的爱种更深……”《雪山飞狐》的雪中情，
让人追忆青春年少时的青涩爱恋。

“2002年的第一场雪，是留在乌鲁木齐
难舍的情结，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刀郎悠
远苍茫的嗓音，触动曾经伤感的神经，几
许狂野，几许沧桑，在雪中升华、交织。

“你可知道雪花坚贞的向往，就是化做水
珠也渴望着爱……”戴玉强歌里的雪花，
深情叩击心扉。“雪花飞，飞起了多少情
缘，莲花开在雪中间，多少的希望，多少
的心愿，默默等待有情人，但愿情意永不
变……”一曲《雪中莲》，人生的故事，情
感的沉淀，醉在刻骨铭心的歌声中，妩媚
而澄静的邓丽君就她似走进梦来。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
处”，岑参以雪寄情，寄托对沙场战士的
思念。“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
关”，王昌龄以雪喻志，抒发戍守边疆的
壮志。“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
满”，李煜的离恨恰如乱雪，洒落一腔家
国情仇。“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以雪对
酒，饮出一生悠然淡定。我最喜欢唐代
高骈这句诗，“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
间恶路歧”，面对人生崎岖歧路，雪一样
的胸怀如此宽广，如此豪迈！

冬天是寒冷的，又是温存的。泡上
一壶红茶，感悟雪的诗意，体味思念与爱
的味道。或邀上几个知己，在煮沸的火

锅中举杯共饮，体味朋友的浓浓真
情。或是周末，同家人走进蒸汽滚滚

的山中温泉，洗去一身疲惫与喧嚣，何
等舒畅而温暖。

雪里已知春信至。冬至阳生，暖冬
醒来时，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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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马头琴的旋律，我找到了
前世的马群，拴马桩的旧主
找到了一株草里的河流、旷野、马蹄声
一个奔跑的清晨和傍晚

在科尔沁草原
就要关不住体内的豹子了
他要喊出山脉的走向
风的悲泣和嘶鸣
喊出陡峭的命运里，一个个草原般
苦难而壮阔的一生

2

想起自称马一样的女子
她率直，美貌，用河流写诗
想起那个笔名布木布泰的室友
她安静，内敛，有着绿色的微笑
她长发和眼睛里倾泻出的星光，如酒
……
她们都是草原的女儿，有着草原般

朴素的高贵

我是草原的半个女儿，邻草而生
一身草色，一颗草心
半生草命
夜深人静时，我把一株草紧紧地
抱在怀里

3

坐在草地上，身体的山川瞬间被充满
和天马行空的空一样
和胡思乱想的乱一样
一些发音像孩童的奔跑
但并没有被说出

周遭的空气被酒浸过，被云朵和大
雪滤过

她们和我的心猿意马偶尔点头
在眺望和低头的瞬间，我听到一株草
说出了她的苦痛，爱
和回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在科尔沁草原
阿雅

临江仙·冬
张友鹏

霜重雪浓原野旷，山枯水瘦枝残。朔风凛骨冽衣单。银蛇狂舞，更肆虐无边！
万物凋零天冷酷，独犹梅绽香漫！人生何必畏严寒？心怀温暖，伴四季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审计局退休干部）

晨雾弥漫，似空中飘浮数百万细小雨滴，
不见江之北岸。心想又是阴郁笼罩的日子，
天际撑不开，人心就狭窄。想来昨天无缘无
故泄气和发火，跟天气有莫大关系吧。认识
一人不孝顺被指责，他骂都怪这鬼天气；恶语
伤人或狠心自戕者，亦有归咎天气的。看来
选择每一座城市居住都是需要勇气的。

午休后，竟有明亮的阳光透过楼梯间照射
进来，倏忽间感觉有细碎的温暖从心间升腾。
整日的忙碌让人忘记了日月的照临，她们怡然
自然出现，当然不会询问有多少面积的潮湿阴
翳收到眷顾和抚慰。记得有一晚，老友来访，
约小区外见面，先看见头顶一轮将圆的月亮，
和茶花广场变幻的光线。我们多喝了好几杯。

双十一网购了一双皮鞋，穿到双十二都过
去了一周，蒙尘已厚，真是没有时间擦拭，路过
幼儿园外一群下象棋的争论不休者，我看见一
个老者坐在矮小的皮凳上，依着半新旧的藤椅
弯腰补鞋，旁边有擦鞋的工具，他使劲拉线的
手势和表情，显得孤独而满足。他满头银发，
手背稍有皲裂，我们随意聊天，他说起民间好
多贱活慢慢就没有人做，年轻人不屑学，补鞋
擦鞋钉纽扣修面剪头发，几块钱又嫌贵。他有
很深的忧虑，农耕时代渐渐失传的器具和手
艺。是的，便捷丰富的渠道，和轻易就能获得
满足的物质生活，并不能消减我们内心深处的
漂泊失落，毕竟要有那些美好的凭借和途径，
才能让我们一环一环串起幸福。

老师傅太健谈。我们说起理发的事，白
发的事。擦着鞋，就这么闲聊瞎想，把我引入
无边回忆之中。

二十年前，一朝醒来，发现满头黝黑之间有
一根白发，电力十足闪闪发光，我简直心惊胆颤，
对镜瞄准忍痛拔之，渐渐的，我的主要心思就是对
付一根根白发。据说拔一根要长七根，但我依然
坚持不懈拔白发，有时竟带着气恼不平，咬牙切
齿，使劲扯。越扯越多，先是两鬓杂藏，偶有爬上
头顶，朋友相见难免说说怎么的，想媳妇啦。

他们说得轻松，我哭笑不得，内心里翻江
倒海。自诩少有壮志，而立未立，多情应笑
我，早生华发。

头发白了，直接影响我的年轻心态，豪情
万丈时，针扎气球一般，立即气馁；想要气壮
山河大干一场，突然遭遇一盆冷水……

因此毅然决定染发。这个决定不能张
扬，也不便询问，那时无百度搜狗，和自己白
头发的一场内战悄然打响。有一个叫峡口的
地方，现在仍在，多年未去。有时，想起一些
地名，想回去看看但又不能，犹如回望一段不
可逆转的时光，多少让人无奈感伤。

峡口是小女儿上托儿所的地方，因接送
她，所以常去。那里有一家两弟兄开的理发
店，狭窄简陋，但生意兴隆，两弟兄脾气好，说
话声音语气平和，摆事实讲道理让人信服。
他们围着我的头发看了好一阵，商量说，就焗
六块的，十块的浪费了不划算，三块的质量差
伤头皮。我坚持了近两年，其实每次都忍着
头皮的灼痛。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焗的油
价不断提高。年龄越大，白发的生命力就越
旺盛，它们扶老携幼，呐喊着不断攻克阵地，
唯有高频率的反击才能有效掩饰，我躲在黑
色的碉堡里忘却岁月，或偏居一隅应对时光。

头发黑，我怕谁。
那些年，周围同事友人，年龄大于我的，

比我小的，青油油的黑发覆盖，我表示很不服
气；另一方面是，本身心虚，怎么就这样老了
呢。所以要掩饰，骗别人，最后达到骗自己的
目的，佯装坦然面对一切，是因为采取了有效
手段。世间最高明的骗子莫过于此。

早过不惑之年，逐步接受年龄段的特征，
只是去理发店偶尔还染染发。一次夜啤聚会，

年轻有为的邹先生问我，老罗这把年纪头发怎
么这么好，我慎重回，你记住啊，每天早晨晚上
吃黑芝麻糊，吃六个核桃，喝黑啤酒。他感叹，
说好的好的。我再补上一句：加焗油。一群人
轰然大笑，多年后，老友慎松、祥子、仁六、庆勇
说起这事，仍然忍俊不禁，一时传为美谈。

节假日回老家看望父母，是要染发的，借口
是孝顺。我怕老迈的父母看见他们的儿子都满
头花发，会自然想起自己的年龄，加速他们的苍
老。同学聚会前，要染发，免得大家拿头发说
事，在日渐老去的同学面前显得年轻，总归不是
坏事情，也许潜意识里还有其他秘密隐晦的心
理哩。一年当中，总会出现在一些重要场合，比
如，诗歌朗诵会，各种各样的年会，之前也要染
发，以为看上去年轻些，炫耀自己还有远大前程
似的。也好，借此提醒一下自己，老有所想，犹
如有灯，心不灭，就有进步空间，呵呵。

近几年，早不染发了。淡然了些，对年龄
大小不太刻意提起。正在修炼，以达到忘我的
修为。受邀免费讲座，听众多是退休有闲人
士，有一老太坐前排，我问大姐高寿，答曰不
高，生于一九二七年，才九零后呢，所有人惊
呼，我又问，上QQ或弄微信不，答曰要上，再
问网名，答曰春暖花开，那天整个阶梯教室春
意盎然。上周末去杨家坪办事，返回黄桷坪，
公交车上遇俩老太，年轻些的七十多岁，年老
的那位九十四岁，声音洪亮，她们都不拄拐棍，
行走并不老态蹒跚，听她们聊天，有趣——

问：您老九十四岁高寿，怎么看上去这么
硬朗？

答：从来不要去想这么大年龄啦，是健康
长寿的最大秘诀，你记住哦……

无由想起大学室友爱书、兴海和兴万诸
君，那时青年意气，喜留长发，一头飘逸柔韧
绵长，大概没什么抗衡，不必直硬，常常潇洒
甩头，久成习惯，有回我把盘中馒头甩落一
地，兴万喜欢五指叉开缓缓梳理长发，不时说
些带有人生哲理的惊人句。那时，我们经常
设想周树人一头长发遮住耳朵脸颊，穿牛仔
裤，那他断然是写不出警世之作来的。

所以，我们的空虚无聊，无求作为，应该
跟头发有关，好多年了，也不知道爱书、兴海
诸君头发如何了。

无论如何，这隆冬时节的乍现阳光，依然
没有赶走什么，带来什么。我还是那个纠结
者，我并没有彻底明媚心绪，只是想要融入一
点古代人物的生活，我的胡乱的拼接，把关于
头发的忧伤快乐体会得更加实在——

夜阑卧听风吹雨，镜中衰鬓已先斑；
无可奈何花落去，乡音未改鬓毛衰；
茶鼎柳绵花雨后，一茎一茎忽然更；
欲收浮艳归根柢，而今须鬓尽皤然……
仲冬时节天寒地冻，藤蔓枯竭，萧萧独

木，好似胡杨白桦……自有一番凌然姿态，生
命恍然步入豁达智慧超然境界，所以我对历
经黑发、白发、掉发，饱受人生之苦，依然乐呵
呵的光头格外尊重。

下班回家，不坐专车，不走寻常路，绕道
江边步行。凉风扑面，长江水和花溪河交流，
宽阔清澈的波浪有节奏地拍打沙岸，丛生的
杂草和成片的巴茅，背景竟是夏天生意火爆
的水世界，此时这个游乐场瑟缩而荒芜。

沿着沙滩走向水边。见一钓翁蒙头裹衣，
正用欲望抵御寒风。久之无所获，气恼江中鱼
类钓了他大半天。他收竿之时，一尾小肥鱼意
外上钩，喜不自禁的老翁仿佛失意大半生，老来
得到命运眷顾，赐予所有。他重新调整坐姿，欣
然端坐于呼呼冬风中，念叨：天不黑不回家。

我念一句，往回走——
其余便被春收拾，不作闲游即醉眠。

（作者系九龙坡区作协主席）

诗/ 绪/ 纷/ 飞

从来不要去想这么大年龄啦，是健康长寿的最
大秘诀，你记住哦……

闲说头发

生/ 活/ 随/ 笔

秦勇
大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