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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又要过年了。
央视财经报道，今年的春节度假，国人

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不愿“宅”在家里的
人多了，走出家门、走出国门旅游过年成新
风尚；二是以前是老人在哪里，“年”就在哪
里。而今是孩子在哪儿，“年”就在哪儿。
因此，今年的春运大有送出家门去“游”的
多了，迎进家门“聚”的少了之势。

何许真的是老了。看了这样的报道，
心里好一阵失落——没了几代人的同室欢
笑，没了一家人围桌搓汤圆包饺子的快乐，
没有了孩子们在家院里一起疯一起闹，一
起放烟花爆竹的“年”，还是我们记忆中的

“年”么？回家过年，和家人相聚一堂，吃一
顿“团年饭”，真会不再是为了生计而分飞
一年的劳燕们的期盼了么？

打从1985年3月那个春风拂面的日子
开始，我从川维厂调回重庆工作，已经30多
个年头了。那以后的20多个“年”里，我理
所当然地在家过；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温温
暖暖的亲情呵护；理所当然地，一年复一
年，那温暖，不稀罕了。

忽地有一年，应该是2004年吧，到国
外去度假过年的“现代风”刮来，稀罕了。
自以为总“不落俗套”的我心思一动，大年
三十那天，和几个朋友登上了去德国慕尼
黑的飞机，玩儿“时尚”去。

飞机轰鸣着在异国他乡的上空飞行，
年纪不轻的外国空乘服务员的确很周到。
体贴的微笑，躬身低首的问候，虽然语言不
通，那被悉心服务的温暖，还是被舒服地塞
进了心底。

突然地，仿佛一阵冷意袭来。是家里
人该吃团年饭的时候了。失落，茫然不知
所措的失落，心一下子空了。脑海里晃动
的全是家人“团年饭”的情景！

——妈妈端上她至少炖了半天的鸡鸭
混合汤，姐妹和嫂子们围成一桌在搓汤圆；
屋外的鞭炮声有一档无一档地响起，难得
一聚的侄儿侄女们闹成了一团，我仿佛听
到老妈在嘀咕：就差老三了，不晓得她下了
飞机没得……

热潮漫上眼眶，我想家了！
我16岁离家，当知青，当工人，当教

师。在他乡的10数年间，记忆最清晰的就
是每年春节千辛万苦地往家赶的情形。在
农村时，回家要坐火车，而火车票就是难

买。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怎么也买不到
票。眼看就要过年了，有两个同乡买到了
票，我就跟她们一起到了火车站。她们上
车后，偷偷把我从背后的车窗拉了上去。
途中查票，被一位中年妇女逮住了，她坚持
要赶我下火车。我又害怕又委屈地大哭
着说：“孃孃，要过年了，我要回家，我想回
家……”

许是那哭声太凄切，也许是那妇人家
也有在外的亲人，我的哭喊竟把那张紧绷
的脸逼出柔情来。她旋即红着眼眶喃喃
道：回家吧，回家过年吧……于是我又惊又
喜又怕地逃过了一劫。

后来招工到了川维厂，人要过年，机器
是不休假的，总得有人要加班守着。为了
换出春假那三天假，我真是年年绞尽脑汁
费尽心机。离“年”还差两个月，就开始和
家离厂近的同事换班，常常是要两天的班
才能换春节期间一天的班。要是休假没
换够，我就装病，找医生开病假条；或者请

事假，甚至不惜谎称爸妈病了等等。那
时，那个愿望太强烈了——我，要，回家，
过年！

往事一幕一幕在眼前搅动，我弄不明
白，许久以来，这些记忆怎么都慢慢消失
了？那些恋家的感受怎么会就悄然变淡
了，乃至于我竟动了心思，要在家人团年的
日子里，登上飞往异国他乡的飞机？

兴许，家与我们，犹如恋着的情人，朝
朝暮暮在一起时，不觉亲；离开了，思念才
会痛！

那一刻，我决定，在今后的日子里，不
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每一个“年”，我都要
在家里过；每一年辞旧迎新的钟声，我一定
要和家人一起听；每一年的初一，我都要守
候在老父老母身边。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这样的念
想，只有离乡背井的游人才能真切地感受
其愁；回家过年，老老少少相聚团年饭，既
是古往今来中华游子一年里最强烈的盼，
也是守候在家的老父老母，幼儿稚女一年
里最巴巴的望！

无论你身处何方，家，总是牵着我们心
底的那根最柔软的情思，“年”总是我们释
放“家情感”最温暖的归宿。

“年”在家里，阖家团圆才是中国“年”！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年”在家里
陈薇莉

清晨的凌冽中，看见一个女人由城郊
向居住小区走来。

她套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服，又宽又
大长及齐膝；脚蹬一双塑料黑筒靴，还留有
新鲜的斑斑泥痕；灰布做的袖套高高遮过
手肘，一个发髻松散地挽在脑后。唯有领
子是认真翻出来的红色，显露出女人的一
丝讲究。走近了，一张黑瘦的脸庞凑到我
的面前，从黝黑中渗出颗颗小豆子般的汗
水。女人一双粗大的双手一前一后紧抓着
绳子，独自拉着一辆“板板车”，应该不轻
吧，每走一步脖子总不由自主地往前伸一
次，那怪怪的行走姿势极像一只逆水浮游
的鸭子。

如今城内“板板车”本已少见，偶尔见
着，也总是力哥们拉着回收的纸板泡沫、废
旧家具，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都与一些肩挑
背托的脏累力气活儿画上等号。如今见着
一位女人摊上这般负重的体力活儿，脑子
里暗自揣测她背后的故事，不知是受着什
么样的苦才让一个女人顶上了男人的活儿
呀，同为女人，不由涌上丝丝心疼。

女人就这样缓缓从身边路过，好香
啊！这不是一辆普通的“板板车”，上面满
满成堆的竟然是集束成捆的腊梅，路灯下
色似蜜蜡，形如垂铃，在风中一路摇曳，撒
落金黄色的星星点点，飘出蜜糖味的清清
甜甜。腊梅，果然配得上“枝横碧玉天然
瘦，恋破黄金分外香”的称颂，即使一架“板
板车”载之，也因了这一位清雅之物，让这

“拉车的”多了一些应有的女人味，怎能不

爱这样装着满满金黄的一辆香车？擦肩而
过即可领略那馥郁浓烈的彻骨之息！

或许天色太早，或许未到理想卖场，女
人并未起声叫卖。倒是女儿为香气所吸
引，嚷嚷着非要看花，待我叫停女人时，竟然
成为了她的第一位顾客。花的买卖好些都
关乎花本身之外，讲究的是约定俗成的花
语，或如玫瑰之爱情，或如康乃馨之亲情，腊
梅没那么讲究，香气似乎是唯一的卖点。每
年都会在这个时节买一两束，或供一枝入瓶
置于书案，或放一把于车内，顿时香盈满室，
久久弥漫。但，往年都是男子拉车售卖。今
日，这一车花香确是一位女人的货品，这一
辆板车也因为一位女人成了香车。

虽然，重庆城里冬日难见雪至，然我固
执地认为这一车腊梅定是凌寒独开、踏雪
而至，看那女人颧骨处的红晕和手指上的
皲裂，也一应印证这花这女人是千霜万雪，
受尽寒冷折磨。于是，我暗暗决定不予还
价，一来如此玲珑之腊梅理应配个好价钱，
二来如此辛劳之女人理应赚个好收入。然
而一询价，却与去年无异，半人高的腊梅三
枝一束，十五元即可拥有。于是多买几束，
满满拥入怀中。

“大姐，这些花是你进的货还是自己种
的呀？”

“我们各人种的，种了大半坡哟。”
“生意好不好呀？”
“好卖得很，这一车晌午边就要卖完，

下午我还要再去拉一车。”
我随口相问，她答得眉飞色舞，颇为自

豪。看着满满一车的花儿，那一朵朵金钟
倒挂的小小腊梅，想它花开春前，实为百花
之先，尊为岁寒之友。不由漫想，若我也有
这卖花女人的半坡花山该多好呀。我为之
前对女人这负重劳动者的怜悯感到惭愧。
我们无非是以不同形态共同生活的凡人，
又以各自的方法共同装点着各自的生活。
这迷人的花香，是对她劳动的奖赏，也是对
我生活的馈赠。对劳动，或许我们只需默
默的尊重和虔诚地行动。

告别女人，我手捧清香，轻盈快步，一
路上花枝在空气中划过道道香痕。多么奇
妙的冬日之晨，因为偶遇一个貌不惊人的
乡下女人，因为邂逅一车精致玲珑的寒客
梅香，让“板板车”染上一层浪漫，让寒风平
添一丝温暖。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清晨卖花女
李娟

我喜欢坐绿皮火车，这一点，大概是源
自青春时期的一些经历。

仔细捋一捋我的青春时期，好像也没
有太多高光时刻。和大部分人一样，有过
闹腾、有过眼泪。

那时，我常在校园里诗意纷飞。带上
几个好友，在小湖边的长凳上，激扬文字、
舌灿莲花。夜晚熄灯，八人间的大宿舍里
仍躁动不安，我们的思绪在现实与黑夜中
交错。

终于，在一个凌晨，我订了一张去厦门
的绿皮火车票，想在祖国的东南沿海吹一
下海风。

当我的室友刚从梦境中醒来时，我早
已乘火车沿着江西的省境线摸黑潜入福
建。

在行驶缓慢的绿皮火车上，我时而和
江西老表们勾肩搭背，时而和几个闽商促
膝长谈，顺便打听点致富门路，为毕业做准
备。

那时还是夏天，汗味、浓烈的泡面味混
杂着旅途的疲惫弥漫在整个车厢里，这是
长途绿皮火车的共同基调，席地而坐、没有
足够的活动空间。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地

方，里面也滋生着温情和浪漫。
也许，旅途的劳累、疲惫侵蚀着在这的

每一个人，但是你却可以卸下所有包袱，去
看看窗外的山川河岳、感慨祖国的辽阔多
彩，或者去和陌生人搭话聊天。反正到站
后，彼此也会迅速淹没在人海中，不必担
心、也没人会较真。这也应了那句“来自五
湖四海，去往四面八方。”

回来后，我和一个重庆的朋友交谈起这
段经历，他却告诉我，去重庆那边看看吧，他
来湖南走的是渝怀铁路，有一段线路是穿越
武陵山区，可以看到墨绿的乌江。我当时没
到过重庆，只知过去的“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心想着以后一定要去那里感受一下。

这些年，我也时常被汹涌的人流裹挟
着，推进一个车站，又推出一个车站。随着
国家交通的飞速发展，“高铁名片”走向世

界，我已经慢慢习惯出门就坐这疾驰平稳
的“白色骏马”。

真正再坐上绿皮火车，已是我在重庆
参加工作那一年了。当时，我响应国家号
召，参加选调招考，去了万州基层农村。

其实，我的母亲也曾到过万州。那是
三十五年前，母亲来万州念书，从岳阳的城
陵矶港出发，上水船，需要两天两夜，还要
带上换洗衣服和干粮。有时，人生就是这
么巧。

哐当的铁轨声，把我从思绪里一下拉
了回来。列车走的是达万铁路，过了达州
后就往库区里走了。车至梁平，山便逐渐
高了起来，我看着窗外，想着即将面对的未
知，情绪开始有些起伏。

下车到站后，我查了查公交，准备去报
到。我似乎看到有送别的情侣在忘我地拥

抱，有外出打工的人呆站在进站口踌躇，有
小姑娘气喘吁吁地提着大箱子赶车，也有
移民回来探亲，眼泪模糊四处张望，在熟悉
的故乡打捞自己年轻的容颜。

在这样的小站，相遇和分别都在一天。
我提着行李箱往公交车站赶去，看着

这个日渐繁华的城市，我不由得攥紧了手
中的报到介绍信，眉间逐渐舒展。

感谢这趟绿皮火车，带我驶向了一个
新的生活。

1953年，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正
式通车运营，几十年过去，重庆已是国家规划
的4个“米”字型高铁枢纽之一，京昆、包海、
兰广、沿江和厦渝5个通道在此交汇。

高铁时代，绿皮火车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独自停在空旷的年月里，时而隆隆作
响，时而寂静如歌。但是，在我心中，它那
斑驳的座椅上，也许承载了我们每一个人
远去或归来的梦。

（作者单位：重庆市交通局）

我与绿皮火车
刘哲

依靠或者依偎 不为那场雪
只为那个叫大雪的节气

其实 那晚真有一场大雪应景
只是我们沦陷在意念的春天里
不可救药地要让岁月开花
全然不知
丰满的雪夜 我们举重若轻

四周起伏的山峦
被一支锋利的宝剑直指

我感受到你指尖 诗意暖甜
我的掌心 轻轻滑过脊背
然后在一个拐弯的路口
走过踏雪寻梅的幽径

丰满的雪夜 留白
覆盖飘摇的记忆
让所有的柔软都爱上了柔软

（作者单位：宜宾晚报社）

丰满的雪夜
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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