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冬天来临，我便如候鸟飞去三
亚过冬。待春暖花开，又候鸟样飞回故
土重庆。掐指一算，十多个年头了。

重庆的冬天多雾，天冷潮湿，而三
亚阳光沙滩暖人，椰风海韵，气候宜
人。没退休那阵，我就整天腰腿疼痛，
便在海南岛三亚买了房子，过起了“候
鸟”生活。

刚来三亚旅游时，这儿到处是老旧
的城区，缓慢的生活节奏让人恍如回到
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三亚，租房过
冬，居无定所，每年挪窝，恰值年关，一
种在外漂泊的感觉难免油然而生。

后来的三亚，像磁铁般吸引不少人
携家带口，从寒冷的地方拥来，人一多，
这地方似乎变小了。大街上大海边，椰
子林菜市场，到处是操着北方口音的外
地人，像过节一样人潮涌动，带动着新
一轮消费热潮。于是旅游、酒店、餐饮
热闹起来了，我居住的小区连同附近几
个新小区，每天上万人围着丹州农贸市
场，几个大超市购物需要排队……

我在城乡接合部的天泽湖畔旁重新
安了一个窝。周边是原生态湿地，经过三
年修整，占地1000多亩的东岸湿地公园
建成，雨洪调蓄、水质净化、环境优美；公
园内红树林、凤凰木、菩提榕、火焰木配上
湿地植物旱伞草、水烛、水蒲桃等，形成城
市“绿肺”；湿地变成了水上森林和乐活田
园。三亚河两岸变绿了，水变清了，白鹭
又回来了！三亚，犹如破茧之蝶，一点一
点完成了华美蜕变。

有朋自远方来，我总会带重庆老乡到

湿地公园内走走逛逛。每当踏上1600米
长的景观桥，站在10多米高的桥上眺望，
湖上海鸥飞翔，野鸭白鹭湖边寻食，让人
真正感受了海滨城市风光和内陆山城的
大江大河截然不同的文化风采。

去年春节，我请同一层楼住的哈尔
滨、沈阳的几家“候鸟”邻居，来我家过
年。我用纯正的火锅底料制成“重庆火
锅”，豪爽性格的东北人，大碗喝着江津
白酒，大口吃着火锅，满头大汗辣得鼻
涕长流，嘴里还不停喊：“好吃，好吃！”

最开心的日子莫过于几个重庆老
乡聚在一起，喝点小酒，打牌下棋，品茗
吹牛，然后到公园散步。林荫下，凉亭
内，打太极拳的老人气定神闲，坝坝舞
大妈乐哈哈。

在这里，我临湖而居，冬天在这儿
变得温润而惬意。楼下小区四季常绿，
橡胶、椰子、咖啡、油棕、槟榔树郁郁葱
葱，高大树冠倒映在游泳池的水面上随
微风摇曳。玫红、紫红、朱红的三角梅
竞相绽放，在阳光下，花蕊变化着不同
的色彩，使人陶醉。

夜幕降临，东岸湿地公园四周，霓虹
闪烁，华灯齐放，湖边渔火天水一色。东
岸公园广场，丹州商贸区坝坝里的老人
们扭动腰肢欢歌笑语，健身操广场舞让
人尽兴；多少家海鲜大排档、南国小吃、
咖啡厅灯火通明，熙熙攘攘的外来客，把
这儿也变成了新兴的商贸城。

“碧海连天远，琼崖尽是春”。然
而，重庆才是故乡，我们这些“候鸟”毕
竟是“生活在别处”。每逢春节，正值合
家团聚，我虽在海边，心早就飞回了故
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每逢春节，正值合家团聚，我虽在海
边，心早就飞回了故乡。

我的候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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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儿从武汉回来，一家人便聚在一起晚
餐。饭毕，大家就商量着今年的年夜饭吃些啥。

“我又想起舅母做的那个腊肉糯米圆子
了。那个味，想起来就流口水。”说到年夜饭，
侄儿一下子就接下话茬。“晓得你的意思。”我
冲他一笑，“没问题，你想吃多少都有。”

其实，就算侄儿不提及，糯米圆子，每年的
年夜饭是必须端上桌的。那圆圆的、香喷喷的
糯米圆子，代表着一家人又平安幸福地度过了
一年。吃上一个或两个，又是对下一年和谐美
满生活的希冀。年夜饭，怎能少了这道菜？

其实做糯米圆子也并不难。侄儿说的腊肉
糯米圆子，只是取的拌料不同，名称不同罢了，
做法并非两样。如果糯米中加入腊肉，就是腊
肉糯米圆子，如果加入新鲜猪肉，就是鲜肉糯米
圆子，如果什么肉也不加，就是素糯米圆子。另
外根据做法不同，还有水晶糯米圆子……

前些年，我们住的农村不过腊八节。但一
进腊月，母亲和婶娘们便开始思考年夜饭的菜
单了。血豆腐、腊香肠、糯米汤圆、腊肉糯米圆
子、甜醪糟、炸酥肉、浑水粑粑、腊猪耳朵、腊猪
舌……当这些必不可少的食物摆上桌，那样的
年才像一个真正的年了。而在这些食物中，我
最钟情的便是腊肉糯米圆子了。

母亲会在腊月初就上街买来上好的糯
米。母亲说，去晚了，上好的糯米不易买到。
买糯米时要讲究，太糯的，做出的圆子会太硬，
不太糯的，做出的圆子不成形，选择糯性中和
的为最好。等到再过两三天就过年的时候，母
亲便开始做糯米圆子了。她先将买来的糯米
淘洗两次，沥干，然后蒸熟，倒入一个大盆子中
冷却。利用这个空档时间，母亲会把事先洗净

煮熟的肥瘦均匀的腊肉切成米粒大小的碎末，
再把洗净的葱、姜、蒜等同样切成碎末。等这
些都准备完毕，蒸熟的糯米已冷却得差不多
了。于是，母亲开始把事先挑选好的大个儿的
七八个土鸡蛋打碎后倒入熟的糯米中，再放入
切好的腊肉及葱姜蒜等碎末，再撒上一些花椒
粉、盐，倒入一点香油，放入少量淀粉，完美。
然后母亲便开始做最费时费力的一道工序
——捏腊肉糯米圆子。

母亲首先会在这个大盆子里把所有的食材
全部搅拌均匀，然后就不断地揉。她得把这些食
材翻过来翻过去十遍，三十遍，五十遍，已然记不
清，直到这些食材之间互相产生黏性、母亲已累
得不行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些食材捏成一个个比
鸡蛋略小的均匀的圆子。母亲每次做这道工序
时，我总看到她常用手背捶打自己的腰际。

当母亲把捏好的糯米圆子整齐地摆在蒸
锅里，两层，足足有五六十个。等年夜饭吃一
些，剩下的，足可以让我们几个馋嘴的姊妹在
春节期间一饱口福了。

刚蒸出的腊肉糯米圆子最是诱人，透着腊
肉的香与鸡蛋的黄，咬上一口，酥软爽心。吃着
这些母亲做出的糯米圆子，满是幸福的味道。

街上的红灯笼又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我知
道，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知不觉中，我竟
然走进了超市。原来，我是时候该去买点上好的
糯米了。（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红梅花开
风中幸福的吟唱，诱惑了一颗颗尘封的心。
红梅开了。一朵红梅开了，一树红梅开了。
浪费了春天的繁华，夏天的热烈，秋天的圆

满，它不再沉睡，它醒来了。不放肆，不张扬，一
朵朵纯正的红，像一片丹心，一簇爱火，沐浴雨
露，临风而立。那是细小的一念，那是长久的沉
思，每一朵梅都自有风骨，每一朵花都自带光芒。

梅开无声，却有着无限意蕴。含苞的，像
迟到得太久，凝结的血色泪珠，又仿佛正蓄积
力量，快要启程的好梦。而那些怒放的，则睁
着灵动的眼睛，看不够静观的富美和秀丽，一
动不动，争分夺秒，专注又痴迷。

丝绸的花瓣，粉嫩的花蕊，都是深刻的画笔。
我是闯入画中失神的云朵，红梅细小的火

焰在触碰我，在点燃我。
不止一刻，不止一时，我停在静观，挪不动

脚步。呼吸着馨香，我的枯枝上竟也萌生出爱
的火星，它一次一次迸射，一点一点明亮。

对山居遇鸟
它应该是有名字的，但我叫不出，如同我

叫不出那些昂贵的花木。
从琐事中抽身，我们停在对山居，和一个

个盆景对视，并一路撒下赞美之词。
只有一只鸟没有发出声响。是太过孤单，

还是受了语言的感染，它飞过来，加入了参观
的团队。它落在我身边的展台上，并不惊慌，
甚至比我们更从容，淡定。

这是一只袖珍的小鸟，小眼睛是圆的，小
脑袋是圆的，小身子也是圆的，像一个金黄的
符号，圆满的信号。

我发现我错了。它光临展台，只为提醒
我们，欣赏这些精致的花木，要把自己放低，
才能看到美的背后，那些压抑和隐忍，那些
倔强和坚持；才能看清美之上，一份浓缩而
缓慢的爱，一颗持久而温热的心。

但它什么也没说，它不说出一棵小树内心
的博大，也不说出一块顽石相守的执着。它熟
悉静观的寸草寸土，一花一木；它清楚人们的
所思所想，一言一行。它始终守口如瓶。它知
道，它只要轻轻展翅，就可以停在盆景的山石
上，激活一首诗，灵动一幅画，成为风景之上的
风景，成为美叠加的美。那首诗，那幅画，一定
会是对山居奔跑的传说，为众人追捧，喜爱。

蜡梅处处香
擦亮玲珑的心事，就香了一山，一村，一冬。
多么热烈，花挤着花，心贴着心。一枝枝，

一树树，金色的小嘴迫不及待吐出连珠炮，说
着山好水好，静观好；说着花美人美，相聚美。

走进静观，走进万亩蜡梅，香在漫逸，香在
溺爱，香在占领。人围着花，花拥着人，人在
笑，花在笑，这是怎样一片荡漾香浪的海洋？

在灿烂的语言里迷醉，我愿意成为枝头的
小女儿，不惧风雪，不畏严寒，提着鲜亮的裙
裾，越冷越俏，越冷越艳。

凌寒的傲骨最是勾魂。
在静观，确实适合静观。静观蜡梅的花枝

举起500年悠久的历史，静观蜡梅的骨朵写出
沉默的土地激情的感言，静观蜡梅的奉献带来
家园的富裕和幸福的欢歌。

一年一年，蜡梅在行走，静观在行走。一
朵朵，都是唯美，一束束，都是收获。

走过静观，谁也不会空手而归。他带走的
是清雅，她带走的是高洁；他带走的是愉悦，她
带走的是满足。（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坚持阅读使人终身受益，古贤对读
书有精彩的比喻，试析几例共赏。

其一，以日喻读书，西汉经学家刘向
说：“少而好学，如日初之阳；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青
少年正值豆蔻年华，精力充沛，蓬勃向
上，恰如“红日初升，其通大光”，是学习
的黄金时期；到了壮年，虽已成家立业，
至鼎盛阶段，但人生苦短，学海无涯，需
趁势而上，扬长避短，勤学不辍，发扬光
大；时至晚年，尽管生理和心理不如从
前，将夜幕笼罩，满目凄然，万物隐失，
但不必伤感悲憾。老有所学，以学促
乐，正如点然一支蜡烛，黑暗顿消，光明
即至，夕阳美景自当别有一番情趣。

其二，以月喻读书。清代人张潮在
《幽梦影》中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少年
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
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因阅历之
深浅所得之深浅耳。”同样是一轮月亮，
由于少、中、老三个人生命阶段的年龄
和阅历不同，“隙、庭、台”观月的地点有
别，“窥、望、玩”月的方式各异，所看到
的情景和收获就大相径庭。前者仅可
观其一、二，中知只能略知大概，惟独后

者高处台上，眼界开阔，便能深得其精
髓。读书亦然。阅历深者方能晓其三
味，识其真谛，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
然”的境界。明代思想家吕坤：“进德修
业在少年，道明德立在中年，义精仁熟
在晚年”的名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其三，以雨喻读书。董桥先生认为，
人读书就好比听雨一样，年年有别，所
得就各不相同。同样的人，在不同年龄

“听雨”，有着不同感受，即“少年听雨歌
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
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
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在他看来，年轻时
读书往往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略知表
皮，理解不深，领悟不透，及至历经沧桑，
饱经世事三晚读，方能品出书中真味，
悟得深远意蕴，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

而我正当壮年，匆忙的商务之余，
也手不释卷，从阅读中我真有“庭中望
月，听雨客舟”之味。原来读书是无声
的老师，使我之心灵得以净化，人生得
到了充实。于是我便在职业的商旅生
涯中寻到了一片宁静的天空，实乃吾之
大幸矣！

（作者系璧山区作协主席）

而我正当壮年，匆忙的商务之余，也手不释卷，
从阅读中我真有“庭中望月，听雨客舟”之味。

读书之味 耕夫

快/ 乐/ 笔/ 谈
一年一年，蜡梅在行走，静观在行走。一朵朵，都是唯美，一束束，都是收获。

静观，蜡梅处处香
（三章） 泣梅

吃着这些母亲做出的糯米圆子，满是幸福的味道。

母亲的糯米圆子
吴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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