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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
□□陈陈赫赫

毕业之后， 我踏上了艰难
的找工作之路。 刚步入社会，
一脸茫然、 不知所措， 在朋友
的帮助下， 我进入到一家钢材
仓库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 去报到那
天， 冬日的阳光斑驳地照在枝
干上 ， 好像一朵朵盛开的小
花。 一到仓库， 看着周边陌生
的面孔， 我瞬间觉得很压抑，
与和煦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经理大概交待了工作事宜
后， 就派了一个人领我先去宿
舍安排住处 。 那个人面容清
瘦， 个子很高， 却总是有点驼
背， 大概50多岁的样子。

他一边走着， 一边顺手就
把我的行李提在了自己手上，
像闲聊似地问道： “怎么来这
儿上班了？ 这里的工作可不轻
松 。 ” 我 没 精 打 采 地 回 答 ：
“是朋友介绍的。” 我礼貌性地
问了下他的名字， 他说 “别人
都叫我老安 ， 你也这么叫就
行 ” 。 我心里想着他几乎跟
我父亲同龄， 应该叫叔叔更合
适吧 。 老安好像猜出了我的
心 思 ， 拍拍我的肩膀说道 ：
“没事， 就这么叫吧， 这样显
得我年轻。” 这一句话， 一下
拉近了我们彼此的关系， 也让
我阴霾的心情慢慢变得晴朗起
来。

到了宿舍， 老安连忙打扫
好一个下铺， 把我的行李安顿
好。 他说： “屋里原来就我一
个人住， 现在你来了， 我也有
个伴儿了。” 我微微一笑， 想
拿笤帚打扫卫生， 他冲我摆摆
手， 示意不让我动。

后来的日子里， 我和老安
处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们在一
个班组， 一起上夜班， 一起吃
饭 ， 一起在休息的时候去各
处 游 玩 。 我 渐 渐 不 再 觉 得
他 是 大我很多的长辈 ， 更像
是一个年纪相仿的挚友。 上夜
班时， 他会帮我盯会儿 ， 让
我 睡 一 觉 。 吃饭的时候 ， 他
习惯性地把肉放进我的碗里。
休假时， 他也会帮我打饭， 放
在床头。

要回家过年了 ， 我问老
安： “你什么时候买票？” 老
安迟疑了很久 ， 笑着答道 ：
“我今年不回去了 ， 反正仓库
得有值班的人， 我留下。” 我
说， 那等我回来给你带家乡特
产。 老安应着， 拿出了一盒礼
品塞进我手里， 说这是他给我
父母带的。

那一年过完年， 我没有再
回去上班， 去了别的城市。

后来我通过其他人才知
道， 原来很多年前， 老安的家
里发生了重大变故， 只剩下了
他自己 。 他年年都待在仓库
里， 从不回家过年， 大概是害
怕回到那个伤心的地方。

多年之后， 每到冬日的暖
阳洒在身上时， 我的脑海里还
是会浮现起那个面孔： 消瘦，
乐观， 总是在照顾人。 每每想
起， 我的嘴角都会因为那段情
谊而上扬。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
理： 原来在这人世间， 我们遇
到的大多数人， 在相遇的时候
已经注定了分别， 但他们都曾
温暖过我们， 就像冬日的暖阳
一般， 被我们轻轻柔柔地藏在
了心里， 带在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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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餐饮业恢复堂食， 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南苑街道所立足辖
区实际， 强化业务指导， 做好节
前综合检查。

加强提示， 关注食品安全关
键点 要求开放堂食的餐饮企业
强化食品安全意识， 加强环境消
杀和卫生管理， 确保就餐场所和
食品加工区域环境整洁； 加强食
品原材料管理， 杜绝使用过期变
质食品 ； 加强食品加工环节管
理， 严格落实操作规范， 避免交
叉污染； 加强从业人员身体健康

管理， 落实晨午检要求， 确保从
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

结合实际， 倡导避免餐饮环
节浪费 社会面餐饮业消费需求
逐步提升， 要求餐饮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 主动提示消费者节约粮
食、 避免食品浪费， 在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张贴及摆放反食品浪费
标识。 由服务人员提示说明， 引
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

强化监管， 持续开展餐饮大
检查 将辖区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 品牌连锁单位作为重点检查

对象， 以进货查验、 原料控制、
加工过程控制、 餐饮用具清洗消
毒以及食品安全自查等作为检查
重点内容， 持续开展餐饮环节食
品安全大检查工作， 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 提升餐饮经营主体食品
安全意识。

下一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南苑街道所将针对重点业态、 关
键环节， 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督导
检查 ， 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责
任， 让群众吃得更安心。

（尹更云）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撰写对
联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 千百
年来， 小小的对联不但寄寓了文
人雅士的逸趣， 也彰显了寻常百
姓的闲情 。 新春之际 ， 在门楣
上、 厅堂中挂上几副对联， 喜气
盈门中让人倍感温馨和甜蜜 。
《国学典藏》 丛书编委会编撰的
《文字上的中国： 对联》， 开创了
用故事诠释对联的先河， 让读者
在阅读过程中， 被楹联知识深厚
的文化底蕴所感染， 充分感受到
中华文化独有的韵味之美。

现实生活当中， 只要一提起
对联， 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那句经典的 “新年纳余庆， 嘉节
号长春”， 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一副对联 。 对联讲究对
仗， 在平仄、 字数甚至结构上都
有相应要求， 它源起于秦朝时的
桃符。 千百年来， 深得中华文化
的濡染， 又经历代文人墨客的用
心培植， 逐步形成了对仗工整、
平仄协调 、 凝练精致的文学特
点。 一副好的对联， 不仅能体现
出创作者的文学才思， 还能体察
出他们的文字匠心和文化底蕴。
而意蕴深远的对联更能小中见大
的一展民风、 民俗等社会风貌，
甚至凸显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和价值追求。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

桃换旧符”。 作为有着五千年悠
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对联从诞生
那天起 ， 就以其丰沛的文化润
泽， 伴随着炎黄子孙一同成长，
伴随着华夏文明日益茁壮。 《文
字上的中国： 对联》 用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古今故事， 串联起一副
副脍炙人口的对联。 说道故事的
同时， 也将对联的准确含义作了
简要的评析。 这对于我们了解这
些对联的主旨， 回溯不同时代的
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 都起到了
活化石的作用。

赏读 《文字上的中国 ： 对
联》， 从中不但能获得文化上的
滋养， 畅享那些绝联佳对所传递
出的精神愉悦， 还能从一则则典
故中学到新的知识。 比如， 从李
白联斗杨国忠的轶事里， 不仅让
我们见识到了李白斗酒诗百篇的
翩翩风采， 还领略到了他的聪慧

和机智。同时，对“诗仙”李白又有
了新的认识。再比如，朱元璋写春
联的故事，也颇让人玩味。有一年
大年初一的早晨，他微服出巡，看
见交相辉映的春联感到十分高
兴。当他行至一户人家，见门上没
有贴春联，便问何故。原来主人是
个杀猪的，正愁找不到人写春联。
朱元璋当即为这家书写了一副春
联：“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
是非根”。 此联看似生猛， 细细
揣摩又余味无穷。

小小的一副对联， 看似短小
精悍， 实则对仗的背后蕴含着很
强的文化意韵， 是智慧和学识的
结晶。 从优秀的对联中， 总能看
到中华文化的深刻烙印， 嗅闻到
笔砚深处的醉人芳香。 它们又宛
如广袤大地上的一棵棵枝繁叶茂
的小白杨， 坚定地守卫在华夏文
明的千里大堤上， 在栉风沐雨中
以别样的风姿， 铸成了一道靓丽
的文化长廊。

“我们总是绕啊绕， 绕几千
里路也望向归途……” 听着这饱
含思念的歌， 我不禁回想起10岁
时跟随父亲初回故里的往事。

那一年， 身为篾匠的父亲因
病住院大半年， 家中一贫如洗。
母亲和父亲商量着， 让父亲带我
回老家一趟， 借点钱给我们四兄
妹做学费。

小小年纪的我偷听到这些话
时， 心里忽然沉了一下。 于是，
我把上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腊月
二十九这趟归途。 我跟着父亲坐
了5个多小时的汽车， 又走了20
多里山路， 脚底打出血泡， 终于
在茫茫夜色中， 到达陌生的故乡
怀抱。

只是父亲的故乡 ， 茅屋居
多， 田野并不宽广， 黄土四处裸
露。 这里的亲人， 真有余钱借给
父亲吗？ 那个大年夜， 我看着堂
爷爷桌上并不丰盛的几个菜， 像
个大人般心事重重。

第二天吃过早饭， 我被父亲
领着去各家拜年。 我乖巧地依着
父亲的指点 ， 向长辈们拱手行
礼， 口齿伶俐地说着一串新年吉
祥的话。 长辈们都夸我读书年年
考第一， 有秀才爷爷的好遗传。
但夸来夸去， 我竟没接到几个新
年红包， 只有几包装裱漂亮的糍
粑或爆米糖， 父亲的眉头慢慢皱
成了 “川” 字。

拜完年后， 父亲带我去了一

个有点破旧的祠堂。 他先长叹一
口气， 极力咽下心底的失望， 再
领我对着祠堂里的牌位深深作
揖， 然后指着那祠堂两边刻着的
对联， 郑重地告诉我： “丫头，
这就是你那十里八乡都有名的秀
才爷爷亲笔所写。 你爷爷不光能
教私塾， 能写对子， 书法也是乡
中一绝， 一个乡的祠堂楹联和路
桥碑文， 几乎都是你爷爷写的。
要不是他中风走得太早， 我也不
会只读了3年私塾就去种地， 13
岁远走他乡学篾匠……”

那个春节， 天色很阴沉。 但
我看着楹联上龙飞凤舞的字， 心
里陡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应， 那
个从未谋面的爷爷， 在乡邻崇拜
的目光里意气风发挥毫泼墨的画
面， 让我陡生自豪， 仿佛有光束
泻进心扉， 整个人都亮堂起来。

我抚摸着那楹联上的一撇一
捺 ， 居然自信而响亮地对父亲

说： “爸， 我也要练毛笔字， 长
大后， 我也要像爷爷一样， 做一
个有学问的大秀才！” 父亲看着
眼眸里闪着星光的我 ， 愣了一
下， 随即连连点头： “好， 我家
丫头有志气， 爸砸锅卖铁也要供
你读书！”

随后， 父亲又带我来到爷爷
教私塾的地方。 虽然私塾已成残
垣断壁， 但在父亲的叙说里， 我
分明听到了爷爷教书的声音， 还
看到了故乡元宵节精彩的场面。

正月初十开始， 各村派出龙灯队
外出比拼， 两村人一边舞龙灯，
一 边 出 对 子 和 接 对 子 ， 紧 张
又 热 闹 。 有一次 ， 我村的龙灯
队接不出对方的上联， 被困在他
村 ， 一直到秀才爷爷 “江湖救
急”， 接出下联， 保住了一村人
的脸面。

说着爷爷在对子走天下时代
里的光荣史， 乌云从父亲的眉头
渐渐散去， 我们父女俩不约而同
地笑了， 笑声不大， 却足以烘暖

身边的凛凛寒风。 这是我初回故
里的第一次快乐绽放 ， 那份激
动， 像孩子点燃的大炮仗， 即使
丢在冷冽的雪地里， 依然可以冲
天而起， 响亮呐喊！

那年春节， 原本是一场背向
家人团圆的逆行， 虽没借到多少
学费 ， 父亲却在与故土的对望
里， 汲取了先人烙在文字里的力
量， 使得他让孩子继承家风读书
成才的决心， 如燎原之火， 再未
熄灭过。 之后， 他一次次咬牙迈
过难关， 供养我们四兄妹相继考
学， 我和小弟先后继承了爷爷的
衣钵， 都成为了教书的先生。

绕行千里的归途 ， 辛苦异
常， 却让我与故乡结下了根须相
连的默契。 善写书法、 能写对子
的秀才爷爷， 像故乡一颗最美的
星星， 嵌入了我的生命天空， 伴
我一路追赶绚丽的朝霞。 “星辰
故里， 欢喜如初”， 即使步入中
年， 我依然还记得那个春日， 祠
堂楹联上龙飞凤舞的书法映入眼
帘时， 一片星光泻入的灿烂瞬间
……

□黄小秋 文/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星星辰辰故故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