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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兆如生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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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伟心路烛光

（一）
去年年底去雪乡时恰逢一场大雪之

后。从哈尔滨一路走来都是白色大地，但快
到雪乡时，路两侧山坡上的树木因积雪的
覆盖一下子变成了毛茸茸的样子, 相互
交错或彼此孤零独立，像是天上仙境忽然
飘落人间，这缓缓移动的树挂给游人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幸运和惊喜。

到了雪乡，满眼是厚厚的积雪，路面
上、树枝上、大红灯笼上，家家的房顶上都
顶着厚达半米的积雪和微微前倾的雪舌，
构成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日本海暖湿
气流与贝加尔湖的冷空气在这里相汇，受
阻于张广才岭而形成这里雪期长、雪花大、
雪性黏等迥异于东北其他地区的特殊地理
环境;另一个条件是这里的住房都是俄罗
斯式的木格楞房屋，就地取材、保暖效果
好。来到这里的人，像换了一个生活、生命
方式似的，都放下了匆匆步履，慢慢地徜徉
在雪乡的大街上，虽是零下三十几度的严
寒，充满电的手机打不了几分钟就耗光了
电，可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缩着脖子快走
的不堪模样，任凭飞雪——这冬天最圣洁
的礼物轻轻的扑打在脸上、衣领上、帽子
上，犹如江南小镇油纸伞下的低声细语。傍
晚华灯初放，大红灯笼下雪花漫舞，可清
晰地看到密密的飞雪斜斜地扑向大地，快
接近地面时，又被风吹上天空，雪花又簇
拥着一起向另一个方向舞去，与房顶弥漫
的炊烟相拥相融。因有无法抗拒的吸引
力，这个昔日人迹罕至、环境险恶的国有
林场引来了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摄影爱好
者，怀着对生活不同的感悟和积沉，他们
长镜短炮对着自己一生从未见过如此迷人
的景致拍个不停，唯恐失去了任何一个细
节、画面与风情，渴望寻找到记忆深处的
某种印记。

远处，山坡上松林未被雪花完全覆
盖，稀稀疏疏之中还透露出斑驳的黑色
来，走进山坡旁民居的小巷内，两侧家家
户户的门口都挂着清一色的大红灯笼，形
成了一直向远方延伸的红色长廊。木栅栏
内的物什，随物具形，千姿百态，没有一丝
杂质的白雪在大红灯笼的映照下宛如天上
的朵朵白云飘落寻常的庭院，缠绵而又诡
秘。那童话般的白色世界足以令人铭记终
生,深深打动了每位目睹其芳容的游客。路
上满是深浅不一的脚印，踩在上面发出“吱
吱”的雪声，轻轻的声声入耳，虽然身临其
境却又怀疑起自己来，对进入这另一种自
然风情和生活原态感到有些不真实，害怕

回到喧嚣而又繁杂的现实生活。此时，谁都
会抛开一切人生的跌宕起伏，静静地体味
这历经千辛万苦、万里奔波才换来的发自
心灵深处的感悟，像一个多年未回家乡的
流浪汉，一头闯进了衣食富足的亲人的怀
抱，悲欢离合、喜极而泣感顿生。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过渡用的虚
门，打开虚门由于温差巨大，一股雾霜随风
而入，虚门内存放着各色食物，就是个天然
大冰箱，顿感祖国疆域之广，南北风情差距
之大，恍若隔世。此时，淳朴的雪乡人家都
说说笑笑地团聚在一起，模糊的窗玻璃上
竟有水珠悄然滑下，留下一道自由、散漫、
幸福的划痕。

山坡上满是被大雪压得默默低下头的
松树、桦树，似乎羞于见到这么多陌生客，
与错落有致、房顶白雪的“雪屋”连成一片，
构成了山、雪、房与人的绝唱。无论你得意、
失意,激情亦或是淡然都会深深陶醉于这
无声的绝唱。天空朦胧影绰一片,脚下漫漫
的雪地似一床松软的棉被,等待你目光的
惠顾。回头凝视纷纷暮雪笼罩下的雪乡，两
边的大山似母亲的双手，雪乡这个不大的
小村庄像在母爱百般呵护下的孩童，躺在
弯弯的山谷边安详地睡着了，一丝声音也
听不到。整个村庄被灯光映照得棱角分明,
甚至暴露出了她圣洁的灵魂。袅袅升起的
炊烟、柔黄的街灯、红红的灯笼，无时无刻
不铺张着梦幻般雪的神韵。很多时候美到
极致的风景都是和梦紧密相连的，静是她
的原始韵律，亦是对她的最大补偿。这种静
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寂寞之
静，也不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孤
寒之静，更不是茫茫沙漠“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的辽阔之静，这是一种波澜不
惊、安逸舒适，充满对美好人生的珍惜与回
味,充满淡淡回归家园的情怀和挥之不去
乡愁的安宁、温馨之静。大概只有这时才更
能有对现实、现世人生百态的体味和感怀,
这静是无言以叙的一种美。

回来时已很晚了，家庭旅馆的王老板
仍在吧台等我们，手中还把玩一把锈迹斑
斑的军刀，王老板说，这是他去年夏天上山
采野生菌时捡到的一把日军指挥刀，我就
朦朦胧胧感到这幸福美景的背后似乎隐藏
着什么……

（二）
第二天穿越大雪谷，高大的白桦树、红

松树被大雪压低了枝头，不时有成块的雪
被风一吹密密实实地散落下来。深深的积
雪下面竟有暗溪在汨汨流动，悄无声息，这

里就是牡丹江最大的支流——海浪河的发
源地。雪依然深厚，虽有不少人走过，前行
仍很艰难，一只野狍子悄悄地躲在粗大的
松树下面盯着慢慢通过的游人，这里除了
林就是雪，深感林海雪原一词用得多么恰
当。在一处地窝棚子前，导游停下了脚步，
深情地介绍说这里曾是抗联战士的秘营。
一听到秘营，我曾经看过一些东北抗联战
士的照片，很多背景都是这种树木高大繁
茂的森林或是在这皑皑白雪中骑马行军的
照片，其中一张印象很深，一群抗联战士刚
刚拔掉一个日军据点后回到宿营地的照
片，后面就是这种窝棚——一半埋在雪地
里一半露在半空中的木质房子，旁边还有
一个更大的房屋，这应是大批抗联战士的
秘密营房。我也知道他们就是去年“九·三”
大阅兵中英姿飒爽的东北抗联英模部队的
前身。我的思绪立刻飞了起来，虽没见到过
东北山林夏季葳蕤貌然、绿浪千里的样子，
今天见到的可是真实的雪原，在我们欣喜
若狂与美妙的雪花相拥相抱时，我们真想
象不出这无限的风光在他们心中是什么样
的感受？我们能想到的是这茫茫雪原是保
护他们的天然屏障，可也是影响他们快速
机动的阻碍，更想到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里、在这艰苦的环境他们如何生存？还有我
们更想知道他们以简单的粗粮就雪草草饱
腹之后，可否意识到身边就是现代人千万
里追寻的梦幻家园？更多的是猜想他们对
这司空见惯、天天相见的风景肯定不像我
们那样新奇无比、惊艳其美，只是在紧张
的战斗间隙抽上一袋旱烟，慢慢品味着这
林海雪原不见人烟的日子。对他们用境界
这个词肯定不合适，因为他们必须面对蹂
躏这片白山黑水的入侵者，只有赶走他
们，才能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这或
许就是他们那时最大的梦想。看到他们刚
毅而又快乐的目光，我忽然想到，如果白
桦树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这没
膝的白雪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纯洁、朴素、包
揽万物的情愫，而在白桦林之下白雪之上
的抗联英雄们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童年记
忆。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共和国的今天和
未来……

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段时间我经常怀
念这段在林海雪原的日子，更多地是想倾
其所有穿越这漫漫林海、茫茫雪原给那些
抗联英雄们送粮食送衣被，或干脆变成一
名抗联战士为这梦中的故乡、幸福的家园，
拿起钢枪、冒雪冲锋……

雪乡雪乡，，雪乡雪乡

这群人，刚刚从地亩里归来，在自家的
院落里放稳犁头，把牛儿拴牢在槽上，来到
一块空地，疲惫地或蹲或站，或说或静，沉
稳地像始皇帝的兵俑。

空地的四周，是高下不一的塬子。更远
处是连绵的土山。

咝溜溜的秋风吹皱了山丹丹的叶子。
也掀动着他们的褡衫。

“伙计！”“来了！”“来了？”“来了！”“军
校！”“啊！”“备马！”“啊！”猛地，惊雷炸起，
兵俑瞠目！一切都爆满力量地吼奔起来！小
小的，原本也困倦着的谷场，兀地也蒸腾起
巨大的势能，把冷气燃烧地燥热！把恬静的
阳光烘烤地飞溅！

“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备鞍
……”那领头的关中大汉发狠了，忘情了，
没命了。那帮腔者嚎叫、乞求、呻吟、大笑，
抑或痛苦与快乐，悲欣与麻木，现实和梦

幻，都没藏得住半丝儿的压抑和平庸，一捏
儿的虚假和伦常。“啊嗨……啊嗨……啊啊
啊嗨嗨嗨……”像伟岸的秦岭之最巅，广袤
的八百里秦川之最深，在翻尽着千秋驱走
着无涯！且愈唱愈猛，愈吼愈啸，比是始皇
帝当年南征北战的枭兵，汉武大帝戍边的
犀兵悍将，轰隆隆轰隆隆以骤雨、旋风来绞
杀六国斫首匈奴! 也是千里的乌云万里
的闪电，奔突！凝聚！升华！喷薄！癫狂执拗
地去寻那好一个大江东去！

定睛看，他们手中分明操着家伙——
自制的板胡、大号、手锣、梆子、铃铛，粗粝，
却很有力。领唱者只用板胡，吼着拉着舞
着。那个虬精的老叟蹲坐在板凳上，米把长
的铜烟杆，像发号施令的剑，指挥着他的千
军万马。

“……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
“ …… 男 人 下 了 种 ，女 人 生 了 产 ……”

“……娃娃一片天，都在塬上转……”酣畅
淋漓的劲儿，不加任何雕饰的真真的原生
态味儿，硬是把我唱地热血沸腾，泪流满
面。“……哎哈哈哎哈哈哎哈哈……啊啊啊
……”领首者愈发激昂，帮腔者愈发豪迈，
领首者愈发苍遒，帮腔者愈发雄浑！倾诉，
号哭，呐喊，似要风驰电掣地挣脱，去撞开
那黄土高原呐！

兀地，那个虬精的老叟猛地跳将起来，
疯了一样抄起板凳抡过头顶，举起，举起，
再举起！竭力，竭力，再竭力！似要撑起天、
撑破天！尔后长凳一头抵地，腾出的另一只
手，抓起一块方木就狠命地击打板凳面！而
他的腰身，像狂斗的雄狮！急突的跳羚！绝
尘的马群！

哐！
眼前只有一丝渺远的炊烟。三两声鸡

鸣。

听华阴老腔

笔者居住的小区里有两株葡萄树。每
年立春后，树上的枯枝长出了点点新绿，
叶片也悄恍就舒展开来，像一群伸懒腰的
孩子。几阵春风拂过，几场春雨淋过，嫩绿
的葡萄藤就开始伸展手脚，一天天在葡萄
架上铺陈开来，葳蕤一片。仔细一看，翠叶
绿蔓之间，几乎和叶子同色的葡萄串在叶
隙间时隐时现。葡萄从米粒一样的结蒂，
很快在春风夏雨中长成黄豆大小，粉嘟
嘟、圆胖胖地挤在一起，像珍珠、像玛瑙，
密匝匝、沉甸甸，煞是惹人喜爱。

绿叶间悬垂一串串葡萄，对于小区的
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鲜艳欲滴的诱惑，
让他们馋思大动。他们常常趁大人不备偷
偷摘一粒最大的葡萄往嘴里塞，但又苦又
涩的青葡萄往往他们小口啜进大口喷吐
……满架的葡萄就在孩子们一次次打扰
中，一天天地饱满起来，颜色由翠绿色开
始变成晶莹的深紫，里面的葡萄籽儿似乎
也清晰可见，味道则由苦变涩变得甜美。

周末假日，搬一张凉椅摆在葡萄架
下，斜躺在椅上边品香茗边看书报，那简
直是一种绝美的享受。看书看乏了，抬头

看看头顶的葡萄架，信手摘一粒珠圆玉
润、状如琥珀的葡萄，嘬破一小块葡萄皮，
甜美的葡萄汁顿时在嘴里奔涌而出，顺喉
而下，甜里微带酸，酸里透着鲜，那独特的
美味直达肺腑，让人惬意至极。

葡萄除了可以吃，还可以发思古之幽
情。据说，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
从此，它远离那方热土，来到这方陌生的
土地上生根发芽。这么多年过去了，它经
历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的悲壮，也留下了“年年战骨埋荒外，空
见葡萄入汉家”的苍凉。无论世事如何
变迁，它都泰然处之，安分守己地尽着
自己的本分，奉献着甘甜。笔者的老家
乡下，有“葡萄架下听七夕”一说，意
思是七月七牛郎织女相会时，在葡萄架
下，可以听到他们的窃窃情话。如果未嫁
的姑娘听到，将来就可以找个好婆家，过
上幸福的生活。虽然知道这只是神话传
说，根本听不到什么，但时至如今，每年七
夕那天，仍然有不少女孩到葡萄架下听情
话，其中蕴藏着对生活的美好希冀。

三国时，钟会有《葡萄赋》夸赞葡萄的

淑美，“仰承甘液之灵露，下歙丰润于醴
泉”。葡萄不仅是夏日的一种当令水果，
还可用以酿酒。酿制葡萄酒的过程，其
实就是仰承葡萄的甘液酝酿出灵露。与
工业化生产的红酒相比，葡萄酒虽然醇
酽度略显不足，但也是淡而有风致，冰
镇后饮用，风味犹佳。不少人走亲访
友，会拿出自家酿的葡萄酒作为礼物，
让主人感到十分的贴心，说不定还能顺
带勾起一段具有家园之爱的芬芳记忆。

钱钟书先生说，吃葡萄可以看出两种
人的生活态度和境界，一种人是先挑最好
的，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不过至
今，我还是没弄明白怎样的吃葡萄法才算
境界最高，我只好坚持自己的吃法了。我
是先吃青的，把青葡萄轻轻往嘴里一送，
舌尖怯怯一卷，上牙和下牙装腔作势一
挤，青酸的葡萄汁液便溢喷满口，一直酸
到牙根，有时甚至眼泪都要酸出来。第
二颗微酸，略带苦；第三颗微甜，已经
没有苦味，心情已经淡定了许多。想必
人生的过程也是如此，由苦到酸再到
甜，成熟之后才会有最甜美的感受！

品味葡萄

寻幽双龙湖

走下高高的运河大桥

在双龙湖景区 缓步进入田野深处

细雨洗去了烟尘 河堤是一道分水岭

切割城里的喧嚣与身边的幽静

伊家河与运河交汇的热情

在湿地里 波澜不惊

未被沥青缝合的土路和漫水的石墩桥

让记忆在亲切中舒展 延伸

风吹奏不紧不慢的送行曲

一些树和草便浸染惜别之情

大片的蒲草躬身低头 编队远行

荒草历经枯荣 任我踏着惬意的柔软

隔开泥泞

雨滴落水面

弹奏的音节敲开一湖笑容

残荷捧起水珠 不肯放弃晶莹的梦

睡莲依然在扩充地盘 酣睡未醒

新来的住户门前 有迎送之声

那些兔子有充足的野草

鸳鸯闲戏水中

高贵的天鹅屈身入湖

吟天籁之声为湖水点睛

它们是这里的王者 理当供奉

青檀神韵

一柄巨斧劈出了峡谷

壁立的巨石 没有想象的痛苦

神奇的青檀树在此奉旨落户

对这雄奇之地护佑有术

绝壁危崖间 有它们快乐的安身之处

坚硬的石缝里

有它们轻松攀登的步履

青筋暴突的根 能缝合岩石的裂痕

盘根错节的功夫

可将巨石包裹抱定 为我所用

枝干虬龙般矫健 木质磐石般坚硬

在谷中屹立千年 早已修炼成仙

陡峭的岩壁是它们操练的挂图

嫁接了猿猴和飞燕的轻灵

风和雨早已折服

只能在绿海中 为它们擂鼓欢呼

屈身峡谷的青檀树

与万亩榴园争胜

一处古寺以树为名

这树也是享受烟火的神明

诗二首

□龚安明

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叶子的荣枯便是一个极好的证
明。无数片金黄的秋叶，如随

“波”荡漾的小船，摇摇摆摆、潇
潇洒洒…把公园的小路点缀得
如天空的星星。渐渐地，金色的
树叶越来越多，慢慢地盖住了
道路，给人一种静美、舒适的感
觉。

我沿着路旁林间漫步，一
边观看落叶，一边默默思考，树
上叶子纷纷落下，在树林中飘
飘摇摇，悠悠荡荡，似天女在散
花。落叶闪着金、红、黄、桔、褐
的五彩舞衣，婀娜多姿飘舞着，
展现出无限优美的姿态。树叶
一个生命的过程，诠释沉淀到
一片落叶上。

落叶一边舞着，一边荡悠
悠的落地上，悄然无声完成了
生命历程。这是一场生命之歌，
也是一场生命的绝舞。树叶在
生命的最后一刻，实现了终极
的辉煌，将一生的精美沉淀在
落叶上，投入大地的怀抱。

树木从发芽、开
花、结果，它的生长发育，靠的
是树叶在阳光照射下发生的光
合作用。绿叶的岗位是树枝，从
它爬上枝头的那一刻起，就没
有停止过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为花朵的开放、果实的成熟，枝
干的长粗长大提供养分。没有
叶的树木，那不就像凤凰没有
了尾巴，人没有了花衣吗？更重
有的是没有树叶，树木还能生
长吗。生命就是一个和谐的过
程，缺少什么都会产生影响，都
会制约着发展，制约着生命的
延续。

落叶的艳舞使我迷
恋，落叶的绝舞让我震撼。我望
着这令人心醉又心碎的一幕，
眼睛不觉潮湿了……还有一些
物体如落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实现了辉煌，如昙花的一现、流
星的一瞬、烟花的一闪，爆竹的
一响……它们生命最后一刻的
辉煌令人感奋，也令人心灵战
栗。这使我对落叶又生出一层
敬意。

落叶凄美，落叶亦
有情。落叶枯萎了、死亡了，但
要落进母亲的怀抱，落到根的
身上，化作粪土、化作春泥也要
护根，给根以温暖，给根以营
养，回报母亲。落叶的过去是美
丽的，在灿烂中生长，在静美中
离去。

难怪一些画家，特
别是油画家喜欢画落叶铺成的
林间小路，确实是美，确实是有
意境。“碧云天，黄花地，西风
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
醉，总是离人泪。”不但画家欣
赏落叶铺路的美，文学家也是
呀，王实甫这段美丽的词句绘
出了秋天落叶的美景，也道出
了其幽深的意境。

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
写到：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
秋叶之静美。 落叶，是一种生
命走向静美的过程，人生也应
该如此。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落叶是一个生命的
延续过程，是一个生命完美的
绝唱，离开巍峨参天的大树，带
着五彩缤纷的颜色，来一个生
命的绝舞，展现的是一片静美
的风采。

落叶，诠释着生命的过程，
沉淀着生命的美丽。

落
叶
，沉
淀
着
生
命
的
美
丽

□海涛快乐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