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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间间
我们现在该如何做子女话话题题

张张丰丰

110000 年年前前，，鲁鲁迅迅曾曾写写过过一一篇篇《《我我们们现现在在如如何何做做
父父亲亲》》的的文文章章，，呼呼吁吁中中国国的的父父亲亲们们来来一一场场自自我我革革命命，，
解解放放自自己己的的孩孩子子。。鲁鲁迅迅同同时时也也提提出出一一种种理理想想的的子子女女
对对待待父父母母的的方方式式：：子子女女对对父父母母，，应应该该是是基基于于爱爱而而不不
是是孝孝顺顺。。

鲁鲁迅迅的的文文章章非非常常少少，，但但《《新新青青年年》》的的发发行行量量实实在在
太太少少，，而而且且那那时时候候还还没没有有做做读读者者调调查查，，不不知知道道这这篇篇
文文章章的的影影响响力力到到底底如如何何。。110000 年年过过去去，，中中国国的的父父母母
与与子子女女的的关关系系并并没没有有什什么么改改善善。。四四川川一一位位市市级级高高考考
状状元元最最近近在在网网上上公公开开了了给给父父母母的的万万言言书书，，历历数数父父母母
对对自自己己的的掌掌控控与与伤伤害害。。这这位位状状元元考考上上了了北北大大生生物物
系系，，毕毕业业后后又又到到美美国国去去读读研研究究生生。。66 年年前前，，他他就就断断绝绝
了了和和父父母母的的联联系系。。

仔仔细细看看这这位位高高材材生生的的万万言言书书，，父父母母其其实实并并没没有有
对对他他有有过过什什么么太太过过出出格格的的行行为为。。他他举举的的一一个个比比较较严严
重重的的例例子子，，父父母母对对自自己己要要求求严严格格，，一一次次学学校校举举行行排排
队队，，要要求求大大家家穿穿短短裤裤参参加加，，而而母母亲亲则则要要求求他他必必须须穿穿
长长裤裤。。另另一一个个较较严严重重的的例例子子，，是是高高考考后后的的毕毕业业旅旅行行，，
母母亲亲见见人人就就夸夸自自己己的的儿儿子子厉厉害害((考考上上北北大大))。。

控控制制、、独独断断和和炫炫耀耀，，尽尽管管都都是是一一些些小小事事，，但但是是如如
果果这这是是相相处处总总基基调调的的话话，，对对孩孩子子确确实实有有不不好好的的影影
响响。。他他的的遭遭遇遇引引起起了了广广泛泛的的同同情情。。这这让让我我想想起起读读高高
中中后后，，父父亲亲坚坚持持让让我我穿穿那那种种冒冒牌牌的的军军用用胶胶鞋鞋，，他他认认
为为那那很很结结实实。。他他还还坚坚持持要要我我必必须须留留短短发发，，最最好好是是平平
头头。。有有一一次次我我去去街街上上理理发发，，回回来来搞搞了了个个不不长长不不短短的的
发发型型，，他他就就很很冒冒火火————那那看看起起来来跟跟没没有有剃剃头头一一样样。。
后后来来，，我我才才知知道道，，这这不不仅仅是是审审美美的的问问题题，，这这还还是是一一种种

节节约约，，以以父父亲亲一一个个初初中中教教师师的的收收入入，，养养活活三三个个孩孩子子
实实在在困困难难，，能能少少理理一一次次发发，，就就少少理理一一次次吧吧。。

这这位位北北大大毕毕业业生生的的遭遭遇遇，，让让很很多多人人受受到到触触动动，，
在在网网上上跟跟帖帖谴谴责责起起自自己己的的父父母母来来。。如如果果鲁鲁迅迅复复活活，，
他他一一定定被被这这种种铺铺天天盖盖地地谴谴责责自自己己父父母母的的声声音音所所震震
惊惊。。互互联联网网时时代代有有一一个个最最大大的的好好处处，，就就是是每每个个人人的的
声声音音都都能能得得到到表表达达。。那那些些发发表表评评论论的的网网友友，，所所使使用用
的的大大部部分分都都是是网网名名，，他他们们的的父父母母无无法法知知道道自自己己原原来来
在在孩孩子子心心中中是是这这样样的的形形象象。。

当当然然，，使使用用真真名名也也不不用用担担心心。。据据统统计计，，在在使使用用微微
信信的的年年轻轻人人中中，，有有超超过过 5522%% 的的人人屏屏蔽蔽了了自自己己的的父父
母母。。他他们们每每天天在在朋朋友友圈圈展展示示自自己己的的各各种种幸幸福福或或牢牢
骚骚，，但但是是却却向向自自己己的的父父母母关关闭闭了了大大门门。。与与之之相相对对应应
的的是是，，大大多多数数父父母母都都对对孩孩子子的的朋朋友友圈圈感感兴兴趣趣，，有有超超
过过 3300%% 的的父父母母几几乎乎每每条条都都看看。。

媒媒体体经经常常讨讨论论的的““中中国国式式父父母母””，，他他们们最最大大的的特特
点点就就是是对对子子女女的的掌掌控控欲欲。。这这种种掌掌控控激激发发了了青青春春期期的的
叛叛逆逆，，过过去去，，很很多多人人都都把把对对父父母母的的不不满满隐隐藏藏起起来来，，现现
在在有有了了朋朋友友圈圈，，他他们们总总算算可可以以““报报复复””一一下下。。屏屏蔽蔽父父
母母，，意意味味着着让让父父母母的的掌掌控控绝绝对对失失效效，，至至少少在在朋朋友友圈圈
中中所所建建构构的的新新的的自自我我，，再再也也没没有有父父母母的的参参与与了了。。

代代际际冲冲突突是是一一个个全全球球现现象象，，尤尤其其是是在在现现代代社社
会会，，两两代代人人的的生生活活方方式式和和价价值值观观都都会会有有很很大大的的差差
异异，，这这给给家家庭庭关关系系带带来来了了新新的的困困难难。。时时代代不不同同，，人人们们
对对控控制制和和自自由由的的感感受受都都不不同同。。胡胡适适小小时时候候受受过过母母亲亲
的的不不少少体体罚罚，，有有一一次次甚甚至至哭哭伤伤了了眼眼睛睛。。放放到到现现在在，，够够
得得着着上上报报纸纸的的社社会会新新闻闻了了。。但但是是，，胡胡适适在在成成年年后后回回
忆忆这这个个却却充充满满了了深深情情，，他他记记得得的的是是母母亲亲着着急急的的样样子子
和和用用嘴嘴帮帮他他舔舔眼眼睑睑的的细细节节。。鲁鲁迅迅也也是是一一样样。。他他也也是是

过过早早失失去去了了父父亲亲，，失失去去了了快快乐乐的的童童年年。。成成年年后后，，他他写写
了了很很多多战战斗斗檄檄文文，，批批判判““吃吃人人的的礼礼教教””，，但但是是对对自自己己
的的母母亲亲，，却却始始终终是是体体谅谅。。

他他们们都都是是优优秀秀的的思思想想家家，，但但是是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他他
们们都都是是绝绝对对的的成成年年人人。。他他们们长长大大后后经经过过多多次次内内心心的的
反反省省，，有有时时候候甚甚至至是是拷拷问问，，来来追追踪踪自自己己的的心心路路历历程程。。
这这种种反反省省，，同同时时也也意意味味着着对对人人性性的的体体察察：：对对母母亲亲和和
自自己己所所受受教教育育的的缺缺点点一一清清二二楚楚，，同同时时又又能能与与母母亲亲进进
行行和和解解。。他他们们批批判判的的都都是是一一种种““整整体体””，，对对具具体体的的人人，，
他他们们往往往往会会尊尊重重且且体体谅谅。。

父父母母与与子子女女的的关关系系，，存存在在着着一一种种天天生生的的不不平平
等等。。孩孩子子幼幼年年时时，，父父母母无无心心犯犯的的错错，，孩孩子子无无法法抵抵挡挡，，
但但是是这这种种伤伤害害可可能能会会影影响响到到孩孩子子的的一一生生。。后后来来，，哪哪
怕怕是是父父母母认认识识到到自自己己的的错错误误，，这这种种伤伤害害也也无无可可挽挽回回
了了。。这这位位北北大大毕毕业业生生的的故故事事，，流流传传最最多多的的评评论论是是““孩孩
子子一一直直在在等等父父母母说说抱抱歉歉，，父父母母则则在在等等孩孩子子说说句句谢谢
谢谢””，，这这句句话话很很好好地地表表达达了了父父母母与与子子女女关关系系中中存存在在
的的症症结结。。

但但是是，，真真正正的的成成年年，，难难道道不不是是从从原原谅谅自自己己的的父父
母母开开始始吗吗？？真真正正的的原原谅谅，，难难道道不不是是从从不不必必要要对对方方说说
抱抱歉歉开开始始吗吗？？一一个个成成年年人人，，如如果果不不能能原原谅谅父父母母的的过过
失失，，就就不不算算真真正正走走出出童童年年的的阴阴影影。。你你必必须须克克服服这这些些，，
理理解解父父母母所所犯犯的的错错误误，，然然后后才才有有可可能能避避免免对对下下一一代代
犯犯下下同同样样的的错错误误。。

我我是是读读大大学学后后才才认认识识到到这这一一点点的的。。寒寒假假回回家家，，
我我发发现现父父母母连连菜菜都都不不舍舍得得买买。。两两个个孩孩子子的的大大学学学学
费费，，已已经经彻彻底底击击败败了了他他们们。。那那时时候候，，我我就就认认识识到到人人的的
极极限限，，认认识识到到父父母母不不是是万万能能的的————他他们们当当然然会会犯犯
错错，，谁谁又又不不会会犯犯错错呢呢。。

一 个 成
年人，如果不
能 原 谅 父 母
的过失，就不
算 真 正 走 出
童年的阴影。
你 必 须 克 服
这些，理解父
母 所 犯 的 错
误，然后才有
可 能 避 免 对
下 一 代 犯 下
同样的错误

“

手艺人的尊贵原原乡乡

王王迎迎春春

在自然纯朴的村庄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读书人自
然尊贵，但那尊贵或许是有些高高在上的，是稍微远
离民间烟火的尊贵。手艺人的尊贵却是紧贴生活的尊
贵，你触手可及、举目所望之处，无不点缀着他们的技
艺，就连村庄上过气的地主遗孀——— 刘三娘也逃脱不
了：三娘吃饭的碗据称是宜兴官窑烧制的，三娘穿着
的蚕丝小褂是东厂染坊印染的，三娘睡的楠木床是西
直巷木坊打造的，三娘戴的耳坠是杨宝厂师傅手工打
磨的……

在民间，在散散落落的村庄上，一个人学问再高
也高不过吃喝拉撒，高不过衣食住行，高不过生老病
死。而那些手艺人，就是掌管民间烟火的祭祀者，他们
以自己的手艺，扮靓着生活的一个个侧面，人们在这
一层层的侧面里杂乱无章地穿行，在有意或无意中抬
高了世俗的生活。

早些年，我还不能理解一个地方和一个时代如何
倚重一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已听过太多关于手艺人
的传说。那些传说，如满天的星斗，时常在我头顶闪
烁。祖母用的铜锁、铜炉子，祖父一生不离手的烟斗、
手炉、大秤，无不彰显一个个游走着的手艺人的情怀
和了得的功夫。

夜晚想起那些远去的手艺人，我会不经意地抬起
头，看头顶的天空。如幕般深邃而广阔的天空中，稀稀
落落的几枚星在微弱地闪烁，我怀疑它们中有一个是
我的曾祖父。

我的祖父是做油面手艺的，在当地几十里方圆很
有名气。他的“产品”，不仅质量过硬，食之个个喊好；而
且品种齐全，什么脆饼、麻花、桃酥、金刚脐，应有尽有。
妇女生孩子“坐月子”的、家中来客的、四时八节送礼的、
孝敬老人的，有人跑很远赶来“光顾”。祖父还有个“捏面
塑”的绝活，即用揉进各种不同颜料的面团，捏成形形色
色的花鸟禽果，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漂亮极了。
人们为老人祝寿、给死者“送饭”，“做”上它，便觉得无限
光彩。祖父讲究“诚信”，他专门请人刻了块有砚台大的
木印版，上面刻着“王记食品，不无二价，童叟无欺”的字
样，用墨水印上小红纸，扎在每包食品上。那时我放学
回家，常常抢着当起“义务印刷工”，一是好玩，二也可为
忙碌的父母帮些忙。“红纸块”似商家对消费者的“承诺
书”、超时空的“广告箋”，又像喜庆的“装饰品”。

那时候乡村的秩序和诗意，常常用炊烟来意象。

直到今天我可以理解为乡村农耕气象的全部要义就
是填饱肚皮，炊烟是食的，是人间烟火旺盛的表征和
延伸。吃了嘛，吃过了，吃的啥，要不乡间的全部寒暄
就是一个吃字呢，一并与吃相关的所有器具和行当都
赋予了更高层面的意义。

从前，我一度想过做个奔走乡里的大厨，就像村
里的小衣章，两把菜刀闹革命，耳朵两边各夹着一支
甚至两支香烟，红光满面，油头油嘴，神气得乡下的小
道都嫌窄。我还艳羡大厨挥动菜刀的格局和气势，真
是有声且有色。热气蒸腾之下，看着油头大耳的小衣
章一次又一次地地抓起大勺接二连三地尝着即将起锅
的肉膘或虾米羹汤时，他口水拉沙的样子，我好生羡
慕。我不知道大厨还可以拿工钱，只以为忙乎半天混
个嘴，混个酒足饭饱就是一件划划算得要命的差事。

那一年暑假的一个午后，我从大河里游泳返家，
用破铲子装饭，性急之下一不小心把补的锅疤揭开剥
落了。我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还能补得起来吗？母
亲知道后气得用扫帚枝子抽得我满院蹦跳。一旁的祖
父拿起破锅眯虚着眼对着西边的夕阳照了照，说，明
天周村的范师傅来看看，兴许还能补上。

如约而至似的，第二天范师傅挑着担子真来村上
了。那个经典的桥段永远在我的脑海里：补锅匠的范
师傅剪了圆形的铜片，先换原来的两个疤，用铁锤轻
轻钉，钉上劲。后钉 3 个疤，先用钢钻在裂纹上钻孔
儿，而后钉疤。动作仍是轻轻地地，生怕用力过大会把锅
打破。钉罢，一块黄胶泥在 3 个疤擦，泥太硬，朝泥上
吐两口唾沫，一手下面托着，一手上面狠擦，直到黄泥
渍进缝里才完事。

现在我想，那口铁锅如果能保存到今天，一定很
有价值。那是一件文物，每个疤都固定下庄稼人的一
段贫寒日子，每一个疤把庄稼人的苦难人生串成绵绵
不绝的沉重故事；那个似乎也是一件艺术品，几个疤
仿佛每个都钉的是地方，颇有聚散疏密之美，颇有形
而上的意思，衬以黑青锅铁，明暗反差强烈，足以震撼
人心。想日下纷纷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怕也弄不
出这样的杰作。

吉坤二爷在我心目中肚里是有些墨水的，因为他
会讲《水浒》里的人物故事。一天他到我们家串门，家
里没有大人，他便与我们讲起了故事。记得第一次就
是讲的“武松打虎”，他讲到我们认为最扣人心弦处，就
停下来了，说口渴。我连忙倒水，二爷又说加些糖就更
好了。糖家里是有些的，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没有办

法，想要把故事听下去，忙不迭地用小勺子弄两下子
放开水里，吉坤二爷一咕噜就喝下去了，又继续卖劲
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一会二爷又停顿下来了，这次又
说记忆力不行了，需要弄根烟接接力。听故事心切啊，
我只好又把父亲放在柜里的香烟拆下来，递上一根又
帮二爷点上。就这样，暑假里的一个下午，家里的白糖
都下二爷的肚了，香烟变成烟又散去了，我们把故事
也听得饱了。直到今天，吉坤二爷在我家喝糖茶讲故
事的细节仍形象生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才
知道吉坤二爷原来是地区说唱团专业说书演员，政治
运动中才被流放到老家种地。当我知道吉坤二爷是地
地道道的说书匠时，他已离开人世近 10个年头。

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父亲干了一件十分了不
起的工程，第一次把庄上头牌细料木匠王四爷请回家
置办家具。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面五斗橱、一张四仙桌
子，剩下的木料顺便带了两张椅子、3张板凳。

其实早在一年前父亲就专门到门上请过，四爷档
期紧是一方面，那年春天他到我家搁木方子的西厢
房，细细看过木方子后，搁下一句话：再晾半季，等入
了伏正好。这才是迟迟不动工的主要原因。

四爷开工后的那些日子我异常兴奋，整天飞舞疯
痴在木香喷发的刨花间。我突然无比喜欢上四爷的斧
头、凿子、钢锯还有刨子。我惊讶刨子的奇异功能，趁
四爷不注意我就在平整的木块上学着四爷的动作滑
来滑去，练了半个暑假，终于才心满意足看到自己刨
出的轻盈匀称的刨花。就在这段日子，大人们才第一
次确切发现我是左手拿斧头，左手拉锯，左手弹墨盒，
左手操斧子。更不可告人的是，王四爷的一把刨子直
到完工结过工钱离开我家都没有现身，今天可以诏告
天下那把刨子是我藏起来的，因为我对刨子充满了无
限好奇和想象。我常常用那把刨子偷偷对着家里吃饭
的桌子刨，对着板凳刨，对着门板刨，对着门槛刨，甚
至对着大树刨。那年暑假结束的某天傍晚，我偷偷把
刨子扔到四爷家院子里，我知道不是我良心觉醒，而
是刨刀已被我磨得毫无脾气。后来四爷与邻村的一个
大姑娘私奔了，其时四爷已经娶妻生子。从此我才知
道，小木匠年轻力壮到处流浪，很危险。本来我更愿意
长大后成为一位细料木匠，就在他和那个姑娘私奔前
的那天上午，王四爷上下打量着我，然后毫无悬念地
说，不行，因为你是个左撇子，从此我便再也没有拿过
斧头、凿子、刨子，世间便也少了一位危险的左撇子木
匠。

在民间，
在散散落落的
村庄上，一个
人学问再高也
高不过吃喝拉
撒，高不过衣
食住行，高不
过生老病死。
而 那 些 手 艺
人，就是掌管
民间烟火的祭
祀者，他们以
自己的手艺，
扮靓着生活的
一个个侧面

“

北京，等雪来随随感感

韩韩浩浩月月

又又到到一一年年盼盼雪雪季季。。全全国国各各地地的的雪雪都都纷纷纷纷地地下下起起
来来，，只只有有北北京京的的雪雪还还没没动动静静，，偶偶尔尔个个别别地地方方飘飘几几枚枚
雪雪花花，，还还没没等等天天亮亮人人们们起起床床，，就就被被汽汽车车尾尾气气给给融融化化
了了。。有有人人说说““全全中中国国都都在在背背着着北北京京下下雪雪””，，引引起起了了不不
少少北北京京人人的的共共鸣鸣。。

关关于于北北京京的的雪雪，，朋朋友友圈圈里里的的调调侃侃已已经经够够多多了了。。
““没没有有雪雪，，今今年年北北京京成成不不了了北北平平了了””，，““北北京京的的雪雪，，你你
迷迷路路了了吗吗””，，““昨昨晚晚北北京京下下的的雪雪，，是是贫贫雪雪””…………不不怪怪朋朋
友友们们对对雪雪热热切切期期盼盼，，合合肥肥、、上上海海、、南南京京都都大大雪雪纷纷飞飞
了了，，北北京京还还这这么么沉沉得得住住气气，，怎怎不不让让人人心心急急。。

没没雪雪是是遗遗憾憾，，有有雪雪是是麻麻烦烦，，不不知知是是否否还还有有人人
会会记记得得十十多多年年前前让让北北京京交交通通彻彻底底瘫瘫痪痪的的那那场场大大
雪雪。。我我经经历历过过那那场场大大雪雪，，全全城城环环线线变变成成大大型型停停车车
场场，，下下班班的的人人们们多多被被围围困困在在公公交交车车里里，，私私家家车车主主
把把车车停停路路边边打打着着双双闪闪下下馆馆子子吃吃饭饭去去了了，，许许多多人人选选
择择步步行行，，因因为为步步行行还还产产生生不不少少浪浪漫漫的的故故事事，，大大雪雪
结结束束之之后后报报纸纸情情感感版版面面上上发发表表了了不不少少这这样样的的故故
事事…………我我记记得得那那年年，，从从公公司司到到家家，，连连跑跑带带走走，，总总
共共耗耗时时 88 个个多多小小时时，，回回家家没没睡睡几几个个小小时时，，就就又又该该起起
床床上上班班了了。。

那那是是北北京京唯唯一一的的一一次次大大雪雪围围城城，，后后来来几几年年也也下下
过过雪雪，，不不过过因因为为下下得得不不大大，，再再加加上上市市政政部部门门准准备备充充
分分，，没没造造成成大大的的困困扰扰，，人人们们欣欣慰慰之之余余，，也也有有小小小小的的失失
落落。。不不乏乏有有人人想想重重温温一一下下当当年年步步行行穿穿城城回回家家的的盛盛
况况————雪雪打打破破了了正正常常的的秩秩序序，，强强行行拖拖拽拽住住了了人人们们匆匆
忙忙的的脚脚步步，，硬硬性性要要求求大大家家从从固固有有的的生生活活形形态态里里走走出出
来来，，看看看看雪雪，，感感受受一一下下城城市市的的呼呼吸吸，，了了解解一一下下自自然然的的
神神秘秘力力量量，，多多好好。。

今今年年北北京京人人盼盼雪雪，，无无非非也也是是这这个个心心理理。。雪雪成成了了
这这个个城城市市人人们们的的共共同同语语言言，，对对了了，，““养养蛙蛙””也也是是当当下下
的的热热门门话话题题。。雪雪与与蛙蛙让让社社交交媒媒体体上上热热闹闹非非凡凡，，其其实实
背背后后都都是是人人们们孤孤独独的的表表现现。。想想想想挺挺心心酸酸，，平平常常的的生生
活活，，能能让让人人产产生生喜喜悦悦的的事事物物太太少少了了，，一一场场远远在在高高空空
酝酝酿酿的的雪雪，，一一只只喜喜欢欢流流浪浪出出走走的的电电子子青青蛙蛙，，都都能能如如
此此牵牵动动人人的的心心。。所所以以，，人人心心不不是是麻麻木木，，不不是是缺缺乏乏敏敏
感感，，而而只只是是需需要要那那么么一一点点点点外外部部力力量量进进行行一一些些干干
扰扰。。

无无论论对对于于城城市市，，还还是是对对于于人人，，雪雪都都是是外外部部因因素素，，
因因为为它它的的不不确确定定性性，，城城市市与与人人才才对对它它既既期期盼盼又又有有点点
儿儿担担忧忧。。又又因因为为它它的的不不可可抗抗拒拒性性，，大大家家才才会会心心安安理理
得得地地让让视视线线离离开开各各种种屏屏幕幕，，暂暂时时放放下下手手头头的的工工作作，，
去去欣欣赏赏雪雪，，玩玩雪雪，，把把雪雪请请进进自自己己的的生生活活里里，，在在内内心心说说

一一声声，，““久久违违了了，，这这种种快快乐乐的的感感觉觉””。。
人人们们久久违违的的东东西西太太多多了了。。想想体体会会童童心心，，寻寻找找真真

正正的的快快乐乐，，发发现现人人与与人人之之间间关关系系最最真真实实、、真真诚诚、、温温暖暖
的的那那部部分分，，都都需需要要穿穿过过层层层层迷迷雾雾，，才才能能抵抵达达。。在在这这样样
的的氛氛围围里里，，雪雪成成了了一一句句口口号号，，一一个个符符号号，，一一面面旗旗帜帜，，
雪雪从从天天空空纷纷纷纷落落下下，，如如同同天天使使攻攻城城，，冰冰凉凉的的雪雪花花落落
在在疲疲倦倦的的面面庞庞上上，，有有一一种种感感动动让让人人愿愿意意去去泪泪流流满满
面面。。

人人们们喜喜欢欢小小雪雪、、中中雪雪、、大大雪雪，，任任何何样样式式的的雪雪，，大大
片片的的雪雪花花，，小小滴滴的的雪雪粒粒，，都都好好。。之之所所以以对对雪雪如如此此厚厚
爱爱，，是是因因为为雪雪在在一一定定意意味味上上，，是是宽宽容容、、是是大大度度、、是是平平
等等的的表表现现。。雪雪来来了了，，它它下下在在富富人人的的庭庭院院，，也也落落在在穷穷人人
的的屋屋顶顶。。孩孩子子们们在在雪雪中中奔奔跑跑，，他他们们都都变变成成了了真真正正的的
孩孩子子，，而而不不是是书书包包的的载载体体。。

雪雪来来的的那那一一刻刻，，无无论论是是呼呼吸吸困困难难的的老老人人，，还还是是
吵吵架架的的恋恋人人，，抑抑或或对对城城市市生生活活已已经经厌厌倦倦打打算算买买一一张张
火火车车票票离离开开的的漂漂泊泊者者，，他他们们都都不不约约而而同同地地看看向向了了窗窗
外外，，看看到到生生活活的的本本质质其其实实和和雪雪一一样样洁洁白白无无瑕瑕。。每每个个
人人出出生生时时都都是是原原创创的的，，只只是是活活着着活活着着就就成成了了山山寨寨
的的，，雪雪，，让让我我们们回回到到了了原原创创状状态态。。

冬冬天天，，只只有有寒寒风风是是不不够够的的，，还还需需要要有有雪雪。。雪雪不不来来
怎怎么么办办，，除除了了等等，，还还能能怎怎么么办办？？

人 们 之
所 以 对 雪 厚
爱，是因为雪
在 一 定 意 味
上 ，是 宽 容 、
是大度 、是平
等的表现

“

江江远远村村

家家乡乡人人把把立立春春称称作作打打春春。。我我走走在在渭渭河河岸岸边边，，感感觉觉沉沉睡睡的的
自自然然界界好好像像已已经经苏苏醒醒。。五五九九六六九九，，抬抬头头看看柳柳。。虽虽然然季季节节的的变变
换换越越来来越越不不鲜鲜明明，，但但自自然然毕毕竟竟还还是是自自然然。。河河岸岸杨杨柳柳枝枝的的皮皮儿儿
泛泛出出了了水水色色，，淡淡淡淡的的青青，，生生命命的的光光芒芒，，破破茧茧而而出出，，盎盎然然的的绿绿意意
正正在在慢慢慢慢复复苏苏和和回回归归。。

漫漫长长的的冬冬天天终终于于结结束束了了，，尽尽管管料料峭峭的的春春寒寒，，仍仍不不时时让让野野外外
的的人人们们打打个个寒寒噤噤，，头头发发摇摇摆摆，，缩缩手手唏唏嘘嘘，，脖脖子子锁锁着着，，手手放放进进口口
袋袋。。但但是是，，春春天天真真的的来来了了，，大大红红灯灯笼笼高高高高挂挂起起，，点点缀缀北北方方单单调调了了
一一季季的的风风景景，，让让你你措措手手不不及及，，也也毋毋庸庸置置疑疑，，春春天天真真的的来来了了。。

我我国国古古代代将将立立春春的的十十五五天天分分为为三三候候：：一一候候东东风风解解冻冻，，是是
说说东东风风送送暖暖，，大大地地开开始始解解冻冻。。二二候候蜇蜇虫虫始始振振，，蛰蛰居居的的虫虫类类慢慢
慢慢在在洞洞中中苏苏醒醒。。三三候候鱼鱼陟陟负负冰冰，，河河里里的的冰冰开开始始融融化化，，鱼鱼开开始始
到到水水面面上上游游动动，，此此时时水水面面还还有有没没完完全全溶溶解解的的碎碎冰冰，，如如同同被被鱼鱼
负负着着一一般般浮浮在在水水面面。。

天天空空逐逐渐渐开开阔阔，，没没有有云云卷卷云云舒舒，，极极目目望望去去，，很很难难找找到到大大
片片云云朵朵，，只只有有零零星星的的几几朵朵藏藏在在某某个个角角落落。。南南山山北北塬塬之之间间，，地地
势势辽辽阔阔奔奔放放，，苍苍茫茫舒舒展展。。乡乡下下有有谚谚语语：：立立了了春春，，赤赤脚脚奔奔。。天天还还
冷冷，，赤赤脚脚奔奔是是不不现现实实的的。。但但明明显显的的一一点点是是，，天天气气逐逐渐渐变变暖暖，，阳阳
光光似似乎乎明明亮亮了了许许多多。。

阳阳光光洒洒在在身身上上，，厚厚厚厚的的冬冬装装格格外外温温暖暖。。阳阳光光很很静静，，洒洒在在
大大地地上上，，大大地地就就成成了了一一个个春春天天的的预预备备舞舞台台。。野野草草钻钻出出消消融融的的
冻冻土土，，枝枝叶叶细细细细碎碎碎碎，，嫩嫩嫩嫩的的黄黄，，浅浅浅浅的的绿绿，，小小小小的的脑脑袋袋，，轻轻
轻轻从从枯枯草草中中冒冒出出来来，，眉眉眼眼舒舒展展，，模模样样俊俊俏俏，，像像顽顽皮皮的的孩孩童童，，带带
了了幸幸福福的的微微笑笑，，含含了了诗诗意意的的期期待待，，踮踮起起脚脚尖尖，，趴趴在在春春天天的的窗窗
口口，，纯纯洁洁天天真真的的眼眼睛睛，，又又明明又又亮亮。。

风风里里开开始始减减少少了了凌凌厉厉的的寒寒芒芒，，带带来来了了早早春春的的第第一一缕缕气气
息息，，早早晚晚还还是是充充满满凉凉意意，，密密密密麻麻麻麻的的在在村村庄庄四四周周和和田田野野徘徘
徊徊。。走走在在渭渭河河岸岸边边，，风风顺顺着着河河岸岸缓缓慢慢地地吹吹来来了了泥泥土土的的气气息息。。

那那些些往往年年的的衰衰草草，，往往年年的的庄庄稼稼秸秸秆秆，，在在泥泥土土里里安安详详地地躺躺着着。。

它它们们散散发发的的气气味味，，被被风风飘飘扬扬起起来来。。那那是是一一种种生生长长的的气气味味，，生生
殖殖的的气气味味。。似似乎乎那那也也是是一一种种召召唤唤。。这这样样的的风风，，这这样样的的气气味味，，在在
渭渭河河岸岸边边弥弥散散。。

风风钻钻入入村村舍舍，，走走进进院院落落，，引引爆爆了了贺贺年年的的声声声声爆爆竹竹，，农农家家
小小院院一一片片热热闹闹。。屋屋檐檐下下挂挂满满的的红红辣辣椒椒、、金金玉玉米米、、白白蒜蒜瓣瓣，，香香味味
弥弥漫漫，，经经久久缠缠绵绵。。磨磨面面粉粉、、炸炸豆豆腐腐、、熬熬大大肉肉、、蒸蒸馒馒头头、、做做包包子子的的
味味道道，，扑扑面面而而来来，，醉醉人人心心脾脾。。

每每个个季季节节都都有有着着它它特特定定的的味味道道，，每每一一个个日日子子都都有有着着它它
特特定定的的心心情情，，味味道道与与心心情情有有着着千千丝丝万万缕缕的的关关系系，，味味蕾蕾总总会会与与
心心情情牵牵连连在在一一起起，，心心情情的的变变化化影影响响着着味味蕾蕾，，好好心心情情的的味味道道甜甜
如如蜜蜜汁汁。。声声声声爆爆竹竹，，使使阳阳光光更更加加明明亮亮，，季季节节真真正正开开始始轮轮回回，，人人
们们心心里里期期盼盼，，赶赶紧紧脱脱掉掉笨笨重重的的棉棉衣衣，，轻轻松松上上阵阵，，轻轻舞舞飞飞翔翔，，把把
梦梦挂挂在在枝枝头头。。

四四季季轮轮回回，，昼昼夜夜更更替替，，草草木木枯枯荣荣，，大大自自然然以以特特有有的的方方式式
展展示示她她的的魅魅力力，，也也为为我我们们营营造造出出天天地地变变幻幻的的大大戏戏。。春春回回大大
地地，，万万物物复复苏苏，，步步伐伐轻轻盈盈，，生生机机祥祥瑞瑞，，以以至至于于开开花花结结果果，，开开始始
生生命命的的旅旅程程，，春春天天的的意意义义变变得得隽隽永永深深长长，，耐耐人人寻寻味味。。

打春

刘刘东东华华

这这个个表表妹妹和和他他们们家家并并没没有有直直接接的的血血缘缘关关系系，，要要介介绍绍清清
楚楚的的话话，，有有点点拗拗口口。。这这个个表表妹妹是是男男人人的的二二姑姑再再嫁嫁后后，，二二姑姑父父
和和前前妻妻的的女女儿儿，，二二姑姑再再嫁嫁时时，，这这表表妹妹也也已已经经出出嫁嫁了了。。

之之所所以以认认下下这这个个表表妹妹，，是是因因为为他他们们和和表表妹妹住住的的近近，，夫夫
妻妻俩俩在在小小城城的的化化工工厂厂上上班班，，表表妹妹嫁嫁到到城城郊郊，，直直线线距距离离也也就就
是是三三里里路路。。两两家家的的来来往往就就多多了了，，逢逢年年过过节节，，比比自自家家的的亲亲姐姐妹妹
往往来来还还频频繁繁。。

那那些些年年，，表表妹妹像像大大多多生生活活在在城城郊郊的的人人，，处处境境比比较较窘窘迫迫，，
不不像像城城里里人人有有工工作作，，或或者者有有像像样样的的生生意意可可做做。。也也不不像像乡乡下下
人人有有田田可可种种，，安安分分守守业业。。那那时时候候她她和和丈丈夫夫，，一一个个女女儿儿，，有有田田，，
但但少少的的可可怜怜，，几几分分田田种种蔬蔬菜菜，，收收获获的的蔬蔬菜菜到到城城里里来来卖卖，，算算是是
占占了了地地利利。。

她她到到城城里里卖卖菜菜，，常常常常会会有有他他们们家家的的一一份份，，多多是是时时令令蔬蔬
菜菜，，没没卖卖钱钱，，先先想想着着让让他他们们尝尝尝尝鲜鲜。。早早上上送送到到他他们们家家楼楼下下，，
喊喊一一声声，，接接着着去去卖卖菜菜了了，，等等下下楼楼取取，，楼楼梯梯口口就就放放着着一一把把豆豆
角角、、蒜蒜薹薹，，有有时时候候是是几几棵棵新新鲜鲜的的玉玉米米棒棒子子，，有有这这样样的的亲亲戚戚，，
让让邻邻居居们们着着实实很很羡羡慕慕。。

彼彼时时，，他他们们厂厂生生意意红红火火，，男男人人小小有有职职务务，，收收入入稳稳，，吃吃喝喝
不不愁愁，，有有时时候候他他就就吩吩咐咐妻妻子子，，捡捡家家中中不不用用的的东东西西给给表表妹妹，，还还
有有女女儿儿穿穿小小的的旧旧衣衣服服，，可可以以给给她她家家女女儿儿穿穿，，虽虽是是旧旧衣衣，，对对她她
家家的的孩孩子子，，算算是是高高档档的的了了。。表表妹妹也也很很骄骄傲傲，，总总觉觉得得自自家家有有城城
里里的的亲亲戚戚，，能能跟跟着着沾沾光光，，也也会会偶偶尔尔带带着着女女儿儿来来家家吃吃顿顿饭饭，，教教
育育女女儿儿好好好好读读书书：：““等等考考上上大大学学，，将将来来也也在在城城里里买买你你表表舅舅家家
这这样样的的楼楼房房。。””

有有一一年年，，妻妻子子被被误误诊诊为为恶恶性性肿肿瘤瘤，，在在医医院院里里等等着着动动手手
术术，，顿顿时时让让男男人人慌慌了了手手脚脚。。来来病病房房探探视视的的同同事事、、朋朋友友、、同同学学，，
甚甚至至业业务务上上的的客客户户，，捧捧着着鲜鲜花花，，拎拎着着果果篮篮，，探探视视的的时时间间里里，，
病病房房里里不不断断人人来来人人往往，，嘘嘘寒寒问问暖暖，，倒倒也也热热闹闹。。表表妹妹没没这这么么张张
扬扬，，每每天天从从家家里里熬熬好好了了稀稀粥粥、、鸡鸡汤汤，，用用小小保保温温桶桶提提着着，，给给他他
们们送送来来。。有有时时候候病病房房里里有有来来看看望望的的客客人人，，她她就就拎拎着着桶桶在在拐拐
角角处处等等着着，，有有一一次次男男人人出出来来送送客客人人，，见见她她一一个个人人拎拎着着桶桶，，一一
边边等等着着，，一一边边抹抹眼眼泪泪。。

后后来来知知道道是是一一次次误误诊诊，，让让他他们们庆庆幸幸。。但但通通过过这这件件事事，，他他
们们更更庆庆幸幸表表妹妹这这样样的的穷穷亲亲戚戚才才有有真真感感情情。。

接接下下来来，，我我们们所所在在的的工工厂厂因因经经营营问问题题，，瞬瞬间间潦潦倒倒，，被被附附
近近的的一一家家外外企企收收购购。。我我和和妻妻子子先先后后失失去去了了工工作作，，离离开开早早就就
习习惯惯了了的的安安逸逸的的环环境境，，没没有有了了固固定定的的收收入入，，一一家家人人坐坐吃吃山山
空空，，仅仅有有的的一一点点积积蓄蓄也也是是每每天天在在减减少少，，让让没没经经受受过过生生活活风风
浪浪的的他他们们，，一一时时感感觉觉生生活活到到了了山山穷穷水水尽尽的的地地步步，，消消沉沉颓颓废废。。

那那段段时时间间，，表表妹妹来来的的更更频频繁繁了了，，除除了了送送点点蔬蔬菜菜，，更更鼓鼓励励
着着他他们们去去找找活活做做，，““现现在在失失业业的的人人多多了了，，又又不不只只有有你你们们俩俩，，先先
找找事事情情做做着着，，不不丢丢人人。。””这这时时候候，，表表妹妹住住的的郊郊外外已已经经规规划划成成小小
城城的的工工业业区区，，她她家家的的房房子子和和土土地地都都被被征征用用了了，，补补偿偿给给他他们们
一一些些钱钱，，一一家家人人也也搬搬进进了了新新建建的的社社区区。。

有有一一天天，，表表妹妹拿拿到到一一家家工工厂厂的的招招工工表表，，是是这这家家工工厂厂征征
用用了了她她家家的的土土地地，，可可以以照照顾顾一一个个人人上上班班。。之之后后，，她她把把招招工工表表
送送来来，，说说自自己己平平时时自自由由惯惯了了，，按按时时上上班班下下班班不不习习惯惯，，让让我我表表
嫂嫂子子去去吧吧。。

此此后后，，妻妻子子有有了了一一份份收收入入，，男男人人也也主主动动应应聘聘给给一一家家工工
厂厂做做技技术术员员，，生生活活渐渐渐渐好好转转。。有有一一次次妻妻子子下下班班回回来来，，悄悄悄悄对对
男男人人说说：：““见见到到表表妹妹了了，，她她正正在在工工业业区区的的一一家家建建筑筑工工地地上上，，和和
一一群群男男人人在在一一起起搬搬砖砖，，脏脏乎乎乎乎的的衣衣服服，，灰灰扑扑扑扑的的脸脸，，不不仔仔细细
看看，，都都认认不不出出是是她她。。””男男人人说说：：““表表妹妹怎怎么么就就爱爱干干这这粗粗活活呢呢。。””

说说出出口口，，又又觉觉得得这这话话毫毫没没道道理理。。转转身身进进了了书书房房，，关关上上门门，，他他
不不想想让让妻妻子子看看到到自自己己盈盈泪泪的的眼眼。。

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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