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诗）

轻轻飘落
薄薄的
清澈透亮
惹人欢喜

雪花落在枝杈上
枝杈上就开出了洁白的花
雪花落在草垛上
像是洒了一层白月光

飘扬的小雪
落在母亲的背上
躬身劳作的母亲
背着那些晶莹松软的雪花
腰都顾不得伸一下

童话

小时候
最喜欢看母亲干活
母亲把萝卜洗净
晾干
摆放在一口大缸子里
母亲说萝卜要睡觉
母亲给萝卜身上撒一层雪花
说是给萝卜保暖

后来
萝卜睡醒了
给它保暖的雪花不见了
母亲说雪花趁萝卜睡着了
又跑到天上去了

天下大雪
树枝上、 草垛上
院子里、 房顶上
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雪花
我悄悄捧了一把雪花
撒在缸里的萝卜上
缸里的萝卜又黑又瘦
一定是冻坏了

挂在屋檐下的那串红辣椒

挂在屋檐下的那串红辣椒
像是一团火
日日夜夜的燃烧

风中的雪花飘落在红辣椒上
薄薄的一层
红红的火焰顶着白白的雪花
继续燃烧

雪落满了整个世界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屋檐下的那团火
被父亲截取两束
放进炖菜里
火便在我的身体里暖暖地烧
仿佛我的肚子里
也挂着一串燃烧的红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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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以叶为花
银杏天生扇面
柳叶犹如书笺
几片黄栌耀眼
如花开在案边

秋树如花
闲来逛街巷
红枫斗黄栌
秋树如花看
处处皆美图

找小鸡
早见鸡生蛋
蛋又藏小鸡
砸开细细找
只有黄金泥

偷石榴
春爱花照眼
秋摘籽解馋
稍有疏忽意
贼者偷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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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是冬天的请柬。 叶一落， 阳
光就淡了， 叶一落， 雪花就快来了，
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 不觉
间， 冬天已经悄悄来临。

枯叶蝴蝶般飞舞着， 仿佛正向人
们宣告着又一个季节的轮回。 冰冷的
雨一场接着一场， 寒风裹挟着斜飞的
雨丝，只有几株历经风霜的菊花，依旧
在逼人的寒气中傲然挺立， 捍卫着秋
天残存的最后一丝温情。 该告别的就
告别，该恬静的就恬静，该遗忘的就遗
忘，大自然赐予的初冬，展现在人们面
前的是一种思索，是一种感悟……

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下， 没有了虫
鸣， 没有了蝉声， 天地间一片寂静。
放眼望去， 初冬的原野显示出了大度

和宽容， 大自然似乎屏住了呼吸。 虽
然没有了春天的欢快， 没有了夏日的
热情， 更没有了秋天的色彩， 只有无
边的寂静和素洁， 洋溢着一种淡定的
平和， 但那凝重而又深沉的原野里萌
动着无数的生命， 单等那春风沉醉的
一刻， 续写生命自强不息的传奇。

冬藏于心。
劲风荡尽了天地间的尘埃， 艳阳

高照，碧空如洗，空气纯净而清冽。 人
们在经历了春的播种、 秋的收获，此
刻，只需静静地接受严冬的馈赠。火锅
支起来了， 虽然缺少了炒溜煸炸的繁
琐， 却也能将红红火火的日子在沸腾
的汤水中捞起；厚厚的棉衣穿起来了，
虽然没有了夏日的敏捷， 却也能将冬

日笨拙的憨态体现得一览无余。
街道里飘荡着烤红薯的清香， 那

是来自乡土最香醇的美味； 村巷间回
响着爆米花的轰鸣， 延续着我们童年
最难忘的记忆。 越冬的植物， 懒懒地
趴在地上， 冬夜悠长， 满是人们沉醉
的鼾声。 在梦境与现实之间， 我们静
静期待着今年的第一场雪， 跟随雪花
走进冬天的童话， 走进了生命激情最
初迸发的地方……

冬天的大门就这样悄悄地打开，
迈进了冬天的门槛， 迎接着岁月的寂
静！ 我默默地祈求那片蕴满生命希望
和辛勤汗水的土地以及生活在土地上
的人们， 经过冬天的洗礼， 定将走进
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徐学平

迈进冬天的门槛

母亲是个农村妇女，没多少文化，
讲不出大道理， 但她总能以自己的方
式教育我。

小时候，我总喜欢围着母亲转，母
亲洗衣服我就玩肥皂泡。有一天，我心
血来潮洗起了自己的袜子。傍晚，母亲
让我闻闻我洗的袜子。 我疑惑地闻了
闻，一股淡淡的臭味直往鼻子里钻。再
闻母亲洗的袜子，除了肥皂的香气，还
有阳光的味道。我羞愧地低下了头。母
亲和蔼地对我说：“袜尖和袜底有明显
的污垢，你用肥皂搓洗了。 但袜帮、袜
筒处也有一些隐藏的污垢， 你却忽略
了。 所以你洗的袜子还有臭味。 其实，
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彻底，不然就会
留下隐患。 ”

那时我还小， 母亲的话我听得懵
懵懂懂的 。 后来上学了 ， 读五年级
时， 母亲给我买了辆自行车。 我很喜
欢， 还没完全学会就迫不及待地骑着
去上学， 对母亲的劝阻充耳不闻。 那
天还没骑到学校， 就出事了。 公路上
突然窜出来的一条土狗让我措手不
及， 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地， 把左

手肱骨摔断了。
吃一堑， 长一智。 从此以后， 我

有意识地改变自己， 渐渐养成了做事
认真、 彻底的习惯。 让我惊喜的是，
自从养成好习惯后， 我的理解能力也
增强了， 中学、 高中学习成绩都在班
上一路领先。 大学毕业后， 我考取了
公务员， 接着又结婚生子， 生活一帆
风顺。

老公有个弟弟，比他小三岁。小叔
子结婚那年，公公把家里的旧房拆了，
盖了两栋平房，各有好几间。两栋房子
围成半个圆，看上去很气派，又方便一
家人生活在一起。在盖房子的时候，家
里的人对房屋的质量很上心， 每天都
到现场监督，买的材料都是最好的。

我也很关心房屋的质量， 可从小
就养成的做事认真、 彻底的习惯让我
想到房子的消防安全问题。 “老公，我
们盖的房子一点消防设施都没有，万
一发生火灾了怎么办啊？ ”我皱着眉头
问道。 “房子盖好后，咱们买几个灭火
器、防烟面罩等防护用品放家里吧。 ”
老公说。 “行，可是盖房子的时候也要

装上烟感器、灭火喷头，这样才能防患
于未然啊。 ”对于我的提议，老公觉得
有点小题大作，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
还是同意了。

房子建好后， 我们喜滋滋地搬了
进去，以前的旧家具都不要了，买了一
套进口的新家具， 并且把靠北边的一
间厢房当做收藏室， 把我多年收藏的
一些字画、藏品放在里面。

一年前，家里突然着火了。着火的
原因可能是婆婆忘了关电取暖器就出
门买东西去了，幸亏老公回来遇见。那
天停水了，好在家里有灭火器，老公把
两个灭火器全用光了才把火扑灭。 由
于灭火及时，未造成重大损失。 事后，
老公心有余悸地对我说：“还是你考虑
得周到，为家里备了消防用品，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 ”

听了老公的话， 我不由想起了母
亲。是母亲用睿智的“袜帮”教育，让我
改掉了自以为是、随随便便的毛病，养
成了做事认真、彻底的好习惯，这个好
习惯将会永远伴随着我， 让我凡事都
能做到最好，生活更加幸福。

好习惯从洗袜子开始 □胡萍

小 雪
□尚庆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