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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新绿文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以总分

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师范学

校。当时，不光我自己激动不已、彻

夜难眠，全家人也一直处于兴奋之

中。尤其是父母，更倍感骄傲与自

豪：将来能端上公家的铁饭碗不用种

田，该是何等荣耀之事。这在当时的

农村并不多见。

漫长的暑假终于在焦急的等待

中过去了。临行前，母亲帮我收拾行

李时却犯了难：用什么东西装好呢？

衣服鞋帽并不多，关键是一堆书，又

多又沉。思来想去，她终于一狠心搬

来一只木箱。

这是一只枣红色木箱，颜色鲜

艳且富有光泽。它是母亲当年唯一

的嫁妆，什么材质做的，我不甚清楚，

只知道母亲特别珍爱它，视它为掌上

明珠，几乎每天都要用抹布擦拭一

遍。但我当时并没有领情，反而嫌箱

子太大不便携带。但，家中有什么东

西可用呢？除了冷冷的四壁，剩下的

就是豁口的墙缝了。最后还是用了

这只木箱。

带着父母的殷殷嘱托和自己的

兴奋，我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师范校

园。新鲜的环境让我激动，架子床更

令我好奇。我把木箱也搬上了二层

床铺，这样不仅取拿方便，还可以当

写字台用。它真的是与我同学同寝

了。

每逢心生懈怠之时，看到这只

鲜红的木箱，就如同看到了母亲期盼

的眼神。于是乎，我便又鼓足干劲，

埋首苦读。

我给这只木箱上了锁。小小的

一把铁锁，好似一位忠于职守的把门

将军，叫我放心。我钟爱的所有书籍

与稿件，甚至写给某个女孩却始终不

敢寄出去的情书，也一同深锁其中，

只待人去楼空或夜深人静时，才敢打

开来细细品读。或许，母亲锁住的是

一份苦难岁月里的感激与寄托，而我

锁的却是青春年华里的理想和秘密，

又兼有几分生活的苦涩。

几年后，我走上教书育人的工

作岗位。木箱如人不离不弃，也随我

来到了新的环境。那时的教师宿舍，

条件极其简陋，连一张像样的桌子也

没有。我只好把木箱架在板凳上，搁

在宿舍一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

多年来购买的书籍。

初为人师，工作自当兢兢业业，

因此终日忙忙碌碌，无暇读书。一

天，忽然就想起了木箱，便随手打开

来看看。眼前的情形让我惊呆了：箱

子不知何时被老鼠咬破一个洞，许多

书籍犬牙交错，里面纸屑成堆。我痛

惜我的书，更痛心这只枣红色木箱遭

鼠祸害，心中不免酸楚，俨然有一种

犯罪感。

后来，几次搬家，箱子又几经折

腾。原本鲜艳、光洁的漆面，已经多

处剥落，劣迹斑斑了，看着煞是心寒，

但它的作用与价值却丝毫不减，依然

珍藏着我自认为珍贵的一些书籍和

文稿。

几年前，我们搬进新居时，妻子

说扔掉它吧，与新环境、新家具一点

不搭，已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不忍

心，但妻子坚持，最后实在没法，只好

将它丢在垃圾桶旁。

但我常常会想起它，想起曾经

与我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它的影

子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挥之

不去。

本版组稿/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岁月更替，总有些温暖事铭

记于心。小事体现修养，暖事可

见人品。

记得小时奶奶说的一句话：

“过寒冬，脚暖和，全身暖和；心

暖和，全家暖和。”我问啥为心暖

和？奶奶说：心暖和就是做了一

件善事，自己心温暖，全家也跟

着温暖。

人在旅途，且行且悟，一切

全靠自己掌控。我始终根据奶

奶说的话，做一个寒冬里脚暖

和、心暖和的人。

岁月无情，留不住的是年

华，挥不去的是记忆，曾经的年

华暖事历历在目。那是1981年

的一天，天大寒，一股冷气穿风

中。下课，同学们都待在教室

里，只有我要小便，向厕所走去，

路过草地见有一块手表，捡了起

来，回去上课时，交给班主任徐

天聘老师。第二天清晨上学时，

看见同学们围着看一封红色的

表扬信，凑近一看，自己的名字

映入眼帘，原来是表扬拾手表这

件事。那一整天我表面平静，心

里却是满满的暖和。回到家，我

问奶奶拾金不昧算不算善事，奶

奶说：算，当然算。

高中毕业了，同学各奔东

西，但过年回家会和最要好的聚

聚。清楚记得是1984年春节的

前两天，我和好友坐在水库坝坎

上聊天，忽有一长发女生走到水

边号啕大哭，颇有要跳水状。我

们商议如果她跳水，就去救她，

我们自小在河戏水，对游泳很自

信。那女生使劲地哭，哭久便坐

下咽泣。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跟

女生说话的，更不要说去劝陌生

人了。我们在灯光暗处准备着，

直到天蒙蒙亮，她终于站起来看

我们一眼走了，我们也看清她是

一位美女姐姐。虽熬了一夜严

寒，心里却有温暖的感觉。

上班了，依旧做着暖心的

事。1990年，组织个体户到北京

观光亚运会，火车上闲谈中得知

某所小学学生每天凌晨5时从家

里走山路到学校，中午也不回，

口渴了，大冬天都是在井里喝冷

水。我记住了，从北京回来，我

和所长毕有定、王军动员个体户

献爱心，买了一千本书，一千个

本子，一千支铅笔，一千个书包，

最重要的是买了两个大的保温

桶和水壶，在元旦那天送到该所

小学，学生们在寒风里列队欢迎

我们。

还有是在走访个体户中，得

知张和珍是孤寡老人，孤苦伶

仃，靠卖点食品度日，我们每年

春节送两箱水果和五斤糖上门

慰问老人。1990年那年，我跟王

军说想送给她一点现金，王军说

好，一个出50元，用信封装好说

是组织上送的。一直送了十年，

直到我离开工作单位。

人，这一生，如何读懂自己，

如何修炼自己，是一生的必修

课。天地苦寒，红梅独开，哪怕

是清风透骨，我深知暖事是人生

修炼里最深的结。把温暖事揉

进岁月里，或许暖了时光，或许

就暖了自己。

老屋的房梁

上 挂 着 一 根 鞭

子。那是父亲的鞭子，好

多年不用了，已经蒙上厚

厚的灰尘。

那是一根普通的鞭

子，杆子是一节洋槐树的

枝桠，把皮去掉，特别光滑。

后面很长一段是由粗麻编制而成

的，鞭鞘是用麻绳做的。鞭子很长，从

父亲的肩上垂下来，一直拖到地上，还

有一节呢。

父亲每次挥动鞭子时，大多数是

在田野里。父亲扶着犁耙，嘴里不停

地喊着“驾，驾。”老牛却佯装听不懂父

亲的语言，如是几次，父亲便从肩膀上

取下鞭子，潇洒地甩到老牛头上的天

空。“叭，叭”两声清脆的鞭响，从空旷

的田野传到村子，回声跌宕起伏。此

时的父亲俨然一位驰骋疆场的将军，

老牛丝毫不敢怠慢，铆足劲儿往前赶，

直到父亲喊出“迂，迂”的时候，老牛才

停下来，父亲也放下肩上的鞭子，坐在

地头上歇息了。

我问父亲为啥不直接用鞭子抽老

牛，那样老牛不是跑得更快吗？父亲

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老牛，表情温和地

说：“老牛在我们家已经好多年了，我

已经把它当作我们家庭的一员了。我

怎么舍得用鞭子抽它呢？”父亲的回答

让我很惊讶，难怪父亲每次都在半空

里甩着鞭子，难怪父亲夏天冒着酷暑

去给老牛割来青草，冬天把麦草铡得

粉碎……

父亲去世的那年冬天，18岁的我第

一次把父亲的鞭子放上自己的肩膀。

尽管老牛很配合，我依然手忙脚乱，我不

懂得收放缰绳，把邻居家刚刚出苗的麦

子犁了出来。我当时气急败坏地扬起

鞭子，冲着老牛就甩了过去，老牛停下

了，一动不动，我看着老牛的眼角湿润

了，我的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重新把鞭子放到肩膀上，扶正了犁

耙，把手里的缰绳放松了许多，老牛又

开始慢慢向前，这一次，没有跑偏。那

天回家时，我用手轻轻地抚摸老牛的

身体，老牛温顺地晃着脑袋。

好多年过去了，老牛也不在了，只

剩下那根鞭子安静地挂在房梁上。它

守着老屋，守着父亲的故事，一直在我

的心底。

好的书籍适合在冬季阅读，就

像好的文字适合在冬天打磨，好的

情感适合在冬天沉淀。

冬来读书，读的是一种闲逸。

这闲逸是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别样的心境。它如陌上的

花缓缓地开，它如月下的溪水慢慢

地流。一张木制小桌，几本书籍，一

支闲笔，几张素纸，足以氤氲开一个

缤纷典雅的世界。生活的绝佳处，

都免不了一份脱俗的闲情逸致。山

水是墨，蓝天做布，清风为笔，轻轻

描绘一幅属于冬的童话。是的，冬

这样纯洁，纯洁到只能用“童话”二

字去形容。那些隔山隔水的情愫，

在一个冬天的书中，盎然生趣。

冬来读书，读出来的是一丝丝

的清丽。那种感觉，像是来自《诗

经》里的句子，像是《诗品》中的文

字，又像是《浮生六记》和《小窗幽

记》中那抹不忍打扰的清新淡雅。

冬，在书卷的字里行间飘逸出淡淡

的芬芳。风染过的层林，田埂的牧

童，岗上的雪迹，岭上的月光，都一

一应邀入画。如梦似幻，朦朦胧胧，

像极了卞之琳的《断章》，修饰了别

人的窗子，装点了别人的梦。

冬来读书，也能够读出一份久

违的安稳。仿佛是悠闲的陶渊明在

他的桃花源里带月荷锄，修篱种

菊。任思绪在书中飞扬，任所有的文

字在眼眸中巧妙地相遇，然后晕开一

道美艳柔波来。啊，徜徉文字的人，

原是那样的不同。那书香气从他的

身上爬进他的心里，果真是“胸藏文

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冬来读书，还读出了一抹通透

和纯净。你在这样的冬天，定有个

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在书中碰上那

个“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的姑娘，

书中的颜如玉，令无数的文人为之

惊艳。人与书的缘分和情丝，原是

那样朦胧和奇妙。不为功名不为

利，懒懒闲闲的读书人，就好比是飞

跃到闲心阁台前的白鹤，怡然自乐。

冬天读书，重要的还是要从那

雀跃的文字里，读出自己来。毕竟，

别人的书只是注解，自己的心才是

那永恒的原文。从文字中，你的心

一次次地浮沉，灵魂一回回地被洗

濯得通通透透，这是书香的精华和

净化。

冬有书香暖，好书配好冬，才是

最佳的搭配。

寒
冬
里
的
暖
心
事

◎
王
金
玉

冬
来
静
心
唯
读
书

◎
管
淑
平

一
只
枣
红
木
箱

◎
张
承
斌

父
亲
的
鞭
子

◎
黄
廷
付

霜
花

◎
正
行

一朵，两朵，一夜间

千万朵霜花开遍原野

端坐在我雾朦朦的窗台上

太阳急匆匆地照过来

瞬间，晶莹剔透的霜花

凋谢在温和的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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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期待

会让你在坎坷遍地的路上义无反顾

正如绿芽出现在树苗

鹰隼飞翔在天际

那是家的方向

家的风景，永远最美

平稳温存的声调，富有营养

小院，和父母的名字一样

清脆，纯净

左肩担着苦涩，右肩担着甘甜

一根桅杆，支起生命的帆

一双小手，缝合所有的遗憾

正如一阵春风

吹开眉心的忧愁

走进家的怀抱，融入家的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