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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今日23时 59分将迎来“冬至”节气。在
古人心中，“冬至大如年”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对老百姓而言，这一天是个吉祥的日
子，代表着旧去新来，既然要“过年”，那就离不开食物了。北方人爱吃饺子，冬至这
一天也不例外，俗语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这个冬至，因为疫情
也许我们不能和朋友、亲人欢聚，可我们的快乐都不会减少。今天，以诗文寄情，和
着新时代美好的旋律，希望可以温暖三秦父老乡亲、温暖中华儿女。

温
情
之
日

□
韦
玉
露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转眼间，
又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节
气——冬至。

冬至，数九寒天的开始，最冷季
节的开始，瑟瑟寒风里，叶落萧萧，
但不影响这一个温情的节日。

我生长在南方，儿时对南方冬至
的印象记忆深刻，它不仅是一个节
气，更是重要的节日。在母亲眼里，
重要的节日是要有仪式感
的。冬至这天，母亲把自
己早前画好的素梅图拿
来，枝上有九朵梅花，每朵
九个花瓣，让我每天描一
瓣。母亲说：“待图上朵朵
梅花绽放，室外也就春暖
花开，万紫千红了。”在这
严寒的节气里，我便多了
一份乐趣和期待。

中午，父亲会准备好
米团、煮熟的整只鸡、整
条鱼、一小块猪肉和酒，
用以祭奠祖先，对隔了一
个世界的亲人致以冬至
的问候，让他们也有一个
温暖的冬夜。怀念已故
亲人，追思深深铭刻于
心。过去的温馨，变成大
人们心灵的一种寄托。

祭奠结束后就是我
们的快乐时光，一家人围
坐在饭桌前，许久没见的亲人欢聚
畅饮，热气腾腾的不仅是那一桌桌
美食，更是饱含着一种力量，让我们
带着希望与干劲跨越寒冷，对温暖
的春天有了更深的向往。

结婚后，与先生生活在北方，才
知道饺子是冬至的“标配”。家家户
户会在这天吃各种馅料的饺子。冬
天寒冷，容易冻着耳朵，而饺子形如

“耳朵”，人们觉得吃上一碗热气腾
腾的饺子可以保护耳朵。到北方生
活的第一个冬至，记忆颇深。冬至
一大早，我和老公一起去菜市场，韭
菜、白菜、芹菜、萝卜、香菇等老实

“躺”在板上等人挑选，老公告诉我，
这些都是包饺子的最好馅料。饺子
馅的选择和寓意有着直接关系：比
如韭菜馅预示着“久财”之意；白菜

馅即“百财”之意；香菇馅
有养生功效，香菇的形状
如同向上的箭头，饱鼓之
意，馅里寓意“鼓财”之
意；酸菜馅，据说有“算
财”之意；芹菜馅则为“勤
财”之意。原来看似简单
的饺子馅料还有这么多
有趣的寓意。

买完材料回家路上，
风吹过，即使穿着厚重的
衣服，寒气依然直浸骨头，
慢慢在身体内扩散，似乎
动着的只有心跳和机械的
脚步。回到温暖的室内，
寒冷成为窗外的风景，再
吃着热乎乎香喷喷的饺
子，心中阴霾一扫而光。

晚上，母亲打来电话，
闲聊中问我在西安过冬至
是否习惯，是否和南方一
样。得知只是吃饺子过

节时，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把地址
发给你爸，给你寄点腊肉吃，祛寒。”
便挂了电话。过了三四天，收到母亲
寄来的快递，足足十来斤重，腊鱼、腊
肉、腊肠、萝卜干、糯玉米仁等，都是
母亲做的，我顿时红了眼眶。

在这个“大如年”的节气里，我
感受到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真挚和
生命中最动人的温暖。

小时候，我总感觉冬至时天气很冷。小
村外的涝池总结满厚厚的冰，屋檐下的冰凌
总是挂得老长。冬至这天，父亲总要烙上一
两个锅盔，切成 2-3厘米、1-2厘米宽的条，
配以豆腐、萝卜、黄豆、黄花、木耳、粉条、葱、
姜、鸡蛋等，有时还加上点儿肉丁或者大油炒
在一起，然后锅内添水烧开，将切成条状的锅
盔拌上面粉倒入锅里搅拌，再将炒好的菜一
起烩在锅里。出锅后的煮馍五颜六色，黏稠
的面糊与面目全非的锅盔条在大老碗里争奇
斗艳，香味四溢，勾人肚子里的馋虫。不狼吞
虎咽几口，简直有愧于父亲的厨艺。我问父
亲这饭叫啥名字？父亲说叫“糊锅馍”，是关
中地区的一道面食，也叫“糊饽馍”。

父亲告诉我，传说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
统一了天下。蚩尤手下的大将共工看不惯黄
帝的一些行为，起兵造反，兵败后用头撞向了
不周山。这不周山可不得了，是支撑天的柱

子。不周山被震裂，大地出现了大裂缝。洪
水滔滔而来，鱼鳖、海怪、毒蛇趁机出来伤人
作恶。女娲娘娘就想出了炼五彩石补天补
地的办法，可是五彩石炼成了，怎么补天补
地却成了大问题。没有糨糊，石头没法与天
和地粘合在一起呀。眼看冬天到了，人们冻
得直哆嗦，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后来
有神仙给女娲娘娘托梦，说五谷中稻、黍、麦
捣碎后熬制，可以做补天补地石的黏合剂。
于是在冬至这天，老百姓家家埋锅架火，熬
糨糊粘石头，为女娲娘娘补天补地做后勤工
作。终于将天补好、将地补齐整，太阳也慢
慢地照耀人间，大地也恢复了生机，人们又
开始安居乐业。所以冬至这一天就成了补
天补地的日子。

在冬至这一天，家家都要吃糊锅馍。这
糊锅馍其实是有寓意的，五色象征的是五彩
石，锅盔馍条块象征的是石头，黏稠的面粉汤

汁则象征着补天补地的黏合剂。据说吃了此
饭保证来年收成好，手脚不冻伤。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懂得父亲说的
只是民间传说。古人之所以把冬至当作一个
重要的节日来庆贺，原因是冬至是一个“承前
（冬）启后（春）”的日子。民谚曰：“冬至阳生
春又来”。就是说寒冬把太阳驱赶得很遥远，
到了冬至这天太阳就会想起北方曾经日日夜
夜跟自己为伴的芸芸众生，马上扭头回来，使
气温慢慢回升，天气渐渐变暖。

随着时代进步，如今家乡冬至这天已
不做糊锅馍了，代之以呼朋邀友约亲人到
食堂酒店咥牛羊肉煮馍或三鲜煮馍解馋。
虽然酒店食堂的环境优雅，食材讲究，味道
可口，但我总觉得儿时的冬至日，一家人坐
在小木桌或八仙桌旁，咥一碗五颜六色的
糊锅馍，满头大汗、满面红光的情景，才是
最美好的记忆。

□白来勤

冬至“糊锅馍”

冬至是夜晚最长的一天。寒冷的
冬夜如果不做点什么事，感觉实在难
熬。记得小时候，家族每年冬至都要凑
在一起，围炉夜话。大家围着一只偌大
的炉火，一边聊天、一边在炉火上烤食
各种美味，就跟除夕夜守岁一样，特别
温馨。在这个过程中，祖父总会不动声
色地传承着我们家的家风。

一大家子人凑齐了，我们把祖父和
祖母围在中心，众星捧月一般。在祖父
看来，好的品格才算得上是家风。祖父
总是教育我们，遇事保持乐观，心愿总有
一天会达成。“乐观”这个词，祖父不常
说，但他的话分明就是在教我们乐观。

父亲首先开口：“今年我跑了一趟
东北，最后灰溜溜地回来了，一分钱也
没挣着。”父亲说完，叹了口气。祖父朗
声说道：“怎么能说灰溜溜呢？咱出门
回家都是堂堂正正的，没做成事也不能
丧气，更不能丢了志气。没挣着钱不要
紧，挣到了经验，挣到了教训！”父亲听
了这话，来了精神，说：“爸，你这话说对
了，现在我心里有底了，明年我还打算
出去，不信挣不到钱！”祖父是这场冬至
夜话的主导者，把控着大家谈论的话
题，也把控着谈话的基调，几句话就把
父亲说得斗志昂扬起来。

大家的交流欲望高涨，围炉夜话气
氛热闹起来。二叔说：“今年对我来
说，就叫流年不顺。田里的麦子、玉米
没种好，想种点西瓜试试，结果西瓜的

销路没打探好，弄得好几车西瓜都赔
了钱。”二叔的话让大家都沉默了。二
叔家今年确实干啥啥不顺，这我们都
知道。只听祖父说：“没有啥流年不
顺，你的心顺了，干啥都是顺的！”二叔
听了后，低头不语。

祖父继续说：“你们还记得吗，那年
夏天连阴雨，咱家的土坯房塌了。但一
家人没有灰心丧气，想办法，用最快的
速度建了新房子。还有那年大旱，吃都
吃不饱，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带着你们
去城里找活干，最终熬过了那一关。”祖
父这样一说，又把大家聊天的兴致激发
了出来。大家纷纷开始“往事大回顾”，
讲起那些年经历的种种不易，最后又是
如何战胜了困难。

散场前，祖父开始总结发言：“人这
辈子就这么回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
山。遇上事了，就使劲儿扛着。就像冬
至夜一样，虽然是最长最黑的一天，但
慢慢熬，熬着熬着就熬到了天亮，天亮
了，白天就开始一天比一天长，日子也开
始一天比一天好。咱也一样，遇到啥事
也不要灰心，日子总会过得越来越好。”

祖父的话，总结起来就两个字：“乐
观”。他借冬至夜的特点，给我们讲寒
夜尽头是光明的道理。年年冬至，岁岁
夜话，我们家族人牢牢记住了遇事乐观
的道理。遇到难事，我们会怀着对光明
的憧憬，迎接新的黎明和胜利，家风因
此代代传承。

夜话传家风
□马俊

农村俗语说：“冬至下场雪，夏至水
满江”。如果在冬至这天下雪，那么明年
夏至前后一定会有很多雨。临近冬至，
气温骤降，寒风呼啸，有经验的老人知
道，山上下雪了！果然，清早推开大门，
山山岭岭已是银装素裹，一幅“千树万树
梨花开”的盛景，拉开了冬日的大幕。

一夜风雪过后，曾经苍凉萧索的秋
山完全变了模样。近看，一棵棵大树被
厚厚的积雪覆盖，像一朵朵洁白的鲜花
开满了山野。树形不同，高低有别，那些
雪白的“花儿”就有了姿态，有了风韵。
鸟儿和松鼠们总是骚动不安，惊扰得树
枝上的积雪如同一道道银色的瀑布倾泻
而下，沙沙作响。有时，还能在山梁或是
风口处看到雾凇奇观，处处冰清玉洁，满
目玉树琼花的自然之美让人叹为观止。
登高远眺，眼前的山千姿百态，风情万
千，有的雄浑大气，有的跌宕起伏，有的

锋芒毕露，有的圆润可爱……它们如浸
泡在乳白色的烟云里，又像沉睡在白茫
茫的雾霭中。此情此景，主席的那首《沁
园春·雪》当是最好的写照！

让陕南的雪景生动起来的，非水莫
属了。山中的水很小，起初点点滴滴，潺
潺流淌，成溪、成瀑、成潭、成线，一路跳
跃，一路欢歌。低冷的气温和灵动的水
花如同一只妙手，在时光中慢慢地孕育
出许多超乎想象的“冰雕”作品来，如花、
如剑、如笋、如柱，有的临崖倒悬，有的直
刺苍穹，千姿百态，无奇不有，宛若梦幻
般的童话世界。山下也有水，那就是汉
江。也许是担心雪山寂寞，汉江或低沉、
或婉转、或激越、或欢畅，总是不知疲倦
地浅吟低唱着。雪山也是浪漫多情的，
它知道自己的颜值已经爆表，怎肯放过
自我欣赏的机会？在平静的江水中，它
静静地欣赏着自己的倩影，幸福又满

足。时而风起，淘气的水波顷刻就将洁
白的丽影搅成了一道道亮闪闪的银波。

俗话说：“高一丈，不一样。”山下分明
落的是雨，而山上早已是雪花飞舞，白雪
皑皑，没有十天半月是难以消融的。那些
分布在山山岭岭的人家，像散落在仙境里
的宫殿，红瓦盖顶的小楼最是惹眼，红色
成了这银色世界里最绝妙的搭配。农家
或单门独户，或多户群居，或小镇孤村，
它们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安睡在雪野的怀
抱里，无言地诠释着宁静自然之美。鸡
鸣犬吠，鸟鸣雀噪，清晰而又空灵，仿若
天籁之音，打破了雪野的宁静。炊烟袅
袅，有风时，飘飘摇摇；无风时，扶摇直
上，似在向世人诉说着烟火人间的前尘
往事。如果你运气好，还会碰到山里农
家人待客。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主人都
会邀请你入席吃庖汤（即杀猪菜）。丰收
的喜悦，庖汤的鲜美，主人的热情，尽显

陕南人的质朴与豪爽。
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里，那

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早已欢呼雀跃，喜
欢自拍的人更是乐不可支，纷纷摆出各
种造型，把自己定格在美丽的雪景中。
堆雪人是青少年的最爱，他们以独特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堆起大的、小的，高的、
矮的，搞怪的、俏皮的雪人，给雪野平添
了几分情趣和浪漫。相机、手机的快门
声此起彼伏，抓拍、抢拍、自拍，人们随心
所欲地烹调着一场关于雪的视觉盛宴，
恣意放大着瑞雪带来的喜悦和欢乐。

人们走出喧嚣的都市，忘却生活的
烦恼，走进宁静的世界，投入雪野的怀
抱，让纯洁净化心灵，让宁静抚慰身心。
你会感叹，世界原来是这么奇妙，这么美
好！希望冬至这天，可以与一场雪不期
而遇……来陕南看雪，来感受冬日里漫
天飞舞的雪花。

陕南看雪
□黄平安

小时候，我在奶奶家睡觉。冬天的晚上，奶奶早
早用暖瓶为我捂热了被窝。

我家离奶奶家大概有五百米，可对我来说，在黑
漆漆的夜里，这段路程是那么漫长令我恐惧。每天
晚上，我都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奶奶家，每次都
会看到奶奶等在门口。她的影子，像一盏灯，让我心
里一亮，我乖乖跟在奶奶身后，无比幸福。

我小时候很内向，也不懂得怎样讨人欢心，但是
奶奶不嫌弃我，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那年冬
至，奶奶起床后对我说：“冬至饺子夏至面，今天冬至
呢，咱吃饺子。”我赖在被窝里说：“奶奶，我想吃肉馅
的饺子，肉馅的香。”奶奶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她
掏出贴身的手绢，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包了些毛
票，奶奶数了几张，就步行到八里外的集市上买肉。

奶奶回来后，我听到爷爷在训斥她：“有你这
么过日子的吗？又不过年，还吃什么肉馅饺子？”
那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馅饺子。奶奶不吭
声，一个人剁着馅。忙活了一阵子，奶奶开始包饺
子了。我帮不上忙，奶奶就给我揪个面团让我在
一边揉着玩。我把面团揉成小兔子给奶奶看，奶
奶笑的声音可大了：“我孙女的小手真巧啊，捏什
么像什么。”一会儿，我又捏个小猪，奶奶仍然大声
赞叹：“像，真像啊！”奶奶每次夸我的时候声音就
会提高八度，很惊喜的样子。

我成年以后，分析自己的成长经历与性格的
关系，觉得受益于奶奶这种在今天被我们称为的

“鼓励教学法”。我家姐妹三人，我是个多余的女
儿，很小就有一种自卑感，但是从奶奶那里我找
回了自信。

奶奶一边擀皮，一边包饺子，她的手真快。
奶奶包的饺子好看，弯弯的、翘翘的、鼓鼓的，有
的还捏上花边。爷爷进了屋，看我揉着面团，虎
着脸说：“别糟蹋粮食，一会儿把这面团也包上
饺子。”饺子煮好了，热腾腾地端上桌。真香啊，
我吃得狼吐虎咽。奶奶笑着说：“吃吧，吃吧，冬
至吃了饺子，就不冻耳朵了。”

每年冬至，吃了奶奶包的饺子，真的觉得耳朵
不冷了，身上也不冷了。有奶奶的爱在，再冷的冬
至也是温暖的。可是，那年冬天，奶奶却永远离开
了我。冬至刚过，雪落了一场又一场。云开雪化，
本以为身体不好的奶奶又熬过了一个冬天。没想
到我最慈爱的奶奶竟在一个冬夜悄悄走了，没有惊
扰任何人，一如她的性格，连睡在身边的爷爷都没
有发觉。我得知消息的时候正在单位，当着同事们
的面，我忍不住嚎啕大哭。

每年冬至包饺子，我都会想起在天堂的奶奶。
我包的饺子和奶奶包得一模一样，弯弯的、翘翘的、
鼓鼓的。我知道，奶奶一定又会大声说：“好！包得
真好啊！”

怀 念
□马亚伟

冬至

一本亘古千年的书

被悠悠岁月无数次翻阅后

定格成一支寒冷的歌谣

定格成新年的仰望

一段穿越千年的传说

被情怀演绎成一种膜拜

才有了遥祭祖先的虔诚

才有了冬至佳节思念之情

一种孕育千年的智慧

被炎黄子孙延续的日子

让黑夜越来越短让白昼越来越长

让冬日越来越远让春天越来越近

是谁把手伸进岁月的边缘

让洁白的抒情裹挟蓝色的光芒

悬挂在枝头孤独的叶片

分明是你留在季节深处的誓言

片片白色的羽毛在注视中燃烧

让赞美的诗句变得不再孤单

仿佛流淌于生命的音符

总有一种渴望在潮湿的掌心燃烧

沿着二十四节气踽踽走向你

走进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感受我恩重如山的父母

每
逢
冬
至
到
来
时
□
丁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