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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

天寒云欲雪，

畛径鸟踪绝。

惟有松精神，

苍青傲山河。

冬时燃热情，子夜启征程。

声彻卢塞尔，欢腾圣火明。

端居看球赛，坐论两争锋。

祥瑞拉伊卜，人间求太平。

（单位：延长石油矿业公司）

□董建成

五律·世界杯感怀

松

天 气 忽 然 冷 冽 了
起来。

前几日的太阳还有
着灼人的温度，空调房和
冰西瓜还是生活的标配，
人们在微叹中诉说着夏
天的漫长。一场暴雨打
断了这一切，这场雨和夏
天的任何一场雨本没有
什么区别，路上的行人躲
到了街边，等待天晴继续
赶路，女人赶忙收起阳台
上晾晒的被子，等待天晴
再继续晾晒，老农也给坝
子上摊开的麦子盖上了
雨篷，大家都在等待天
晴，继续夏日留存的梦。

可谁也没想到这场
雨是夏天的告别礼，纵使
秦岭坚实厚重，也未能抵
挡住南下的北风，扫荡了
夏日的余温，让初冬侵占
了秋天的席位。没有任
何预兆且令人猝不及
防。清晨起来，窗上竟然
有了雾，就好像一杯刚倒

的热水凉了，水珠爬满了玻璃。尚无所反
应地打开门，便倏地和寒气撞了个满怀，

“嘶”地倒吸一口凉气，赶紧缩回屋里，套上
了更温暖的衣服才出门。

走进一家装修简单的早餐店，木桌和
塑料凳冰凉，若不是热气腾腾的早点和挤
着排队的顾客形成热闹的喧嚣，这家店一
定冷得要命。忙于生计的人们手里拿着冒
热气的包子，眼镜片被热气模糊，彼此传递
着降温的消息。

站在凛冽的风里，我捡起一片枯黄的
落叶，突然记起故乡的秋天，向来都是很漫
长的。从立秋开始，枝叶上开始泛起黄色，
清冽的秋风提醒着人们换季增衣。我曾走
在故乡铺满落叶的路上，清风涤荡肺腑、鸟
鸣波动心音。每当傍晚走进麦田，仿佛置
身于金色海洋，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天地融为一体，到处都是金黄色。曾经
我将捡起的颜色不同的落叶放在掌心仔细
观察，沉醉在它的世界，回味它们从发芽到
凋零碾作尘的一生，虽有萧瑟感，却给予人
满满的温暖，这应是秋天最美的味道。

夜深忽梦少年事，让我再次回到了曾
经的秋天。梦见自己同儿时的三两挚友，
在铺满落叶的路上奔跑着回到家中，享受
外婆准备好的热腾腾的拉面。年少的时
候，总觉得和朋友们能长久地相处下去，总
觉得家里那碗热腾腾的拉面是再寻常不过
的吃食。岁月更迭，长大后的我们背井离
乡，在外为理想和生存努力打拼，而曾经那
碗最普通的拉面，在冷冷的风里却深刻起
来，也倍感温暖，成为我前进的不竭动力。
渐渐地，在他们“天冷了记得加衣”的声声
嘱咐里，又陷入思乡的梦……

梦境褪去，我攥起被寒意浸润的被衾，
直愣愣地看着月落西斜，天边泛起鱼肚白
的颜色。

（单位：陕煤运销铜川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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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国画，便一下子
喜欢上了这具有浓郁中国味道的艺术。

以前也看过多次画展，但只是作为一名
观众，欣赏他人画作，千里江山的大气，花草
鱼虫的灵动，梅兰竹菊的韵味，带给我不同的
艺术享受。当有一天我自己拿起笔，调制这
些色彩颜料，世界在我面前又打开了一扇多
彩的窗……

在观鱼课堂，不仅学习绘画，也学习做
人。几位老师，年龄不一，性格各异，但却具
备相同的品质：耐心、细心、善解人意以及对
职业深深的热爱。你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他
们、相信他们，愿意跟着他们去探索一个未知
的世界。课前的相关知识普及也是我喜欢的
内容，根据当天学习的类别，老师带你鉴赏从
古至今的名家名作，吴道子、王希孟、郑板桥、
米芾、张择端、石涛、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
吴冠中……那么多距离遥远、如雷贯耳的名
字和作品忽然近在眼前，感觉他们穿越时空
与自己对话，牵引彼此的是一根文化脉络。
在这里，知道了我们曾经熟悉的诗人王维，他
首先是一位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他
的特色，“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空山不

见人，但闻人语响”，几乎每个人在品读他的
诗作时，眼前都会出现不同的画面。

国画的创作，布局是关键。所以初学画
时，老师都会用十字红线将卡纸分为四等
分，这样定位之后，整幅画的结构就不会太
离谱。随后，调色、着笔，花青与藤黄，就有
了叶的绿，胭脂与钛白，就有了花的红。色
彩的深与浅，取决于各自用量的多少，也取

决于各自的喜好。桃花的粉、梅花的红、菊
花的黄、冬雪的白，素与艳、简与丰，案头这
12色国画颜料，便可调制出万紫千红，调制
出生活的丰润多彩。

当一条小鱼、一片水草、一树繁花、一江
春水、一座山峰在眼前铺展开来，心中是欢
喜的、跳跃的、灵动的，有探秘新领域的好奇
兴奋，有信笔涂鸦的自由洒脱，有投入其中
的浑然忘我，有学习新知识的充实快乐，有
完成作业满满的成就感，有获得赞许肯定的
自豪……显然，学成什么已然不重要，学习
的过程已是收获。

一直以来，喜欢中国古典诗词，词简意
丰、意蕴深远，后来发觉，绘画讲究的留白和
气韵生动，与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诗词
大会》上，看到康震老师两三笔就将想象中的
画面跃然纸上，既有诗词的意境，又有绘画的
生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是我向往的中国文化的最美意境。《诗画
中国》这个电视节目，将诗、画、曲、乐、诵完美
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文化之美集大成者。

期待有一天，我能将心中的诗通过画笔
展现出来。 （单位：安康水电厂）

日出华山日出华山 李泽仁李泽仁 摄摄

我向往的文化意境
□刘亚萍

冬天从立冬开始，亦步亦趋，徐徐渐进，
不觉便到了小雪。然此小雪并非零星飘落之
小雪，而是冬天的第二个节气。小雪时节，气
温逐渐走低，万物开始藏匿。《月令七十二候
解集》中说：“小雪，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
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由此可见，
小雪时节，寒意刚刚凝结而成，还不足以让人
感到刺骨之冷，说白了，小雪是冬走向寒冷的
一个前奏。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最显著的呈现就是
在节气上。二十四节气反映的是气候的各种
变化，每一个节气都有它的物象三候，小雪也
不例外：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
降，三候闭塞成冬。此三候以天地为根，以农
事为引，描绘出了小雪节气的淡雅与从容。

每一次时令的转换，都会带给人“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和美好。小
雪时节，清而不腻，爽而不寒，给人一种唯美
的感觉，一如白居易所言：“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新酒、火

炉、小雪，如此温馨的场景，怎能不让人把酒
言欢呢？

南宋高僧释善珍在其《小雪》诗中说得更
为明了：“云暗初成霰点微，旋闻簌簌洒窗扉。”
既然叫小雪，落点雪就再合适不过了。此时的
雪，星星点点飘落也好，撒几把米粒也成，总之
点到为止，不可大，大了，就失了小雪的秉性。
雪的形态呢，或半湿半干、或盐粒米粒、或六角
散漫，即便是雨夹着雪花，也未尝不可。无论
哪一种状态，都是对小雪节气恰如其分的呈
现，也是上天对大地的一种感怀与倾诉。

小雪，犹如一位眉眼深婉的女子，素朴、洁
净、端庄。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
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身居秦岭，气候
温润，小雪时节，少有飘雪，即便是偶尔下雪，
也是薄薄一层，有应景的意思在，太阳一照，瞬
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更多的则是霜，清早
起来，屋檐上白花花一层，以为是下了雪，细
瞅，才发现是霜。霜也好看，颇有“鸡声茅店
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味。

小雪，给人以唯美的想象和联想。单是轻
唤“小雪，小雪”，就会让人心生欢喜。作为节
气，既有名副其实的韵味，也有绰约美妙的风
姿，更有小小雪花轻盈飘落时的优雅。倘若是
一位女子呢，那轻盈的身姿、不凡的气质，有几
个男子不为之迷恋倾倒呢？

小雪时节，大地静默而安详。秋收冬
藏，最后一季庄稼已安安静静地挂在农舍的
屋檐下，躺在农家的粮仓里，土地干净空旷，
似哺乳后的女人，神态自如，神色安详。这
也难怪，承载了太多太重的收成，终于可以
歇歇身子，缓口气了，怎能不好好享受这难
得的时光呢？

儿时在乡下，到了小雪节气，母亲就开始
准备过冬的食物和衣服。母亲把萝卜洗净、切
条、烫熟，把红薯洗净、蒸熟、切片，摆在阳光下
晾晒。冬天日头短，母亲总是追着太阳跑，太
阳晒到哪里，母亲就撵到哪里，直到萝卜条和
红薯条晒干才罢休。母亲忙完这些，就着手窝
酸菜。选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母亲先把萝卜

缨子洗净，晾晒至水分控干后，将切成小段的
萝卜缨子倒进一口大锅，煮到半生不熟时，捞
出、握干，放入菜瓮里，倒进烧开晾凉的“浆
水”，过上十天半月就可食用了。入了瓮的酸
菜既可防冻，又能保持菜质特有的水分，现吃
现捞，方便又实惠，常常一大瓮酸菜就要吃到
来年二三月。

吃的有了，母亲就开始备穿的了。纺棉
花、缝棉被、纳棉衣、做棉鞋，就成了母亲每日
夜里必做的功课，如豆的油灯下，母亲一针一
线，把母爱和温暖密密缝进儿女的心里，才使
漫长的冬天不再寒冷。虽然父母已离开了我
们，可每到小雪时节想起他们，心中就会升腾
起无尽的温暖。

菊萎东篱梅暗动，方知大地转阳升。时值
小雪，我坐在电脑前，看窗外，阳光正好，风儿
吹动树梢，落下片片黄叶，不禁感叹时光之深
邃，正是这时光的妙手，才为我们演绎出了四
季的绮丽多姿，让我们体味到了人间的多情与
美好。 （单位：丹凤县委党校）

□程毅飞

小雪时节

柿树挂满“红灯笼”
□辛恒卫

时令转换到了冬天，柿子树上没了春绿、
夏炎和秋风。傲然高挂在枝头的柿子，红润
而丰盈，演绎着别样的季节风情。

家乡秦岭深处镇安程家川柿子树多。
霜降过后，秋风摇落一树晶莹翠色，红彤彤
的柿子像红灯笼似的挂在树上。这时节，整
个村庄都笼罩在柿子的香甜中。满树的红
柿子灿烂地微笑着，一盏盏红灯笼照耀着农
家小院，恬淡而喧嚣的日子，被它们点缀得
分外灵动。

母亲爱吃柿子，早些年，就在自家庭院后
的田坎边栽了柿子树。柿子树姿态温婉清
美，在屋后的田坎边、在时光里，恣意安然，自
在妖娆。秋风摇动柿子树，树叶漫舞天空，落
在树下，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直射下来，这一
簇，那一簇，颜色或浓或淡。在阳光的照耀
下，片片叶子，如花、似梦，通体透红，光泽耀

人，与红红的柿子交相辉映，喜鹊、麻雀等鸟
儿禁不住诱惑，也会偷偷啄上几口，好一幅初
冬田园风景图。

霜降后，柿子由黄转红，母亲总是笑盈盈
地看着柿子树，如同凝望自己的儿子，眼里散
发出期盼的目光。

霜降的离去，意味着冬天踩着厚厚的落
叶，急不可待地走来了。薄明的清晨，走出暖
舍，便有寒气袭扰。庭院后的柿子树叶片尽
落，只有红彤彤的柿子，倔强地翘首于枝头，
自在妩媚；色彩灼灼如火，格外抢眼，如吉祥
的灯笼，照亮初冬的寂寞和萧索。刘禹锡《咏
红柿子》诗：“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
遗采掇，翻自保天年。”把这种情景描绘得惟
妙惟肖。

经寒意浸润的柿子，映红了冬的疏枝。
母亲笑了，搬来梯子摘下晶莹剔透的柿子。

薄薄的柿子皮几乎是吹弹可破，我们欣喜地
剥开一个小口，放在嘴边美美地一吸，一股
清凉的汁液便进入口中，满嘴甜软，绵润在
舌尖绽开。那深藏腹中的软核，光润酥软，
嚼起来美滋滋，香甜滑软的感觉，充盈味蕾。

柿子，色艳味美，博得了历代文人稚士的
厚爱，北宋僧人仲殊称柿子“味过华林芳蒂，
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里团酥，不比人间
甘露。”唯有柿子，在树叶都落光后仍然眷念
着枝头，等待着雪霜到来。难怪苏东坡有诗
云：“柿叶满庭红颗秋，薰炉沉水度春篝。松
风梦与故人遇，自驾飞鸿州。”入冬后，时常会
有雪的光临，白的更白，红的更红，妙不可
言。如今，柿子挂在枝头似小小红灯笼，透着
质朴而温馨的气息，点缀了萧条枝头，用红艳
光鲜的颜色，为色彩绚丽的秋天画上了完美
的句号。 （单位：镇安县总工会）

提起陕西省工人
疗养院，那是一个集休
闲与疗休养的好地方。

它建于 1956年，南
依骊山，北傍渭河。位
于唐华清宫西侧，温泉
疗养中心区。院内布
局合理，设备先进；四
季常青，鸟语花香，令
人心醉。

我在临潼铁中上
学时，曾随学校宣传队
在工疗大礼堂演过节
目，那里当时就给我留
下了美好的印象。

退休以后，虽然说
在 西 安 城 里 也 有 房
子，但是我更喜欢住
在临潼。

这不仅是因为我
曾经在这个中外闻名
的骊山风景区工作了
二十多年，感情深厚。
更是因为这里环境优
美，交通便利，生活舒
畅，十分适合养老。

特别是省工人疗
养院近年新建了“温泉
苑”，既有室外温泉池又有室内游泳池。对于
我这个多年来一直爱好游泳的人来说，这无疑
是“天降福音”。

我曾在西安城区多处游过泳，也曾在临潼
的空疗和陆疗等游泳馆里游过。相比之下，省
工人疗养院的设施更加完善，室内的游泳条件
良好，功能齐全，管理到位，令人满意。

每当我游完二十多个来回后，躺在温泉石
板上休息时，感觉很舒服，温泉石板有活血化
瘀、疏通经络的作用。然后去水疗池泡上一会
温泉，吟着“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
脂”的诗句，颇有“皇亲国戚”的待遇之感。泡
温泉对缓解疲劳、加速新陈代谢大有益处。最
后再去桑拿房蒸几分钟，出出汗，既能排毒养
颜，又可预防血管硬化，效果甚佳。

时间长了，我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也熟悉起
来。不论是前台还是其他服务人员，大家都态
度热情，工作认真，服务周到。前台有几个女
孩是从空疗来的，比如小马、小谭等，我们也算
是“老熟人”了。还有几个中层管理干部，接待
客人时都是笑脸相迎、细致入微，让人心情愉
悦。通过这些员工的言行举止，多多少少能感
受到在省总工会领导下的工疗领导班子的管
理水平之高明，令人敬佩。

游泳是一项男女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
我所认识的游泳爱好者中，有退休工人也有农
民朋友。其中有一位老者，他已过古稀之年，
每次从西安坐地铁来游泳，一来一回，差不多
大半天时间，精神可嘉，令人佩服。

而我的经验体会是：学会游泳不难，而坚
持下去不容易。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达到锻炼
身体、健康长寿的效果。

每每游完泳出来，站在工疗大院里，抬头
望着那犹如苍黛色骏马的骊山，感到神清气
爽，尤其是在云雾缭绕的时刻，骊山一下变得
灵动起来，若隐若现，如诗如画，引人入胜，不
由得让人感慨：陕西省工人疗养院真是一个好
地方！

它不仅仅是全国劳动模范疗休养的基地，
也是当地群众健身与休闲、享受幸福生活的好
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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