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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雪的冬天，风的语言
比剃骨的刀子还要尖刻
一片云被风拖着
从秦岭那边过来，让关中平原
干燥的面孔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然后，又四散而去。
焦灼和不安，继续
挂在人们心头

需要一场雪
如同需要一床被子包裹我的身子
在这个残酷的季节
我看不到什么素面而来的惊喜
看不到眼神中跳动的活力
未来的梦，没有苏醒
脚下依然是死一般的静寂

从电视里看到，一场小雨
很洒脱，在山梁之外盆地里飘逸
而我们的关中，怎么还没有带湿梦
带湿的信息来填平
纵横交错的皱纹

田野，小麦举着半截枯叶
它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挣扎

古明爱喝茶，说是喝，其实是
品，用心去品。古明喝茶很独到，
喝茶的时候，他总是要保持一副好
心情。

一大早，古明走进办公室，里
面明亮、宽阔、舒适，坐下来，外面
的花园一览无余，风光旖旎。他
一边观赏着美景，一边浏览着报
纸，他是坚决不吸烟的，也不太沾
酒，这大概是在喝茶中得出来的
一种修养。此时，办公室里的李
小姐会恰到好处地微笑着走进
来，手里端着个不锈钢盘，上面放
着一只精致的古铜色南泥壶和一
只玲珑的小茶杯，那漂亮的壶嘴
向上弯着，袅袅地吐着白气。李
小姐沏茶很是专心，首先，茶具家
什是经过严格消毒的，因为古明
是个精细人，又无别的嗜好，只有
喝茶最为讲究。给古明沏茶，电
热壶里的水是不能用的，为此，特
意给古明准备了一只酒精炉和一
把不锈钢壶，待水烧开，需稍待会
儿沉沉垢，再去沏茶，然后压好
茶，才能够送给古明。

古明拿起茶杯，先细细地呷上
一口，然后，微笑着点点头。他很
欣赏李小姐的细致入微，不光茶量
掌握的很有分寸，对水温把握的也
颇有火候。古明喝茶时是独自细
细地品，他最反感别人在这时候打
搅他，除非那些懂茶的人跟他论
茶。古明的嗓音好，洪亮，浑厚，一
口好听的普通话，和人论起茶来，
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让人很耐
听，他们会边说边饶有兴趣地喝
茶。对于茶，古明怀有浓厚的感情
和丰富的知识，红茶、花茶、绿茶、
米茶、麦茶……每一种茶他都能讲
出一个美丽动听的故事来。凡涉
及茶的事，古明都来劲，他很容易
激动，也很容易就把茶跟文化有机
地联系起来。若对方很有点茶的
功夫，他很容易就把人家当成兄妹
一样，彼此成了朋友。

古明虽然喝茶，爱茶，却用茶
不滥，饭后一壶茶，以精、淡为原
则。古明的茶友越来越多，他们送
来的茶他也乐意接纳，古明很骄
傲，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茶他都喝

遍了，甚至包括一些外国名茶。
古明60岁了，看上去却只有

50岁多一点，精神抖擞的劲头让人
看的眼热，别人问他的养生之道，
他笑着说，喝茶养生亦养性。退休
在家的古明，仍不失谈笑风生。五
爷成了他家的常客，五爷也爱茶，
只是茶道浅。现在，古明每天吃完
早饭，老伴就给他沏上一壶茶。她
知道古明的酸劲，便小心翼翼地精
心地沏好，再端到他面前，不知怎
么了，古明喝着总没有了过去的茶
味，不是浓了，就是淡了，再不就是
老了。久而久之，他渐渐有了怨
气，嫌老伴不懂茶道，就自个儿沏，
可喝着仍觉欠火候。

渐渐，古明就不再喝晚茶了，
喝了晚上准失眠。又过了些日子，
古明就只喝早茶了。

那天，五爷弄来二两好茶，用
红绸布包了一两来，古明很感激地
望着五爷，说他已经戒茶了。

后来，再见到古明，额头上的
细纹深厚了许多，嘴里还叼起了
香烟。

茶殇 ■彭波

以心情应对四季，春天是春心
荡漾，夏日有点心烦意躁，秋季则
在收获中静心思索，那么冬天又该
心安何处？把心藏在冬天里，融融
暖意，很温馨。

其实，品味冬季，就是感受一
种自然之藏：蛰藏冬眠，敛藏养生，
收藏心情。“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冬季的来临，意味着应该养精
蓄锐，休养生息，规避寒冷。

立冬以后，渐次拉开了晨雾、
薄霜、风寒的帷幕。我喜欢让空气
从窗外透进屋子，很清新。窗外，
河水虽寒，但更明澈；晨风虽冷，却
更清爽；严寒里，绿色消退；朝阳
下，阳光温和……所有的风情都多
了几许坚强与韧性，大自然正在冬
日里孕育着新生的轮回。

寒风横扫着空旷的田野，摇曳
着那些枯黄的残枝，冷清静谧。“闲

冬”可不闲，农民们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开始给麦田浇灌冬水，雪白的
化肥飞撒在小麦苗上。嫩绿的麦苗
像口渴了的孩子，急促地大口大口
地喝着，又似乎在贮藏着足够的力
量，准备明年结出黄灿灿的麦穗。

中医学认为：“冬日，是阳气潜
藏，阴气盛极，草木凋零，蛰虫伏
藏，万物活动趋向休止，以冬眠状
态，养精蓄锐，为来春生机勃发作

准备。”我很喜欢这一解说，喜欢在
沉静之后去感受心野的旷阔。人
生的欲望与烦恼已经太多，我不愿
意再把自己放进那些虚幻的岁月
中蹉跎。我渴望追寻一种寂静、一
种新生、一种沉思之后的超然与顿
悟。我渴望严寒，因为，只有在经
历了寒霜的考验与磨砺之后，生命
才能从一片苍茫萧瑟中复苏，才能
够获得厚重勃发的力量，那是一种
深沉激越的美丽。

冬天来了，朝与冷相伴，夜与寒
相依，每个心灵都想要寻找一处温
暖的所在。这个时候，我在静静地
倾听大地的耳语，沉醉地回味生命
的历程。有时我想，若是人生可以
像草木蛰虫一样，沉寂一季的时光，
是为了再度新生，那我们就可以毫
无遗憾地把生命冬藏，让岁月的年
轮刻在我们的心上。然而，人生虽
长，生命却只有一季，一旦衰老沧
桑，便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

境由心生，心凉，所以天冷。
收藏一份心情，攒足一点干劲，把
心藏在冬天里，暖暖的，等待那春
意绽放的季节。

把心藏在冬天里 ■张辉祥

农历十二月，人们习惯称为“腊
月”。这是有来头的。据说秦始皇
统一六国以后，曾下令将每年十二
月改称“腊月”。而“腊”这一词却是
到汉代才正式出现。据《祀记》解
释：“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
物而索飨也。”“腊”与“蜡”相似，祭
祀祖先称为“腊”，祭祀百神称为

“蜡”。“腊”与“蜡”都是一种祭祀活
动，而多在农历十二月进行，人们便
把十二月称为腊月。

腊月是年岁之终，古代农闲的
人们无事可干，便出去打猎。一是
多弄食物，以弥补粮食的不足，二是
用打来的野兽祭祖敬神，祈福求寿，
避灾迎祥。

农历十二月初八，在古代就称
为“腊日”，又称“腊八节”。它是腊
月最重大的节日之一。腊八粥就是
在腊八节这一天用多种五谷杂粮熬

制成的一种粥。最早的腊八粥是用
红小豆来煮，后经演变，加之地方特
色，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传统的腊
八粥是以大米或小米、糯米等为主
料，以少量的莲子、花生、桂圆、干
枣、山药豆、红小豆、绿豆等各种豆
类为辅料做成的。当然，它会因地
制宜，因人口味喜好而有所不同。
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
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

吃腊八粥的历史悠久，已有一
千多年了。最早开始于宋代。宋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诸大寺
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
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
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陆游有诗
句云：“今朝佛粥更相馈，反觉江村
节物新。”元、明、清沿袭了这一食
俗，清代最为盛行。在清代宫廷，皇
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

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
发放米、果等。在民间，家家户户也
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后，合家团聚
一起食用，有的还馈赠亲朋好友。

这种腊八节吃腊八粥的习俗
一直沿袭至今，有的农民还要将“腊
八粥”甩洒在门外、篱笆、柴垛等地
方，以祭祀五谷之神。现在的人们
依然保留这个习俗，不仅是对古代
一种习俗的继承，用以庆祝丰收，还
因为腊八粥好吃，非常有营养。《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第一条就是：食
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腊八
粥巧妙的符合了这一点，把听起来
非常麻烦的多样化饮食变得如此简
单，既不会增加总量，又能增加种
类，有效地保证了我们食物营养的
均衡。

腊八粥作为腊八的习惯饮食，
还另有其意义。每逢腊八前后，恰

是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日子，人的
体质会变得较弱，而简单易行的腊
八粥却有着和胃、补脾、养心、清肺、
益肾、利肝、明目、安神等多种功效，
可谓是面面俱到。与此同时，丰富
的营养能为人体增强免疫力，提高
耐寒保暖指数。

民谣说：“腊八，腊八，小孩要

炮，姑娘要花。”腊八，一岁之末，将
拉开过年的序幕，迎接春节的喜庆
气氛就此弥漫开来，且一日浓似一
日。直到春节，大江南北，长城内
外，处处洋溢一片喜气洋洋的祥和
景象，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庆丰
收，阖家团圆，享受亲情，欢声笑语
不断。

腊八粥 ■曹矞

无雪的冬天
■王宝存

我都忘记了
忘记了雪的模样——
飘飘洒洒，漫天遍野

我都忘记了
忘记了春的使者——
那么轻盈，那么纯洁

离开北国有些时候了
在花盛时节
妈妈季节

翘望南疆仍一片苍茫
这温暖四季
谁人时节

北国在后脑勺
南疆在鼻尖上
何时活成雪的模样

就太阳转几十圈的功夫
北极依然那么敞亮
南极何处寻觅人的踪迹

撒把谷子吧
给麻雀一个梦想
闭会眼睛吧
给春天一会清静

雪的模样
■老烟斗

轻轻地
悄然无声
飞舞着
装点大地
不言不语
却引得万人瞩目
尽情挥洒着自由
时光宛若从前
于风中
你以圣洁雕刻大地
仿佛不经意
潇洒地走进了村庄
不顾城市那一片狼藉
屋宇与道路
回家的方向
慢慢地清晰
万籁俱寂中
纷飞的你
温柔地浸润
每一寸土地
曾经张狂的尘霾
悄然逃遁
无须相约
心儿如你般温润
一夜雕成了四季
原野中的笑语欢声
和着你轻柔的脚步
舞动大地一起飞

雪 ■安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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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雪的冬天，风的语言
比剃骨的刀子还要尖刻
一片云被风拖着
从秦岭那边过来，让关中平原
干燥的面孔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然后，又四散而去。
焦灼和不安，继续
挂在人们心头

需要一场雪
如同需要一床被子包裹我的身子
在这个残酷的季节
我看不到什么素面而来的惊喜
看不到眼神中跳动的活力
未来的梦，没有苏醒
脚下依然是死一般的静寂

从电视里看到，一场小雨
很洒脱，在山梁之外盆地里飘逸
而我们的关中，怎么还没有带湿梦
带湿的信息来填平
纵横交错的皱纹

田野，小麦举着半截枯叶
它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挣扎

古明爱喝茶，说是喝，其实是
品，用心去品。古明喝茶很独到，
喝茶的时候，他总是要保持一副好
心情。

一大早，古明走进办公室，里
面明亮、宽阔、舒适，坐下来，外面
的花园一览无余，风光旖旎。他
一边观赏着美景，一边浏览着报
纸，他是坚决不吸烟的，也不太沾
酒，这大概是在喝茶中得出来的
一种修养。此时，办公室里的李
小姐会恰到好处地微笑着走进
来，手里端着个不锈钢盘，上面放
着一只精致的古铜色南泥壶和一
只玲珑的小茶杯，那漂亮的壶嘴
向上弯着，袅袅地吐着白气。李
小姐沏茶很是专心，首先，茶具家
什是经过严格消毒的，因为古明
是个精细人，又无别的嗜好，只有
喝茶最为讲究。给古明沏茶，电
热壶里的水是不能用的，为此，特
意给古明准备了一只酒精炉和一
把不锈钢壶，待水烧开，需稍待会
儿沉沉垢，再去沏茶，然后压好
茶，才能够送给古明。

古明拿起茶杯，先细细地呷上
一口，然后，微笑着点点头。他很
欣赏李小姐的细致入微，不光茶量
掌握的很有分寸，对水温把握的也
颇有火候。古明喝茶时是独自细
细地品，他最反感别人在这时候打
搅他，除非那些懂茶的人跟他论
茶。古明的嗓音好，洪亮，浑厚，一
口好听的普通话，和人论起茶来，
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让人很耐
听，他们会边说边饶有兴趣地喝
茶。对于茶，古明怀有浓厚的感情
和丰富的知识，红茶、花茶、绿茶、
米茶、麦茶……每一种茶他都能讲
出一个美丽动听的故事来。凡涉
及茶的事，古明都来劲，他很容易
激动，也很容易就把茶跟文化有机
地联系起来。若对方很有点茶的
功夫，他很容易就把人家当成兄妹
一样，彼此成了朋友。

古明虽然喝茶，爱茶，却用茶
不滥，饭后一壶茶，以精、淡为原
则。古明的茶友越来越多，他们送
来的茶他也乐意接纳，古明很骄
傲，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茶他都喝

遍了，甚至包括一些外国名茶。
古明60岁了，看上去却只有

50岁多一点，精神抖擞的劲头让人
看的眼热，别人问他的养生之道，
他笑着说，喝茶养生亦养性。退休
在家的古明，仍不失谈笑风生。五
爷成了他家的常客，五爷也爱茶，
只是茶道浅。现在，古明每天吃完
早饭，老伴就给他沏上一壶茶。她
知道古明的酸劲，便小心翼翼地精
心地沏好，再端到他面前，不知怎
么了，古明喝着总没有了过去的茶
味，不是浓了，就是淡了，再不就是
老了。久而久之，他渐渐有了怨
气，嫌老伴不懂茶道，就自个儿沏，
可喝着仍觉欠火候。

渐渐，古明就不再喝晚茶了，
喝了晚上准失眠。又过了些日子，
古明就只喝早茶了。

那天，五爷弄来二两好茶，用
红绸布包了一两来，古明很感激地
望着五爷，说他已经戒茶了。

后来，再见到古明，额头上的
细纹深厚了许多，嘴里还叼起了
香烟。

茶殇 ■彭波

以心情应对四季，春天是春心
荡漾，夏日有点心烦意躁，秋季则
在收获中静心思索，那么冬天又该
心安何处？把心藏在冬天里，融融
暖意，很温馨。

其实，品味冬季，就是感受一
种自然之藏：蛰藏冬眠，敛藏养生，
收藏心情。“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冬季的来临，意味着应该养精
蓄锐，休养生息，规避寒冷。

立冬以后，渐次拉开了晨雾、
薄霜、风寒的帷幕。我喜欢让空气
从窗外透进屋子，很清新。窗外，
河水虽寒，但更明澈；晨风虽冷，却
更清爽；严寒里，绿色消退；朝阳
下，阳光温和……所有的风情都多
了几许坚强与韧性，大自然正在冬
日里孕育着新生的轮回。

寒风横扫着空旷的田野，摇曳
着那些枯黄的残枝，冷清静谧。“闲

冬”可不闲，农民们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开始给麦田浇灌冬水，雪白的
化肥飞撒在小麦苗上。嫩绿的麦苗
像口渴了的孩子，急促地大口大口
地喝着，又似乎在贮藏着足够的力
量，准备明年结出黄灿灿的麦穗。

中医学认为：“冬日，是阳气潜
藏，阴气盛极，草木凋零，蛰虫伏
藏，万物活动趋向休止，以冬眠状
态，养精蓄锐，为来春生机勃发作

准备。”我很喜欢这一解说，喜欢在
沉静之后去感受心野的旷阔。人
生的欲望与烦恼已经太多，我不愿
意再把自己放进那些虚幻的岁月
中蹉跎。我渴望追寻一种寂静、一
种新生、一种沉思之后的超然与顿
悟。我渴望严寒，因为，只有在经
历了寒霜的考验与磨砺之后，生命
才能从一片苍茫萧瑟中复苏，才能
够获得厚重勃发的力量，那是一种
深沉激越的美丽。

冬天来了，朝与冷相伴，夜与寒
相依，每个心灵都想要寻找一处温
暖的所在。这个时候，我在静静地
倾听大地的耳语，沉醉地回味生命
的历程。有时我想，若是人生可以
像草木蛰虫一样，沉寂一季的时光，
是为了再度新生，那我们就可以毫
无遗憾地把生命冬藏，让岁月的年
轮刻在我们的心上。然而，人生虽
长，生命却只有一季，一旦衰老沧
桑，便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

境由心生，心凉，所以天冷。
收藏一份心情，攒足一点干劲，把
心藏在冬天里，暖暖的，等待那春
意绽放的季节。

把心藏在冬天里 ■张辉祥

农历十二月，人们习惯称为“腊
月”。这是有来头的。据说秦始皇
统一六国以后，曾下令将每年十二
月改称“腊月”。而“腊”这一词却是
到汉代才正式出现。据《祀记》解
释：“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
物而索飨也。”“腊”与“蜡”相似，祭
祀祖先称为“腊”，祭祀百神称为

“蜡”。“腊”与“蜡”都是一种祭祀活
动，而多在农历十二月进行，人们便
把十二月称为腊月。

腊月是年岁之终，古代农闲的
人们无事可干，便出去打猎。一是
多弄食物，以弥补粮食的不足，二是
用打来的野兽祭祖敬神，祈福求寿，
避灾迎祥。

农历十二月初八，在古代就称
为“腊日”，又称“腊八节”。它是腊
月最重大的节日之一。腊八粥就是
在腊八节这一天用多种五谷杂粮熬

制成的一种粥。最早的腊八粥是用
红小豆来煮，后经演变，加之地方特
色，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传统的腊
八粥是以大米或小米、糯米等为主
料，以少量的莲子、花生、桂圆、干
枣、山药豆、红小豆、绿豆等各种豆
类为辅料做成的。当然，它会因地
制宜，因人口味喜好而有所不同。
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
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

吃腊八粥的历史悠久，已有一
千多年了。最早开始于宋代。宋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诸大寺
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
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
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陆游有诗
句云：“今朝佛粥更相馈，反觉江村
节物新。”元、明、清沿袭了这一食
俗，清代最为盛行。在清代宫廷，皇
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

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
发放米、果等。在民间，家家户户也
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后，合家团聚
一起食用，有的还馈赠亲朋好友。

这种腊八节吃腊八粥的习俗
一直沿袭至今，有的农民还要将“腊
八粥”甩洒在门外、篱笆、柴垛等地
方，以祭祀五谷之神。现在的人们
依然保留这个习俗，不仅是对古代
一种习俗的继承，用以庆祝丰收，还
因为腊八粥好吃，非常有营养。《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第一条就是：食
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腊八
粥巧妙的符合了这一点，把听起来
非常麻烦的多样化饮食变得如此简
单，既不会增加总量，又能增加种
类，有效地保证了我们食物营养的
均衡。

腊八粥作为腊八的习惯饮食，
还另有其意义。每逢腊八前后，恰

是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日子，人的
体质会变得较弱，而简单易行的腊
八粥却有着和胃、补脾、养心、清肺、
益肾、利肝、明目、安神等多种功效，
可谓是面面俱到。与此同时，丰富
的营养能为人体增强免疫力，提高
耐寒保暖指数。

民谣说：“腊八，腊八，小孩要

炮，姑娘要花。”腊八，一岁之末，将
拉开过年的序幕，迎接春节的喜庆
气氛就此弥漫开来，且一日浓似一
日。直到春节，大江南北，长城内
外，处处洋溢一片喜气洋洋的祥和
景象，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庆丰
收，阖家团圆，享受亲情，欢声笑语
不断。

腊八粥 ■曹矞

无雪的冬天
■王宝存

我都忘记了
忘记了雪的模样——
飘飘洒洒，漫天遍野

我都忘记了
忘记了春的使者——
那么轻盈，那么纯洁

离开北国有些时候了
在花盛时节
妈妈季节

翘望南疆仍一片苍茫
这温暖四季
谁人时节

北国在后脑勺
南疆在鼻尖上
何时活成雪的模样

就太阳转几十圈的功夫
北极依然那么敞亮
南极何处寻觅人的踪迹

撒把谷子吧
给麻雀一个梦想
闭会眼睛吧
给春天一会清静

雪的模样
■老烟斗

轻轻地
悄然无声
飞舞着
装点大地
不言不语
却引得万人瞩目
尽情挥洒着自由
时光宛若从前
于风中
你以圣洁雕刻大地
仿佛不经意
潇洒地走进了村庄
不顾城市那一片狼藉
屋宇与道路
回家的方向
慢慢地清晰
万籁俱寂中
纷飞的你
温柔地浸润
每一寸土地
曾经张狂的尘霾
悄然逃遁
无须相约
心儿如你般温润
一夜雕成了四季
原野中的笑语欢声
和着你轻柔的脚步
舞动大地一起飞

雪 ■安元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