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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春天是从第一朵花开始

的， 夏天是从第一声蝉鸣开始的，秋

天是从第一片落叶开始的，那么冬天

呢？是从第一阵北风、第一片雪花开

始的，还是从最后一片凋零的树叶踏

上化作泥泞的归途的那一天开始的？

我想都不是， 我甚至突发奇想地认

为，冬天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它只是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潜存在我们的周

围，悄没声息地缓缓而来，来诉说一

个又一个未完的故事。

离开故土之前，对冬天的记忆就

停留在一个字上，那就是：冷！我的家

乡是北方一隅的三四线小城市，有着

典型北方城市的气候特点， 夏热冬

冷，不是说它冷得夸张，而是觉得它

的冬天总有一种寡淡的感觉。多了冷

漠，少了温情。传统的北国冬天总是

寒冷的，当霜降过后，秋天开始更加

疯狂而肆虐地在城市的角落里横冲

直撞，冬天的脚从那时便踏足了这片

土地。随着冬天的渐渐逼近，日照时

间的渐渐缩短， 黑夜占据了大半，我

们沉寂在孤独而又寒冷的场景里，愈

加觉得冬天是一个漫长的词汇。不仅

如此，我的家乡所在的这个半岛比较

干燥，而我的家乡更是如此，从海平

面吹过来的风因力气不足，抵抗不住

干燥而强烈的西北风，无法运输充足

的水汽，所以家乡的冬天还有一点让

人觉得冷漠的，便是极少降雪。从小

到大，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却无比

盼望下雪， 因为记忆中那种可以让

我们堆雪人的大雪真是屈指可数，

这就难怪我每次看到雪都会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幸福感， 也因此

常常被笑话。除了寒冷与寂寞做伴，

冬天的肃杀似乎在这个城市展现无

余， 我曾经无比期待南方小城的冬

天， 觉得那里会有更加明媚且美好

的故事。

直到我离开家乡， 居住到另一

所城市，我才略微体会到了，很多时

候，我们总以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

看看，却不知道，原来家里那么好，

想要看到的风景一直都在。

离开故土， 我只身前往了另一

个与家里相距三百五十多公里的地

方，大学所在的这座城市，距离秦岭

淮河线并不远， 所以在冬天的伊始

竟是一番乍寒还暖时候的光景，微

寒但不料峭，无霜期很长，叶子也落

得缓慢。诗人说最是一年春好处，但

我却觉得， 这座城市欣赏到的初冬

的风景独好，每次抬起头的时候，目

力所及， 都是被渲染得五彩斑斓的

树叶，红的像火，绿的像玉，黄的则

像夜里熏黄的灯盏。 虽然不是尽然

地保存了秋天的那番景象， 但是却

独添了一份冬天的味道， 这种北方

与南方交织产生的空气， 让我觉得

是那样陌生又熟悉。 我所觉得陌生

的，却是我曾经无比向往的生活；我

所觉得熟悉的， 却是我曾经无比想

要逃离的世界。 我与这座城市的故

事，是我无时无刻都在幻想着的，此

时此刻，却带有一些失落的颜色。雪

是世间无比圣洁的东西，它的降临，

总会给冬天增添一份浪漫的感觉，

也让我洗刷了许多遗憾和失落。暖

冬的雪，还来不及落在手心，就在半

空中融化成了雨滴落下， 一丝丝地

打在脸上和衣服上， 像极了春天的

雨，但更大一点，有很多哀艳的美丽

夹杂其中。

我想我一直在寻找也一直很怀

念我心中对于冬天的向往和理解，

我希望冬天会像秋天一样是一段美

好的童话，但我后知后觉，冬天应该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一个不应

该结束的故事， 让我在异乡的土地

上，仍能保持一份怀念和憧憬，去期

待下一个未完的故事的开始， 下一

个冬天的到来。

冬日记事

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志豪

枣庄的冬天与我的故乡滨州

有着不一样的风情。

就在几天前， 枣庄初雪降临，

雨夹雪。撒盐空中差可拟，雪花飘

在空中随风散落的样子，也是值得

回忆的。 路灯找到了雪的影踪，我

静静地看着暗淡昏黄的灯光下零

星的雪花慢慢坠地化作水，不觉间

多了几分感伤。

我的故乡初雪还未来临，我想

应该也快了吧！去年的时候，故乡

的初雪便是一场大雪，密密麻麻的

雪花砸在身上， 不会马上融化，而

是静静地待在衣服上面，慢慢地掉

落，不一会儿地上便被一片雪白覆

盖。下一整夜的雪，把天色变成一

片一片的银色， 把思念化作纯洁。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我的房间，

透着清澈，这是有雪的冬天才会出

现的。推开门，踩第一个脚印，真的

好开心。脚踩在雪上，表层因为天

冷踩在上面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踩进去却感觉柔柔的，愈发想去踩

没有人踩过的地方。我开心地在雪

上跳动着， 弹奏着安静的雪曲，什

么都不去想，仿佛与这嘈杂的世界

隔绝，这一刻，雪是我的知心朋友。

好想回故乡，等待初雪的来临。

枣庄初雪过后，路面积水都结

冰了， 空气中充斥着凌冽的寒风，

没有丝毫的温柔，打在脸上，感觉

阵阵刺痛。 不如故乡雪后的天气，

虽然冷，但是风是平和的，没有那

样的刺骨。但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

天还是柔和的冬天都是我所喜欢

的。

在我的世界里，冬天是一望无

尽的银装素裹，雪花飘落，零星散

落在几株傲寒孤立的梅花上。一阵

风儿刮过， 顺便掠走心中的感伤。

飘然飞雪映朝霞， 梅花孤立

感寒冬。 冬天如素雪， 如飞花，

更似古代少女淡雅的妆容。 冬天

是富有诗情画意的， 几多梅花，

纷纷飘雪， 凌乱的寒冬中多的是

一抹哀艳。

冬天是无私的， 又是让人怜

爱的。 历尽三个季节的风霜， 到

来的季节任饱受着风雪的磨难，

但是他仍然不改变对人们的喜爱。

他使青松更加青翠， 使傲梅更加

绚丽， 使天地万物更加清澈。 他

把自己的美好全都奉献给这个世

界， 对于自己， 却没有丝毫的保

留。 他的离去又是那样的静， 不

想打扰任何人， 让人心生感激。

冬天我最喜欢的还是雪天，

冬雪是纯净的， 是不沾染世间纷

扰的。 整个大地银装素裹， 纯洁

无瑕， 一眼望不到头的白晕连接

着天地两侧， 清新悦目。 雪儿徐

徐地降落在人间， 轻轻的、 柔柔

的、 凉凉的……让我想起了卢梅

坡 《雪梅》 中的“梅须逊雪三分

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和范云

《别诗》 中的“昔去雪如花， 今来

花似雪”。

冬天最让我怜惜的还是冬梅。

冬梅是孤傲的。 寒风吹花落， 但

不必担心傲梅， 梅花不是娇贵的

花，愈是寒冷，愈是风吹雪压，它开

得愈秀气，开的愈是娇艳。吹拂它

的是凛冽的寒风，

滋润它的是寒气逼人的冰雪，

照耀它的是严寒里的一缕残阳。是

寒冷造就了梅的傲骨，是风雪造就

了梅花的纯净，是它的孤傲让它以

超然脱俗的气韵在墨中飘香。

冬天是简单的， 也是随和的，

静静地让人们享受着冬日美景。到

冬天的尽头也只是默默地离去，

短暂地出场， 演绎的却是四季中

最生动最独特的场景。 就像人的

一生， 操劳一生， 最后也不过入

土为安罢了， 但是在有生之年得

以欣赏这世间最纯净的精灵飞舞，

又有何遗憾！ 就让我们学一下冬

梅， 在寒冬中逆风生长， 在苦难

中乘风破浪！

三分之一的花

履文学院

胡静

我坐了三个小时的快车回到这

里，窗外的风在我耳旁呼呼地叫。我

停在商店旁的丁字路口， 风吼声骤

停，入乡随俗般随着花香飘荡而去。

这条路只有平常路的三分之一

宽，路两旁是泥土、碎石、野草，还有

花。 我久未见到的那间小屋门口有

个被屋子阴影压弯的身躯， 那是我

的外婆。

外婆喜欢六月里的雨，喜欢田

野里的花，外婆喜欢整个生活。可是

不知从何时开始， 外婆总是待在家

里。外公的听力不好，听不清楚外婆

的话，外婆着急了，冲着他发一顿无

名火，外公依旧是听不清。而后外婆

就静静地坐着， 困了去睡， 渴了喝

水，一整天都不出门。于是舅舅便赶

着外婆出去走走， 每天晨跑的时候

就去敲她的门。外婆拗不过儿子，只

能慢慢地跟在后面。

我在外婆家的时候，早上扶着

外婆去晨练。她总是松开我的手，让

我跟上舅舅。

外婆走得越来越慢了。弯弯曲

曲的山路，她只走三分之一。

到了三分之一的路口，她就缓

缓弯腰，坐在路旁的大石头上，两只

皱皱的手放在膝盖光滑的面料上，

习惯地摩擦两下， 像是在祈求什么

安慰。儿孙一直往前走，外婆看他们

化成一个小小的影子， 在雾蒙蒙的

蜿蜒山路上消失不见。 外婆就这样

坐着，乖乖等待走在前面的人返程。

老人和孩子一样， 有一颗敏感

的心。 有一次外婆太久看不到儿孙

归来，竟然在山路上抹起了眼泪。哭

着哭着就看到了旁边的野菜， 心思

一转， 又去拔了野菜回去给我烧汤

喝。

外婆力气越来越小了，做活只

能做完三分之一。

清晨的山路上还蒙着一层曦

光， 来自山间的风裹挟着几丝凉

气，狡诈地钻进人的袖子里。每当

这个时候，外婆才会想起自己没有

准备过冬的棉衣棉被。

妈妈一直告诉我， 在外婆家，

要帮外婆干活。我像个大人一样帮

外婆整理好棉服， 做完所有的家

务，大家都说，我是外婆的孙子孙

女里面最像她女儿的。可是外婆并

不开心。她就坐在那里，望着我忙

东忙西，时不时垂下眼去轻轻地叹

息。我做这些事情没有让她感到幸

福， 只是加深了对自己的责备。她

总是忘事， 跟这个说吃过饭了，和

那个说没吃过。 问她吃的什么，她

背在身后的手不由自主地往前指

指，嘴唇动一动，讲话却语无伦次。

她讨厌卖油条的，仅仅是因为觉得

油条难吃。 她不和外公一起出门，

因为外公走得太快。她每天都去诊

所打针，胰岛素注射器的针头扎进

她的肉里，她也只是呆呆地看着液

体一点点进入自己快要麻木的身

体。不疼，却很伤心。

外婆有些糊涂了， 送给我的

花，只剩下三分之一。

邻居家的栅栏外长着许多植

物，有一朵月季开得盛大，开得舒

展，开得旺盛，它没有骄傲地伸出

脑袋，只是把自己隐藏在深深的阴

影里， 悄悄地在角落调配沁人的

香。 我搀扶外婆的动作停了下来，

惊喜地指给她看。外婆随着我的方

向，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拽，好像在

田地里薅一把野草。我完全讶异于

外婆一个爱花的人如此粗暴，甚至

忘记了月季花茎上面的利刺会扎

到她的手指。

但是她的力气小很多了，月季

花也和她作对，茎被折弯以后更加

坚韧， 牢牢咬住花朵不肯放开。一

时间，月季花瓣四散，连同风的气

息一起被打乱， 最后到我手里时，

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花了。我手捧着

花，忽然有点心疼，不知是为花，还

是为人。

可是外婆说:“你喜欢，我就给

你。”

我把这朵残花夹进书里，视作

珍宝。

临近季末的风偏凉了一些，外

婆虽然嫌弃那恼人的温度，但是还

要坚持送我坐车。她单薄的身子站

在风中摇摇晃晃，好像枝头瑟瑟的

树叶。

我回头看到她有些佝偻的影

子，忽然想到，“蹒跚”两个字，还是

她教我认的。

我从未说过我想她，我从未说

过我爱她。

外婆送我那三分之一的花开

放在深秋， 与千千万万的花调配

成特殊的香气， 弥漫在我们必经

的路上。

我在雪夜看到了你

履文学院

贾继维

我刚刚看到你了

你藏在凛冬的深夜里

披着和你的灵魂一个肤色的白衣，砍树

你多年前种下的树

被质疑和讥讽浇灌得枯瘦扭曲的树

斧子越过三寸北风和遥对着的三两星辰

陷进树的腰肢———一条深深的伤痕

里面迸出寒冷、笑声和飘飘荡荡的大雪

寒冷凝成你干涩的眼睛

笑声化作你消瘦的身躯

大雪灌进这弥漫着眼睛和身躯的世界

像另一把斧头砍进冬天

我就这样看着你

雪花刺破路灯的灯柱，零落的行人刺破

空气

而我就这样看着你，站在块状的光明和

温暖中

目光刺破爬满灰尘的窗子，看着你

辛辣的风钻进我的耳膜，滑入我疲惫的

口舌

唇齿里的它横七竖八地躺在那些没了

的记忆里

掰开一望无际的我和这个一望无际的

夜晚

对着冰冷的窗子蒸腾稀少的气息

窗子摇摇晃晃地，画出你的五官

像是属于这个夜的一切都试图让我召

唤你

可声音被风声和斧声斩断

残体跌进了蜷缩在一隅的静寂

我把窗子上的雾气连同经年的灰尘擦掉

看见树倒进了寒冷、笑声和大雪

而消瘦的你搀扶着枯瘦的树， 融进这

雪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热衷于接近逝去的过程

就像当年你种下树的后一秒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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