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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雅韵

冬夜

冬日即景

□辽宁铁岭 张绍文 62 岁

□浙江丽水 傅祖民 69 岁

夜半寒街静，
商家落酒旌。
窗明星影近，
墨淡韵痕轻。
爱圃凭心种，
诗田任笔耕。
尘霾无定数，
懒去入纷争。

雨霁风寒落叶飘，
街头巷尾几萧条。
谁挥帚笔晨曦里，
重焕山城别样娇。

谒凤山寺见古藤

访黎氏故居

▲ 国画·舞香
安徽合肥 许宗馨 71 岁
本期栏题题写
邓祖佑（重庆

▲

岁）

76

▲ 国画·极目云天外
福建福州 林桂儿 75 岁

▲ 篆刻·老还小
四川南充
李来友 63 岁

本期对联
山路夜行凭月照
（荐联：
山东宁津 马俊杰 65 岁）
春花早放向阳开
（湖南岳阳 邓自华 68 岁）
水乡船荡任风催
（山东阳谷 白广生 85 岁）
柳堤燕舞望春来
（新疆克拉玛依 黄孝忠 71 岁）
水流舟渡待风平
（北京 吴增龄 79 岁）
未来一、
二周征联
北境风光，
千里寒山飞素雪
（荐联：
吉林吉林 黄福祥 81 岁）
霜挂松枝韵更浓
（荐联：
山东青州 张兰魁 80 岁）

□湖南湘潭 刘亚东 67 岁

□本版交流群群友 一卷飘零

久有寻贤愿，
友邀菱角村。
临窗清风扑，
开卷玉声存。
椽笔藏深院，
魁星耀满门。
庭前池洗墨，
一路滴留痕。

谒庙钟声动九垓，
古藤绿荫过墙来。
采些籽粒怀中暖，
回到家乡遍野栽。

■人间词话

西江月·同学会

□辽宁义县 陈桂忠 63 岁
且把离情吟唱，莫要愁绪神伤。
把酒笑颜相问，汝心何故悲凉？
一别卌载聚同窗，
尽看霜飞鬓上。
暮景尚可梦飞扬，
不恋青春一晌。

西江月·落雪

□河北石家庄 张新果 65 岁
迷乱风轻柳絮，恍惚叶重花蝶。
雨墨还描杏靥，笔枝再染山额。
斑斓窗外敛收绝，
又展生宣一页。
冰白砚底冻层叠，
待画云帆野鹤。
■掌上小说

聚宝盆

水彩画 邯郸武灵丛台瑞雪
河北邯郸 赵庆勋
岁

▲

□湖北天门 熊荟蓉 48 岁

·

76

■散文小栈

冬日麻雀

□安徽铜陵 鲍安顺 55 岁
冬日严寒，江南的麻雀飞过老家
屋檐，在阳光下的冰漪上，在雪地，在
茅屋的屋顶，它精灵一般站在小院子
的铁栅栏上、枝头、晒衣绳上、乾隆年
间的老井上。每次见到它，它都坚守
在那里，坚守在生它养它的冬日土地
上，
那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冬日一景。
有人说，麻雀是惟一不向人类屈
服，却又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益鸟。它
吃害虫，也吃益虫；吃庄稼，也吃野草
的籽粒。那还是“除四害”的年月，有
年冬天，我看见一枝红梅上正在食梅
的麻雀，那姿态好美，好优雅，令人怦
然心动。我突然觉得，它很弱小，弱小
得让人怜。后来，我在腊梅花丛中，在
山茶花间，在山谷溪水旁，都看见了成
群或者单个的麻雀，面对那如邻家少
女一样的纯洁之美，我想它们怎么都
与
“四害”
无关。
在乡下，冬天清晨，我常被麻雀叫
醒。我感觉它的叫声像初醒时的早晨
炊烟，像童谣，像唠家常的大妈的呼
唤。它的叫声音韵散漫，也缺乏感染
力，但却让我想起了麻雀的种种优良

品性来——没有造作与骄矜，没有名
利之争的卑微与可耻。那些年，还是
四害之一的麻雀，仍然没心没肺地飞
翔、觅食，仍然试图与人类和谐共处，
它从不选择长途迁徙，而是一心一意
地守着家园。在冬天，它灰色如石头
一样地落到洁白的雪地上，欢笑，喧
腾，叽叽喳喳地觅食果腹。它们抢夺，
也捡漏，
像我们人类一样努力地生存。
刚好，有一只觅食的麻雀飞入了
我家客厅，它寻找不到出路，几次撞在
玻璃窗上，无力地扑腾翅膀。当我把
窗户打开时，它飞了出去，在我眼前飞
走又飞回，像在致谢，又像与我嬉戏逗
乐。此时，我突然想起王晓明在《鲁迅
传》里写过，周作人让他哥哥周树人
（笔名鲁迅）一起去抓麻雀，周树人却
说自己要看书，那年，周树人 8 岁。其
实，鲁迅也喜欢麻雀，可是为了读书，
鲁迅却放弃了游戏人生。
《涩》这首歌中唱到，是不是到了
冬天麻雀将会死去？我想，这不是在
唱麻雀，而是在唱人生，唱欢乐与苦
难，
唱生命与生存。

那年我五岁，看见祖母脸色煞白
地从里屋出来，带着哭腔喊父亲：
“强
子，
你爹不行了，
有话交代你！快来！
”
里屋的门神秘地关上了。我踮
起脚尖，将耳朵贴在门缝里，听见祖
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强子，这聚宝
盆 …… 是 咱 家 祖 上 …… 传 下 来 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变卖……”
后来，遇上荒年，米缸里粒米不
见。喝着稀拉拉的野菜汤，母亲对父
亲咬耳根：
“要不，咱们把那个聚宝盆
卖了吧？”父亲横了她一眼，正色道：
“聚宝盆是传家宝，不到万不得已，不
能卖。咱再挺挺，日子能过下去的。”
一大家子人吃糠咽菜，最难的时候，
连榆树根也刨出来磨面吃，但谁也没
绝望过。那个聚宝盆，一直在我的内
心深处，闪烁着神奇的光芒，虽然我

从没见过它的模样。再后来，我做生
意亏了血本。面对逼上门来的债主，
我苦求父亲：
“爸，把那个聚宝盆卖了
吧！”父亲寒着脸，不容商榷：
“聚宝盆
是 传 家 宝 ，不 到 万 不 得 已 ，不 能 变
卖。咱再挺挺，办法总比困难多！”虽
被拒绝，但家有聚宝盆，还是给我不
少底气，
我终于又站了起来。
光阴荏苒，父亲也到了弥留之
际。母亲将我召进里屋，将一个黯淡
无光的铜碗交给我。父亲说：
“ 这聚
宝盆……是咱家祖上传下来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卖……”
所谓的聚宝盆，原来是我祖爷爷
讨饭用过的一个大铜碗。但我还是
郑重地用红绸布包好。我相信，在未
来的岁月中，这只聚宝盆，依然会闪
烁神奇的光芒。

风水大师

□安徽黄山 崔志强 49 岁
城里有一个风水大师名气很大， 只打了一个招呼。拿出罗盘后，他时
人都称他黄大师，却不知他真实姓 而低头寻路，时而抬头四面观望。好
名，
祖籍何方。
久，他才说：
“ 入山寻水口，登穴看明
他很忙，要请他都需要通过经纪 堂。山管人丁水管财。”口朝着前方，
人预约，并且时间要精确到小时。摩 面微仰，好像对着青山自言自语。黄
局长的父亲过世，当然要请黄大师过 大师又沉默了一阵，忽而向北走了数
来，给其父亲选墓地，这任务正好落 步，又向西跨了若干步，突然停下，
在我身上。我找到其经纪人，报上摩 “就是此处”。摩局长马上招呼跟随
局长的大名，和经纪人约好明日上午 的民工做标记。黄大师要走，摩局长
9 点，
到大师家去接。
塞了一个大红包给我，要我代为相
局长的事我一点都不敢马虎，8 送。在返程的车上，经纪人讲了黄大
点 20 分就到了约定的地点等。出发 师的经历，他说：
“ 我们黄大师自小
前，
我特意看了一下表，
刚好 9 点。黄 聪慧，又得异人传授，还是某大学的
大师真是严谨的人，我肃然起敬。黄 名誉教授……”
我听后更加敬佩。
大师戴着宽大的墨镜，坐在驾驶位的
下车时，我给黄大师开车门，但
后 面 ，不 发 一 言 ，自 有 一 种 沉 稳 风 手忙脚乱之际，竟碰掉了黄大师的墨
度。可我总觉得，他脸型特别像我们 镜。看着他左眼角的一颗大痣，我突
村的二蛋。要不是我印象中的二蛋 然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这就是二
连话都说不全，我简直会以为他们就 蛋！但我的“二”字还没喊出口，黄大
是一个人。
师已经将墨镜戴上。我奉上局长的
到了目的地，局长亲自来接。黄 红包，匆忙走了。黄大师的形象渐渐
大师还是少言，从下车到山上站定， 模糊，
反而二蛋的印象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