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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阅 方 式

一、各市（区）总工会（含西安市三环以外）请前往就近邮局订阅；
二、各省级产业工会、各单列单位工会及下属单位、西安市三环以内

所有单位，统一订阅方式：
1.关注“陕西工人报”微信公众号，下载征订单；
2.登陆陕工网http：//www.sxworker.com下载征订单；
3.请在邮箱下载征订单（b87345725@163.com 密码：87345725b）；
4.咨询电话：刘海英 18133921020 029-8734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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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立冬之际的一场雪，来得突然、
悄然、轰烈。十一月六日早，晨起后，发
现天空阴沉沉的，完全不像五日的天
气，晴朗而温暖。随着寒风的凛冽，忽
然下起雨来。街道上铺满了落叶，银
杏叶的金黄，梧桐叶的黄绿，相拥着
扑向行人的脚下。清洁工忙碌地挥
舞扫帚，嘴里轻声地嘟囔而显无奈。
看着这四处飘落的叶子，望着零星的
雨点，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文人赞美落
叶的句子，“听雨寒更彻，开门落叶深”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晚饭后，
萧瑟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初是细碎的
小白片，又嫌招呼的轻淡，随即扯起
了大大的鹅毛，肆意地扑向人间。这
就是辛丑冬到来的问候，悄然而隆
重。她的来临，又显突然。人们不曾
想，今年的雪这么早就来了，出乎意
料，看来，今年是个寒冬了。

风越来越大，雪亦凑着热闹。马路
上行人越来越少，不久，路边的汽车戴
起了雪帽，树木花草穿上了雪衣，有人
穿得厚厚的，站立在人行道边，静静地
望着天空，欣赏着雪的世界，享受着天

籁的寒寂。落叶，雪花随着寒风搅在一
起，纷纷攘攘，扑向城市的角角落落。
寒冷的静悄，思绪飞扬：“霜景催危叶，
今朝半树空”“淅淅寒风落叶稀，卧闻孤
雁掩柴扉”。楼宇的灯光，星星点点，闪
烁在寒夜；路灯，在雨后飞雪的情景中，
昏暗而淡弱。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无
几；穿行的车辆，全然没有往日的气派。

秦人是喜欢雪的。孩提时，关中冬
天时常下大雪，那时，乡村道路多为土
路，下雪后，各村都要组织村民去扫
雪。将路上的雪清扫后，推向田地里，
期望来年有个好收成。有时候，下雪天
要走亲戚，雪花悄落在身上，旷野白雪
皑皑、万籁俱静，喜鹊、乌鸦、麻雀立在
柿子树上，鸟的叫声，为这寂静奏起了
动人的乐声。微风吹起了洁白的雪花，
飘向了原野，飘到了人的脸上，轻柔、湿
润。孤独行走的脚步，踩着雪路，发出
清脆的吱吱咯咯声。行走的寂静，可以
听见自己的心跳。晴后的天空，阳光明
丽，空气清新怡人。冬阳照射在雪地
上，耀眼而炫目。这时，讲究的人戴上
了墨镜，这便是寒冬的一道风景。

下雪的时候，最高兴的是儿童。街
巷、柴院堆起了雪人，有的高大，有的矮
小；有的是动物，如猪、羊、狗等；有的雪
人涂上了胡子，有的戴上帽子围上围
巾。五花八门的雪人煞是好看。孩子们
打起雪仗，玩着游戏，倒是有趣。有趣的
还有“冰挂”，亦称“冰溜”，冬季房屋顶上
的雪在阳光下融化，雪水顺着瓦当滴
落。到了晚上，气温骤降，滴水线被冻结
成细长的冰柱，俗称“冰挂”，到了第二
天，积雪继续融化，雪水顺着冰溜而下，
到了晚上又被冻结，这样，“冰挂”就长
大了。小孩拿着竹竿或长棍，将“冰挂”
打落，拿在手上玩耍、戏闹，颇有趣。童
年的记忆，就这样深刻在孩子们的脑海
里，成为“乡愁”，伴随终生。想起这些
幼时记趣，勾起缕缕情思，缠绵胸间，
驱动着离乡的人们，胸间涌出向往家
乡的冲动，回乡的日程就形成了。对
家乡的魂牵梦萦，就是被这些看似轻
微、柔软的细枝末节而牵动，幼时的一
枝一叶，竟然是远离家乡人们的牵挂，
不时地揪心，挥之不去，欲罢不能。

雪，是吉祥的，是美好的，她能使人

们放松心情，悦动心灵。赏雪，便是
冬季北方地区的游乐活动和人间乐
趣，观赏雪景，亦是世界范围内的旅
游项目。洁白世界，旷阔无际。山舞
银蛇，原驰蜡象，成就了雪的震撼！
千峰万岭，塔云银顶，实为壮阔；冰川
寒江，蜿蜒曲折，响起了雪的奏鸣；洁
白无瑕，冰雪聪明，多为品高情雅、智
慧灵动人的精美赞誉。不光如此，瑞
雪兆丰年。大雪还承载着劳动人民的
期盼，盼望着来年有个好收获。六
畜兴旺、五谷丰登便是吉祥祝福。

比起往年，今年的初雪早早降
临，确是趣事、好事。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亦为盛世表征。想的是不负
苍天，不负韶华，勤耕力作，勤奋不
怠，必是骏马驰、牛雄壮、羊成群、猪
满圈、粮满仓、人幸福……

思忖到此，想起了前些年大雪后
的习作，《忆秦娥·雪》聊表心迹——

鹅毛斜，扑舞窗前银花叠。银花
叠，眺望原野，万妆素裹。

八百秦川冬景别，好似春风故里
歇。故里歇，放眼来日，勤耕早作。

□春草

初 雪
候车大厅内，广播

声突然响起：“请一位老
人注意，您的儿子大宝
在找您……”坐着的、站
着的、走着的乘客，都往
声音来源处望去，不用
说，是被“大宝”这个名
字所吸引，也为那位被
寻找的老人关心。

一连广播几遍后，
人群中，有苍老的声音
响起：“大宝，我在这
儿，我在这儿……”一
位秃顶的中年男人急
匆匆跑来，喊着“娘”，
众人皆致注目礼。人
至中年，被父母呼唤乳
名，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
写过，一个人长大后，被
喊乳名的次数便少了，除
了父母。于是这名字便
常常蒙了尘，但父母每一
次呼喊，都会把这乳名擦亮一次。

乳名，是孩子出生后父母就
为他贴身佩戴的一块玉，有珍爱
且祈福之意，虽然这玉看起来就
像是一块丑陋的石头，铁蛋、狗
剩、大牛……村里的一切物事，都
有可能成为孩子的名字。乳名越
土气，就越好养活，村里老人们
都这么认为。

小时候，每到黄昏，母亲们的
呼唤声此起彼伏，被晚风携带，
走街串巷，准确送到自家孩子的
耳边去。“狗娃”“二牛”“三羊”，
乍听起来，以为是喊狗喊牛喊羊

呢。玩得正带劲的孩
子听到几遍呼唤后，便
恋恋不舍散开，朝自家
院子奔去，若晚了，说
不定屁股就会接受母
亲笤帚疙瘩的问候。

当对自己的乳名有
所抵触时，说明这个孩
子已经长大。随着时光
的脚步，那个土里土气
的名字，像孩子曾经喜
爱的玩具一样，慢慢被
冷落。但到了一定年
纪，他又会重新认识乳
名，不再嫌弃，会发现从
爹娘嘴里喊出的那个名
字，是多么亲近和自然、
多么慈爱和温暖。

无论我们年纪有
多大，听着爹娘喊自己
的乳名，就会感觉自己
依然是个孩子，依然有
撒娇的权利。

和一位朋友喝酒，
他说每天傍晚回家，一
进门就喊娘，娘听到了，
就喊自己“三娃子”，那

一刻，感觉世界一下就暖了起来。
对我说“乳名是父母为孩子

贴身佩戴的一块玉”，我的另一
位朋友不这么认为，他说乳名是
父母为孩子穿的第一件衣服，他
在一首诗里，说乳名是：这辈子，
爹娘替你缝制的第一件衣服/慢
慢地小了、旧了，被压放在岁月
的箱底/慢慢地，你就淡忘了它的
颜色/但总有人会记得它/总有人
会记得在每个潮湿的季节，把它
翻出来晾晾/拍打拍打/并在你突
然回家的那个傍晚/重新给你披
上：温暖而合身……

周末，女儿蹑手蹑脚地来到我的书房，希
望我陪她玩一会儿，可是，我因为有工作，便
拒绝了她的请求。女儿有点失落，但又想争
取一下，鼓足勇气对我说：“爸爸，我可以把我
的零花钱都给你，能买你一点时间吗？我想
和你玩一会儿。”她的这句话，令我惊讶。

不知从何时起，我和家人相处的时光变
得越来越少。我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
放在了工作、社交、学习等提高自身能力上，
从而降低了家庭在我生活中的地位。我一
直以为，只要我事业有成，以后会有大把时
间陪伴家人。可是，女儿的话，就像孙悟空
的金箍棒一样，给我当头一棒，让我的脑海
翻起了滔天巨浪，一幅似曾相识的画面，从
我的记忆深处翻涌出来。

我的童年时期，有一段时间，父亲是个
可有可无的存在。由于工作原因，父亲经
常出差，我们一年见不了几回。每当和小
伙伴玩耍时，他们说到自己的爸爸如何的
好或不好时，我都会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记得有一次作文课，老师布置的命题是
《xx 的父亲》，同学们写的都是勤劳、严
厉、慈祥等等，而我的标题是《隐身的父
亲》，因为他经常消失，有时候晚上还在
陪我吃饭，早上醒来就不见了。我问过
母亲，爸爸为什么不能在家陪我？母亲
回答：“爸爸要挣钱养家呀！”从那时起，我
就认为，在父亲心里，钱比我重要。

为了能让父亲在家里多陪陪我，我开始
了“存钱”行动，将买学习用品和帮母亲买生
活用品找回的零钱、爷爷奶奶给的买零食和
玩具的钱，都存进了存钱罐。后来我还学会
了“挣钱”。父亲在家的时候，喜欢让我帮他
拔白头发，可是我不愿意，父亲就出钱让我
拔，拔一根一分钱，一听能挣钱，我便欣然答
应，每次都能挣一二毛，这对我来说已经是
一笔巨款，因为那时候，一分钱就能买一个
冰棍。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我的存钱
罐总算存满了。

我抱着装满钱的罐头瓶，来到父亲面
前，伸手递给了他，父亲有点诧异，问我为
什么要给他钱，我说：“这些钱是买你的时
间的，我希望你不要再出去挣钱了，可以在
家陪我。”听了我的话，父亲的眼睛开始泛
红，然后盯着我有点紧张又充满期盼的眼
睛，看了许久，最后一把把我搂进了他的怀
里，说出了我期盼已久的答案。

从那以后，父亲真的没有再离开过
我。他辞掉了那份工作，在家附近的工厂
里当工人。他用半生的时光，赐给了我健
康快乐的青春岁月。

我用一罐头瓶的零花钱，购买了父亲半
生时光。现在，女儿也来用她的零花钱购买
我的时光，就像一张利爪撕开了时光隧道，
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父亲在说出答案后，我的
脸上所呈现出的幸福和快乐。这应该也是
我想从女儿脸上看到的吧！我扪心自问。

看着女儿焦急等待答案的样子，我的心
一阵刺痛，因为我曾经也这样等待过，而
我等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我现在的心情
和当时的父亲是一样的，所以我的心中已
经有了明确答案。

我拉起女儿的手，温柔地对她说：“我的
周末时光被你买走了，以后的周末我都会陪
着你。”听了我的话，女儿欢快地跳了起来，
拉着我的手朝门外
走去，走进了属于我
们俩的欢乐时光。

十几年前，愣子从乡下搬进某系统新建
的小区。原本没有购房资格的愣子，是掏了
差价从别人手中购买的二手房。

小区住户相互熟悉有个过程，但愣子一
家很快便被大伙认识了。因为隔三岔五，愣
子家就会传出吵架声，时不时还有拳脚相
加、摔碟子摔碗之声。

要说愣子的坏脾气，他媳妇领教最
深。为防止愣子出去做事惹是生非，他媳
妇在小区外街面上，开了家成衣店，只让他
晚上过去帮着看店，就这还是捅了篓子。
一次，一对小情侣反复试穿几件衣服，愣子
吼道：“你俩看上就买，看不上快滚，挑来挑
去的，烦死人了。”小情侣哪还敢再试，拉起
手往外冲，男青年临出门扔下一句“凶得像
藏獒”。类似小事发生几次后，小店门可罗
雀，不到一年就关门了。

愣子觉得周围人一直瞧不起他，儿子
考上一本，总算让他扬眉吐气了一回。他
最期待周末儿子回家，一家人度过快乐的
时光，可他们一家三口无节制的声音在寂
静的夜空传得老远，有时要持续到凌晨。

别人还能将就，住在楼上老秦的女儿面临高考，根本无法学习
和休息。老秦实在憋不住了，怒不可遏地冲到楼下敲愣子家
的门，没有任何反应，只得劝女儿继续忍耐。第二天，老秦等
到下午，见到无精打采的愣子下楼，便赶忙凑上前提醒，谁知愣
子两眼一瞪：“嫌吵，有本事住别墅去啊。”老秦又向小区物业
反映，也是不了了之，愣子该咋还咋。

愣子做梦都想赚钱。他发现卖鱼生意不错，便从三楼水龙
头接管子拉到地下室，用几个大塑料盆接水养鱼，再和媳妇拉
出去卖。说来也是倒霉。那天，愣子和媳妇拉鱼出去之前，楼
上停水，忘记关水龙头。等他们回来，地下室的水足有一尺深，
把邻居家十多间库房全淹了。邻居们对愣子长期的扰邻行为
受够了，那天中午，受害的住户把驻片民警和物业管理人员叫
来，将愣子和媳妇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像开批斗会一样。愣子
把晒得发烫的头夹在裤裆间，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突然，
在大伙没有提防的情况下，愣子的暴脾气又上来了，他对准那个
站在他面前喋喋不休的女邻居腰上就是一拳，那女的“哎哟”一
声窝在地上。几位男士帮助民警按住愣子，有人打了 120。民
警准备把愣子带往派出所时，从楼口踉踉跄跄走出一个老头，
跪在大伙面前，声音颤抖地说：“我儿子没上过学，脾气暴躁，时
常祸害邻居，今天又惹了这么大的烂子，我这老脸给大伙赔不是
了。”愣子因打折女邻居肋骨，被判刑三
年，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小区
恢复了本该有的安宁与平和。

本想
退休后，
过几天安

宁日子，未曾想还得看孙子。这些
年，我们老两口轮流“南征北战”，
一个给儿子看娃，一个给北京的女
儿照看孩子。虽说儿孙自有儿孙
福，不用我们多操心，但我俩身体
尚可，不帮儿孙做些什么，怕亏欠
太多，心里过意不去。

每次临别，老伴都要坐公交到
西安再乘高铁去北京。我说我送
送，她说咱家到西安才半个多小时
车程，没必要多花路费钱。我说我
花钱是为了买感觉，说白了就是换
回留恋。她没再说什么，默许我送。

送她上高铁后，我放心回来。
街头已华灯初上，市声喧嚣。一进
家门，颇感异样孤独，家像被掏空
了。我坐着不是，站着也不对劲，
找事情做，双手却不知道要干
啥。明明手里拿着碗要在锅里舀
饭，却把空碗对着水龙头；拿了锅
铲准备炒菜，却握着铲把在冰箱
里寻找什么。我整个人魂不守舍，
就这么傻愣着。曾问自己，这是怎
么了？按常理，身已到家，心便安
在家，可没有老伴的叨叨，缺少她
的斥责声，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安
放自己的心。此等感受，与三十
多年前的新婚别没有什么两样。

年轻时的新婚别，只是一两

个星期。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婚
后分居渭河南北，到周末或月底
骑行，中途还要摆渡船、挽裤腿、
踩沙滩、蹚浅水，扛着自行车上船
下船再上路。茫茫一水间，坑洼
砂石路，怎能挡住相会的脚步，路
上快行如风，那时年轻脚力健，劲
头大着呢。全程六七十里，觉得
几步路就到了她任教的学校。

如今，她不在家，日子就得自
己过。一日三餐，菜要自己买，饭
得自己做，衣服要自己洗，什么都
得学着做。男人，离开了女人，自
己弄得饭菜就是没有老婆做得
香，擀的面没有她擀得筋道，男人
难道非要靠女人才过得好吗？饮
食起居，与往常无异，但日子却感
到少盐寡油，缺了许多韵味。晚
间休息，听不到她的鼾声鼻息，觉
得房子空无所依。好梦坏梦刚
醒，两眼失落地对着窗外的白光，
依恋至此，怎么像个孩子呢。

早晚照例出去散步，暂无她陪
伴左右，我只能踽踽独行，街头见
到年轻人双双对对携手而行，想起
自己曾有过相伴的身影。看到年
迈的老人牵手拄杖过马路，慕其如
此恩爱，想想自己也应当这般。

别后，让我学会了打理生活，
学会了更加珍惜亲情，珍爱自
己，也多了一份牵挂和期盼，有了
期盼仍是生活的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