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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管描春添绿韵，
金杯酹酒撒红包。

志在寅年，虎威雄五岳。
情凝卯岁，兔颖秀三江。

玉兔催春，虎翼追鹏翼。
雄狮逐梦，龙章共凤章。

为盛世放歌，龙章焕彩。
与小康签约，兔笔生花。

畅饮佳酿千盅，燃烧年味。
欣醉桃花十里，温暖春心。

（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曾卓

玉兔红联靓九州

一

这个冬天分外漫长
雪花肆意的飞舞着
把我的身影
拉得老长老长
在故乡的田野
积雪覆盖了一幢又一幢的瓦屋
昏黄的微光下
村庄是宁静的
青山是宁静的
走在故乡的小路上
我听到雪花的声音
乡关何处
这些起伏的群山
这些袅袅的炊烟
让时光显得安静而悠远

二

过去的一年
疫情与酷暑高温、山火
一轮又一轮袭来
在时间的门口

我不停张望
大疫三年
把我的时间和空间
围在了一个很小的区域
我就在这儿画圈
不停的转呀转
像故乡的磨盘
转来转去
感觉生命的气息在一点点淡去
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
却再也没有转回原点

我还是感染了
在痛苦的咳嗽中
回味父亲生病的日子
我从来没有如此真切的体验
疾病对父亲的折磨
所有的温情
都没有逃过时间
在有些发黄的本子上
我在2023年的开头记下——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任时光匆匆
任天地羁旅

三

墙边的三角梅
露出有些枯瘦的枝条
在风中招展
处于混沌的状态
天空很寂静
屋子里也很寂静
从来没有如此对天气敏感
这个冬天异常的寒冷
一阵又一阵的寒意
穿透我的衣衫

我特别期待2023
希望这是一个好年景
春天更加的绚烂
燕子如期而至
在池塘或者江河
划出时光的影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一直很乖，很温顺
有时候也很聪明 甚至雌雄难辨
当然，我并非全是正面形象
有一次和乌龟赛跑 因为树下一睡
成了千年笑话。其实那只是人类哲学
作为一只兔子，我真没必要和乌龟赛跑

传说中 我也有着高贵的归宿
在月宫，和美丽的嫦娥姐姐相伴起舞
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捣制治愈寂寞的药
那是千年的相思 一声声响彻寒冷的苍穹
只有我知道，因为她爱得太多
所谓寂寞，只是一个传说

在人间，我吃的是草
却长出温顺的皮毛和鲜嫩的骨肉
我性感而生动的嘴唇
一旦移植到人类，就成了残缺
需要安抚和矫治

面对命运，我只是温柔地等待
甚至渴望那些锋利的刀子把我分割
那么，我的血液，我的灵与肉
将很快进入麻辣鲜香的意境
兔年吉祥，味道不错
那些吃进体内的草啊，春风吹又生
弥漫人间的快乐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生肖作为中国悠久的民俗文
化符号，起源与动物崇拜有关。按
照十二生肖纪年法，农历2023年
属于兔年。兔，乖巧伶俐，机敏聪
慧，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与向往。

每一种生肖都有丰富的传说，
可是关于生肖兔的传说里兔子的
运气却不尽如人意。兔在十二生
肖里排行老四。传说兔子的隔壁
住着黄牛，他俩相处融洽，以兄弟
相称。有一年，玉皇大帝下令，所
有动物都要在正月初九这天来祝
寿。并以到达的顺序选定十二种
动物，作为通往上天之路的守卫，
并按年轮流值班。身手不凡的兔
子，自诩长跑冠军，第一非它莫
属。而牛身体笨重，行动缓慢，要
和兔比赛跑步，结果可想而知。可
是，牛却踏实憨厚，凭着一股坚忍
不拔的牛劲，终于练成一双“铁
脚”。在正月初九这一天清晨，鸡
刚一打鸣，黄牛才起床，兔子就飞
奔出家门。兔子跑了一阵见后面
没有人，就在路旁呼呼大睡。这一
觉醒来，黄牛早就跑到天宫。老虎
也脚下生风，兔子赶紧追去，还是
落在其之后。

上天赐予了兔子机灵敏捷的
天资，可是无论“兔牛赛跑”还是

“龟兔赛跑”，它却总以失败告终，
似乎对兔子有些不公。然而，排行
老四的兔子，却是月宫神话中唯一
的动物。月光清辉，与嫦娥相伴的
玉兔又被称为月亮的代称。每当
中秋月圆，人们仰望夜空中的皎皎
明月，总会寻找那一只玲珑可爱的
玉兔。这岂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

今生与兔结缘，因为我属兔。
记得读高中时，同寝室有一个

女生和我同名同姓，还属兔。于是
乎，这样的巧合，我们成为了好朋
友，上学放学形影不离。有一天，
她很神秘地抱来一本书——《飘》，
让我和她一起看。那是我第一次

看这么厚重的外国名著。我很快
被书中的人物吸引：斯嘉丽——叛
逆倔强的女孩，勇敢守护家园，大
胆追求幸福；梅兰妮，善良温柔，看
似柔弱，骨子里却透着坚强。我们
看得如痴如醉，甚至当寝室熄灯
后，还要点上蜡烛看到深夜。

然而有一次，我和她闹不愉
快，也是缘起兔子。我在街上看到
憨态可掬的小白兔，就忍不住买回
家喂养。她到我家来玩，立刻迷上
了小萌兔，让我借给她养几天。可
是一周后，她再来我家时，神情有
些慌张。等我问起，她却告诉我，
兔子寿终正寝了！我当时气得和
她绝交的心都有！

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寝室八个
女生，除了最小的两个属龙，其余
六个女孩都属兔。于是大学三年
里，我们都以姐妹相称。

大姐个子最娇小，但是为人却
精明干练，属于鲜明的“兔子”性
格。无论寝室发生了什么事情，她
总能最快冷静，想出解决办法。四
姐温柔恬静，说话轻言细语，为人
善良友爱，是一只羞答答的“温柔
兔”。可寝室里排行老三的，一反

“兔”之常态，豪放粗犷，哪里有不
平，她总会拔刀相助。

作为“兔尾巴”的我，排行老
五，她们都喊我五妹儿。“五妹儿，
五妹儿……”叫着，叫着，就被改成
了“妩媚”！“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
离”。我对着镜子的时候，捧着脸，
眯着眼睛，偶尔神思恍惚：这兔精
会不会也有一副媚态呢？

最小的一只“兔子”老六，却是
快人快语。所谓“静如处子动如脱
兔”大概就是这样。老六喜欢阅读
写作，文采飞扬。她常常在寝室里
和我们谈纳兰性德、仓央嘉措的
词，聊海子、舒婷的诗，分享贾平
凹、张贤亮、张抗抗的小说。老六
自己还写了小说，我们还一起阅
读。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寝室里最

引人注目的当属二姐。她身材高
挑，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眉清目
秀。加之她1米75的个子，不管走
到校园哪里，男生回头率百分之
百，绝对的一道风景线。而且二姐
性格文静，平时少言寡语，总爱对
着你甜甜一笑。我想二姐应该是
传说中的玉兔吧！开学不久，就有
男生悄悄递来纸条，约二姐出去散
步，倾慕者可是不少。

我们常常躲在寝室门口，帮二
姐把关。要看追求者是否五官端
正，一表人才，能否配得上我们仙
女般美丽的二姐。

记得一次，一个神秘男生托人
约二姐下晚自习在书店里见面。
他越是神秘莫测，我们就越是好奇
心胜。当然，我们也是一群“护花
使者”，保护二姐责无旁贷。晚自
习一下课，我们就背上书包，和二
姐去赴约。等二姐一人先走进书
店，找一个座位坐下后，我们也若
无其事地在书店里闲逛。假借翻
书的时候，眼睛不时斜瞥一眼，看
看神秘男生出现没有。可是，不知
道是我们的行动被暴露了，还是那
个男生突然变卦，我们等到书店打
烊，始终没有一识庐山真面目。只
好悻悻而归。

大学三年，在我们嘻嘻哈哈、
哭哭闹闹、疯疯打打中过去了。我
们常常秉烛夜谈，笑声不时在走廊
里回荡。我们一起去学校的后山
野炊，采栀子花。我们策划逃课去
逛街狂吃……那些飞扬的青春，那
些美好的遇见，那些纯真的情谊都
鲜活地存放在记忆深处。偶尔不
小心触碰，总会在心湖泛起涟漪。
才知道有一种回不去的时光，只能
留给怀念。

即将到来的农历2023年，又是
兔年，属兔人的本命年。或许，你身
边也有属兔的朋友吧，请你珍惜与
他们的相遇。因为，他们大多都是
善解人意，温柔真诚的“兔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若言风景异，三峡此为
魁”，郭沫若曾如此赞叹三峡。
三峡东起南津关，西至白帝城，
浩浩数百里，风景迥异。历来文
人骚客赞叹不止，尽人皆知。然
而，三峡两岸民风民俗自成一
体，异于常俗，恐世人知之者
寡。这里仅谈谈三峡年味与猪
头。

每逢除夕，三峡人家户户必
煮猪头，成为过年的一道年味风
景。每年此时，大人小孩齐动
手，把家里的猪头搬出来在院坝
里架柴火猛烧。浓烟升腾，腊香
四溢，清水洗净，架大铁锅炖
煮。不一会，满院肉香，飘香全
村……

猪头炖熟后，用大盆盛装。
全家人围一圈，由家长掰开猪头
骨，将猪头各个部分如猪耳朵、
猪眼睛、猪拱嘴、猪脸肉、核桃肉
等分类装盘。小孩子看得直流
口水，掰猪头者时不时地将小块
瘦肉塞进小孩嘴里，脸上绽放出
慈爱的微笑。同时，三峡人家过
新年用猪头祭祀祖先，既祈求祖
先护佑，也请祖先一起过新年。
向祖先“报告”一年的收成和“后
人”们一年来的奋斗成果，祈祷

新年有个好开“头”。
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也有

家里过年没有准备猪头的人
户。全家人因家里缺了猪头而
深感过年无味。因而，猪头在三
峡人家的新年餐桌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据一些文学作品影
视作品描述，在解放前旧社会，
穷人家举全家之力，好不容易弄
个猪头过年。却常常被地主逼
债强行拿走猪头，全家人撕心裂
肺嚎啕大哭。家里餐桌上没猪
头几乎等于没有新年，无法向祖
先“交代”。

如今的三峡人家生活富
足，电脑、智能手机、自媒体平
台等信息化工具不断演进。餐
桌上准备猪头过年早不是难
事，还搭上现代化手段相互拜
年。晒猪头、祭祖先、请团年
饭，三峡两岸红红火火过大年，
开启过年新模式。三峡人过年
吃猪头的那份情结一直留在心
中，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
来不曾褪色。三峡年味中的猪
头情结作为三峡人文特色被传
承发展……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

杜术林

2023年的门口

生肖：兔
——组诗《十二生肖或动物自白》之一 郑劲松

与兔结缘
林夕 蒋和平

三峡的奇异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