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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一杯暖冬

丽丽
日抒怀日抒怀

■■马俊马俊

每到冬天，热饮就成了我最亲密
的伴侣。杯中是什么饮品并不重要，
茶、咖啡或者是热水，最关键的是一
杯在握的舒适感觉，似乎生活中所有
的温暖和幸福都握在手心里了。

冬日午后，我握着一杯热茶，坐在
阳台上晒太阳。玻璃窗宽大明亮，阳
光缓缓地挪移着，手中的茶杯微微烫
手，正是我喜欢的温度。微烫的感觉
有点小刺激，又不至于握不住茶杯，那
样的温度反而会让你握得更紧。怕温
度会流失掉，我两手合拢，几乎是抱着
茶杯。暖意从手中开始“热传导”，从
肌肤传到骨子里，从手中传到心里。
静坐在窗前，看鸟儿在冬树上跳荡，冬
天的意趣呼之欲出。一窗，一椅，一
杯，足以让我觉得冬天是温暖宁静和
安妥幸福的。

握一杯暖冬，怀想似水流年。冬
天是适合遥想过去的季节，适宜在缓
缓地流光中清点过往，捡拾幸福温暖
的碎片，沉淀温情动人的情感。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冬天经
常要学习到深夜。我在灯下学习，
母亲默默地织着毛活儿陪我。我让
她早点睡，她总是摇头不语。安静
的夜里，我翻书放笔的声音显得格
外真切。母亲听到我把书放下，便
起身去给我倒热水喝。那时我用的
是一只硕大的白瓷缸，可以盛很多
水。母亲把水放到我的桌子上，轻
声说：“歇会儿吧！”我放下书本，把
缸子端起来放到胸前，双手捧着，
热水的温度暖暖地传递着，如同母
亲的爱一般。我享受着寒夜里短暂
小憩的轻松，也享受着微烫的热水
带来的温暖。掬一捧热意在胸，觉
得再辛苦也有温暖在手，有幸福在
心。

刚参加工作那年，一位男同事

毫无征兆地送给我一只漂亮的水
杯。同室的女孩打趣说：“送杯子代
表 一 辈 子 ，人 家 这 是 在 向 你 表 白
呢！”我的脸微微发烫，不好意思地
笑了。他正是我心仪的人，如此借
水杯表心意，可见用心了呢。可是，
我却迟迟等不到他更明了的表白。
多少次，我握着杯子，低头想着心
事，杯里的水也喝得心不在焉。喝
不喝水不要紧，有水杯在握，千回百
转的心思就有了寄托。再后来，他
竟然托别的同事对我说这件事。我
内心欣喜，却佯装生气地说：“他自
己怎么不说，胆小鬼！”几经曲折，我
们结婚了。我问他，送杯子是不是
表达“一辈子”的含意，他说，是！那
个年代，爱就一个字，可要说出来很
难。结婚以后，每当我晚上加班工
作的时候，他会送上一杯暖暖的饮
品，让我休息一会儿。手捧热饮，心
有暖意。

我有一位朋友，多年来一直不离
不弃。一直记得我们相识的过程，那
年我们同时参加一个比赛，我获得了
二等奖，奖品是一个床单；她获得了三
等奖，奖品是一只很漂亮的杯子。我
一向对杯子情有独钟，便用我的床单
换她的杯子。从此，我们开始交往。
这些年里，我们经常互送礼物。有一
年冬天，她去外地出差，给我买回来一
只特别精致的杯子，说要让这只杯子
陪我每个日日夜夜。冬天的夜晚，写
作累了的时候，我会喝一杯热饮。捧
着她送的杯子，心中是满溢的温馨。

冬天又到了，我依旧喜欢握一杯
暖冬。这种感觉你体会过吗？把一
种小温暖和小幸福捧在手心里，小心
呵护，用心珍藏，便会感觉得到了人
生在世最珍贵的东西。握一杯暖冬，
拥一世幸福！

短短
笛横吹笛横吹

■■ 安宁安宁

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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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寒风萧瑟，屋里植物绿油油的
在房间角落里茂盛地生长。这样的日
子里，我愿意乖成一只猫，安静在冬阳
里。在键盘上敲打着文字，与心底的声
音，在空中缠绕，幸福的感觉汩汩流
动。或者打理花花草草，让角角落落透
露出别致与盎然。或溯时间的河，潜回
吕氏春秋，检视“盛德在水”的流向。抑
或，在西风渐作北风呼时，站成一杆荷，
披一身枯黄，伴江梅。

跨入冬的门槛，时光滑向无边的苍
茫。风一下子瘦了，大地明亮空旷起
来，暖暖的夕照照耀着远处停留休息成
群的大雁，它们自盘古的那片天空，从
山海经里跋山涉水而来，与时令合辙押
韵。阳光奔赴万物的每一处寒凉。留

下的，活成节气的命脉。
岁寒见冬至。俗语有“冬至大如

年”的说法，这日，一家人要围坐在一
起包饺子。听说，数九寒天容易冻着
耳朵，饺子形如“耳朵”，吃饺子可以
保护耳朵。老人们说，吃了冬至饭，
一天长一线。盘腿坐在垫子上纺棉
花的老奶奶，这一天比前一天多纺了
一个花掬节了。那些灯火家常，笑语
不曾湮于风雪，温暖的心是寒冷中的
内核。

隆冬时节，会让我期盼有美味留香
唇齿间。下雪天，母亲买来猪骨头与白
嫩的萝卜炖汤给我们暖身子。开炖前，
母亲找出家中的古朴的黑色陶瓦罐，用
竹刷洗干净。看到岁月包浆散发幽幽

暗光的陶瓦罐，便觉亲厚温暖。骨头和
萝卜要在锅内煮一段时间，捞出后装入
罐内，再放旺旺的炭火上久炖。到了傍
晚，骨头汤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母亲将
陶罐取出，把骨头汤倒入汤盆内。低眉
之间，浓香扑鼻。享用了御寒而温热的
骨头汤，身上的寒气随着丝丝的汗珠挥
发而去，全身流动着温融融的热流。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冬至，
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天
寒地冻，本是最难熬的时刻，古人却悟
出了渡过难关的人生智慧，那便是：数
着过、耐心等、静心期待。

冬季，在一段悠长的时光的自处
中，拥有一份气定神闲。画九、数九，是
冬日里的雅趣。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九个字，
每个字（繁体）都是九画，每天写一画，
不疾不徐，就这样日日数到暖。九尽桃
花开。

元代诗人杨允孚曾写过一首九九
消寒诗：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
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
株。他特地加了一段注解：冬至后，贴
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
涂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作杏花，即暖
回矣。

冬至。唇齿一开一翕，吞吐哲学的
玄机。

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看冬至
放大成生命的门坎，在既近换岁的时候
换了心境。站在物质丰沛的日子里头，
我的思想慢慢延伸了去，如轻烟一样散
开，走向冬至的深巷，带着岁月清寒的
味道。

在家乡，人们把冬至称为“交九”或
“数九”。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
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
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

九九歌是我从小所熟知的，那时父亲总
说，数九数暖。对这话我却并不了解，
甚至灵魂发问：明明一天冷似一天，怎
会暖？

虽对此话有不确定，但数九天，我
对糖葫芦的热度随着气温降低而上升
却是一定的。看到街头隐约有卖糖葫
芦的推车便追了出去，那插满麦秸棒
的各种冰糖串儿，像颤在枝头的花儿
果儿，剔透的晶莹，是我眼中琉璃世界
里的冰雪红梅。若说糖葫芦，放在小
时候更有创意。水果软糖桔瓣样的桃
粉橙红水绿串在一起，裹在透明的冰
糖里，随着不断咀嚼，冰糖的冷脆和软
糖 的 甜 糯 融 为 一 体 ，成 为“ 限 定 顶
流”。那时，就连天气也对“冰糖”痴迷
不已。一场雪过后，会给你展示冰糖
大树、冰糖路牌、冰糖自行车、冰糖电
线杆、冰糖路灯……一切都散发着璀璨
的光泽，小伙伴们戏言：“再站一会儿，
变冰糖小人儿。”甜味令人愉悦，也是冬
日里的能量来源。橘子、杨梅、菠萝、黄
桃、葡萄水果罐头也都是儿时难得的美
味。在父母眼里，更是缓解孩子病痛的

“灵丹妙药”。
不知天上谁横笛，吹落琼花满世

间。故园，阳光，干草，冷霜和烟火，去
年的雪花和柿子挂在远山的灯笼，照亮
削尖了的风，还有回家的路。

每当岁尾，我用一句话总结过去，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遥想宋人杨万里的“独往独来银粟
地，一行一步玉沙声”。银粟纷纷扬扬，
一步步地踏雪之音夯实在心。

冬至了，今夜最长。
幸而，从明天开始，日渐长一丝，

夜渐短一分。仿佛于晦暗中得遇君
子，这份欢喜一天天地积攒，直至九尽
春回……

顺口溜，是民间流行的一种汉
语口头韵文，其句子长短不等，内容
丰富多彩，表情达意形象生动，念起
来又顺口又容易记住。

来源于生活的顺口溜，是一种
非常接地气的语言表达方式，如“老
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勤地不
懒，人懒地起碱”，细想，真还就是这
么回事儿。比如这地，好赖不说，人
要懒得一下也不想动，不用说庄稼，
地里头的草也长的锈毛打蛋不成气
候。那年我去南方，耳朵里成天都
是连猜带蒙的广东话、福建话、浙江
话、四川话、海南话，有天逛公园儿，
忽然听见俩女人用呼市方言叨啦，
感觉那个亲呀，真的就差点儿两眼
泪汪汪了。

在库伦三大寺参观时，偶然发现
一扇大门旁的青砖墙上有很多窟窿
眼儿，陪同我们的包大哥让我猜那些
窟窿的来历，我感觉是用手指头戳出
来的。大哥说对，就是那些等在外面
的人闲的没事干，用手指头一下一下

戳出的窟窿。因为不是一人所为，他
们在门外等待的时间也有长有短，那
些窟窿，也就大小不等、深浅不一。
我一下就想到了老人们常说的那句

“闲的没做的，绕墙厾窟子”，这顺口
溜，还真是来源于生活。

有很多汉字，看起来只差一点
一划，比如戌、戍、戊、戎、戒这五个
字，我一看见就头疼，但自从老师给
编了顺口溜，一下就分清楚了：“戌
横戍点戊中空，十字交叉就念戎”，
剩下那个，就不是问题了。

顺口溜惯用各种修辞手法，既
一针见血，又幽默风趣。

其实，如果把顺口溜放在呼和
浩特方言语境中，也更有韵味，更
具地域特色，如“墙头草，顺风倒”

“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骑了
个骆驼赶了个猪，可把那事情做了
个枯”这几句。

还有很多针对农业生产的顺口
溜，如“正月十五雪打灯，今年必定
好收成”“种地不上粪，跟上瞎圪

混”“大旱不误锄田，雨落不误浇
园”。“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
种白菜”，前头那个菜，指的是秋天
腌咸菜用的芥菜。我们桥靠村过去
种牛毛芥菜，虽然个头不如现在市
场上那种大，但长的紧致，味道和口
感也好，腌出来白灵灵的。牛毛芥
菜的缨子也是好东西，和芥菜疙瘩
一起下缸，冬天蒸猪肉山药包子，尤
其是山药油渣渣包子，捞点儿切碎
拌进去，绝对色香味美。

今天的赛罕区，是由过去的老
郊区发展而来，虽然年轻一代现在
都用普通话交流，但大多数因为家
里老人仍习惯使用方言，他们对此
地话并不陌生，能听懂，也会说。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喂上就吃，
掉过就踢”“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
的猪肉”；这几天又是一年一度的
杀猪季，有七大姑八大姨在村儿里
头养猪的，欢欢儿往回走哇，可不
要误了那槽头肉烩菜和油炸糕啊。

雪没完没了地下，一场接着一
场，好像这个冬天，雪对于大地的思
念，从未有过休止。

大道上人烟稀少。似乎一场大
雪过后，村子里的人，全都消失了。
空中弥漫着清冷的气息，一切都被
冰封在了厚厚的雪中。阳光静静地
洒在屋顶上，光秃的树杈上，瑟瑟发
抖的玉米秸上，低矮的土墙上，再或
灰色的窗台上。因为有雪，这些灰
扑扑的事物，看上去闪烁着晶莹的
光泽。于是村庄便不再是过去鸡飞
狗跳的样子，转而覆上一层童话般
的梦幻。走在路上的人，都是小心
翼翼的，似乎雪的下面，藏着另外一
个神秘的世界。有时候人打开门，
看到满院子的雪，会有些犹豫，要不
要踏上去，将这画一样的庭院，给破
坏掉。

母亲总是深深地吸一口气，发

一会呆，这才咯吱咯吱地踩着这世
上最干净的雪，给冻了一宿的鸡鸭
牛羊们喂食。父亲在天井里说话的
声音，也变得轻了。似乎像夏天那
样，扯开大嗓门训斥我们兄妹三个，
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鸡变得懒惰
起来，知道院子里什么也寻找不到，
便蜷缩在鸡窝的一角，注视着这一
片洁白的天地。

整个的村庄，于是封存在这样的
静寂之中。隔着结了冰花的玻璃，朝
窗外看的每一个人，眼睛里都充满了
孩子一样的好奇，似乎这个村庄，不
再是昔日他们习以为常的热气腾腾
的居所。那些爱闲言碎语的人，也变
得温情脉脉起来。房间里熊熊燃烧
着的火炉周围，是一家老小。知道这
时候吵架，没有多少人围观，男人女
人们也就偃旗息鼓，将所有的烦恼，
都化作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投进轰

隆作响的炉膛里。那里正有一辆漫
长的火车，从地心的深处，咣当咣当
地驶来。它发出的声音，在寂静的夜
里，如此巨大无边，人们将手烤在红
通通的火焰之上，忽然间就忘记了这
个世间所有的苦痛。

昆虫全都蛰伏在泥土之下。厚
厚的积雪覆盖着泥土，这个时候，如
果谁能将整个大地用巨大的斧凿挖
开，一定会看到密密麻麻的昆虫，比
如蚂蚁，金蝉，蚕蛹等等，全都沉寂
在深深的睡梦之中。没有什么力
量，能够将它们唤醒。它们的身体
里，依然积蓄着生存的浩荡的力
量。除了春天，没有什么，能够打扰
一只虫子的冬眠。

袅袅飘出的炊烟，将村庄的日
常琐碎，缓缓揭开了一角。一切都
像瓦片上因为热气而融化的雪，沿
着房檐，滴答滴答地落下。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宋小莉宋小莉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闲闲
情小品情小品

■■ 高雁萍高雁萍

顺口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