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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经行处
□ 矫 发

幸福，就是煮饺子时剥蒜 □ 魏 新辣笔小新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丫头罐
□ 李登建

岁朝清供 □ 刘绍义

看 雪
□ 丁小村

他山之石

小时侯，冬天总是这样来到的：清晨，
突然从梦中醒来，就看到了糊窗户的纸变
得白而亮堂，睡眼惺忪中涌起一阵诧异：天
这么快就亮了？悄悄起来，推开门一看：外
边的早晨那么安宁，很明亮的早晨，眼前一
片白雪。对面的山坡上，到处像是谁突然撒
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粉。空气是冷的，却是清
爽的。仿佛空气被清洗了一遍，流进喉咙
的，就像是最清澈洁净的山泉水。

这样面对雪地站着，连呼吸也很小心，
这样的宁静，不容你去破坏。这样站了很
久，看了很久，才觉得有些冷，这才恍然大
悟：哦，冬天来了。

有雪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冬天。
看到雪，你才能感觉到冬天的宁静与

博大。有一年冬日在一座城市，清晨早早起
来，穿着厚厚的冬装走上街头，发现最宽阔
的街道上都铺满了厚厚的雪。街道是白的，
城市仿佛变成了旷野。汽车在街上行走着，
像小小的爬虫。有雪的早晨，城市也很安
宁。雪安抚了躁动的城市。

有很多人站在站牌下等公共汽车。他
们不声不响，就像是一些雕塑——— 不过这
雕塑是鲜活的，因为他们的眼睛里装满了
清澈和宁静。当我看到这情景，就想起了很
多小动物的眼睛：比如老鼠，比如兔子，比
如狗。这些小动物的眼睛通常就像儿童一
样，清澈善良。

雪是洁净的。在雪的洗刷下，你可以找
回你那颗失去已久的赤子之心。据说由于工
业化和城市化，全球气温回升，空气变暖，甚
至居住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城镇，也会感觉到
明显的热岛效应，雪还没降落下来就变成了
水汽。现在，冬天里已经很难见到雪了，那些
本该有雪的日子，变得灰沉沉雾蒙蒙了。我
记得在我这座小城市里，看到最后一场降落
下来的雪，也是好多年以前的情景了。

那时我刚刚到一所中学任教，有一天
早晨下了雪，从教学楼上望出去，所有的房
顶上都铺满了雪，特别是操场上，那片雪仿
佛伸手可及，一片柔软一片清新。下课了，
学生们都一涌而出，投向了雪的怀抱。上课
铃响的时候，他们回来了。十分钟，他们跟
雪亲近，就像亲近自己未泯的童心、触摸自
己清新的童年。

这个时候，所有望向雪的眼睛，都是清
澈的、透明的，像是婴儿的眼睛。

很多年没看到过雪了。没有雪的冬天，
就像花朵失去了水分、美女失去了眼眸、诗
歌失去了灵性……

为了安慰我们那颗无处刷洗的心灵，
我们只好把期盼的眼睛投向远处的山
峦——— 在那里，还保留着星星点点的雪，那
样的耀眼，那样的洁白，就像一片梦境。

那个周六下午，秋阳高照。
我下了火车，背着书包，没有直接出

高密火车站，而是顺着胶济铁路东行约
二里多路，穿过公路桥，翻过铁轨，爬沟
上崖，来到大妹的家——— 位于铁路旁边
的四间平房。

当门里横七竖八倒着高密白干和光
州啤酒瓶子，一看这场面就知道妹夫是
个爱酒的人。大妹结婚比我早，初中毕业
后适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她成了家
庭主要劳动力，跟着父亲十八亩、三里
洼、河西崖、正西路、南坡青年队穿梭般
干活，至今手指上还有一个大大的疤痕。
大妹热情地让我进屋，寒喧不已：“小哥，
真不好意思！你去安丘这么长时间了，我
和邹帮不上你的忙，你和嫂子的日子也
不宽快，我和邹商议给你十块零花钱，你
自己看着买点东西吧！”我坚辞不要。大
妹有点恼火地揶揄我：“没闯好就不认你
这个妹妹了。”没办法，我还是不忍心收
下了。说实话，那时候我真需要他们的帮
助。但我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为兄的怎好
向妹妹借钱。开学的时候，父亲和爱人东
挪西借筹措的47元学费，不知什么时候
被人偷了。那时养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
猪，卖不到一百块钱。这件事，我原想告
诉父亲，爱人劝我说：你这是想要老爹的
命啊！多亏了妹妹救急的十元钱，减轻了
父亲跑东家串西家磨破嘴皮的操劳！

1987年9月，我由民办教师考入安丘
师范。从高密到安丘师范或从安丘回高
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高密汽车站
乘车，途经注沟，直达安丘汽车站——— 车
站坐落在县城的西北角，汶河水畔，而安
丘师范在东南角，恰好一个对角线，下了
车再步行三四里路才能到达。有时坐不
上汽车，只能花一块八毛钱坐火车到潍
坊火车站下车，再从潍坊转坐汽车到安
丘。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两年。

求学两年，我在高密经常落脚的有
三个地方。

去得最多的是大舅哥家。他在国营
第一棉油厂上班，家在厂子对面。离汽车
站一路之隔，离火车站八百米左右的路
程。嫂子——— 我小学和初中同学，在化纤
厂上班。如果不是爷和娘有病，他们的日
子当然非常宽绰。但两个老人长期有病，
彻底拖垮了他们，并影响了哥哥的进步。
在80平方米的房子里，我们分享着他们
的温暖。两年里来来去去，几多雨雪天
气，阻断了回家或求学的路，我和爱人就
住在他们家。哥哥知道我喜欢看书写作，
就把书桌让给了我，并配置了台灯和其
他用品。那段时光，留下了许多收获。我

发在《少年文史报》和《中学语文报》的不
少文章，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惜兮，这间
小屋伴随着轰隆隆的城市改造已灰飞烟
灭。我从内心佩服哥哥的韧力和坚强。岳
父去世早，他毅然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刘
家的大事小情基本由他操持，跑里跑外。
大爷重病住院青岛，他尽心伺侯，无怨无
悔。他小有厨艺，每年正月初五亲戚聚
会，他总是裹着围裙掌勺操刀。记得有一
次他用鸡蛋炒了一个菜，我吃着很香，左
一筷子右一筷子搛个不停。他笑嘻嘻地
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菜吗？我摇摇头。
他说，胎盘。我哇的一声，现场直播。

30年来，哥哥过得不易。下岗后开过
饭店，办过工厂，当过老板，也给别人打过
工。拼死拼活，起起伏伏，现在终于熬到了
好时候。对象退休了，儿子结婚了，添了孙
子了，好人自有好报。每逢家庭聚会，我总
要多敬他几杯酒，说一些感恩的话。哥哥
总是笑呵呵地说：“亲顾亲顾，无亲不顾。
为自己那叫活着，为大家才叫生活！”

其次是连襟哥家。上世纪80年代，他
从旗台卜居北栾家庄。我从汽车站回旗
台这里是必经之地。他当过兵，开过车，
是个乐天派。别看他头发稀落落软塌塌
的，但脾气不软，坚持正义，看不惯的事
九头大牛也休想拉回来。复员回乡后，给
村支书——— 我同学的父亲开吉普车，走
南闯北，见多识广，几杯酒落肚，意气风
发，满脸江湖。以后当了经营煤炭的经
理，因市场原因，很快就关门大吉。大姐
在糖厂工作，在姊妹当中她属虑事周全
的一个，我们说她是“皮笊篱蒙上油毡
纸——— 汤水不漏”。那时候大姐的日子也

不宽快，老的老，小的小，只要路过这里
她总是让我捎点东西回家。逢年过节，还
给放上从烟台亲戚那里弄来的海鲜产
品。礼轻情义重，那种流淌在骨子里的真
爱，让我们浑身热乎乎的。现在大姐也熬
到好时候了，左抱孙子，右抱外甥，颐养
天年。因毗邻县城，家里的几十间房子全
部出租，一年五六万元租金，日子过得蛮
舒服的。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们感激涕
零。大姐说，这些年你们也帮衬我们不
少。爱人说：“前有车，后有辙，厚对厚，薄
对薄。是你们当哥当姐的领得好啊！”

再如开篇所言，第三就是我大妹家
了。经亲戚介绍大妹嫁给了后埠口邹家。
小邹文化程度不高，人实在，略微结巴，
能喝酒——— 不只小邹，他家里个顶个酒
量大，低度白酒斤儿八七不在话下。小邹
起步很不容易，开始在火车站赶马车送
货，后来骑摩托带脚送客。人人明白，火
车站是利益竞技场，抢货抢客，自然打打
杀杀，小邹每次挣到的十元八块真的是
血汗钱。再后来通过我老兄的介绍到政
府开车，现在光荣内退了。大妹送我的十
块钱，那是小邹赶马车送货换来的。这些
年大妹的负担太重，孩子做生意经营不
善，自己经营的纸箱厂也吃不饱。我们没
能帮上她的大忙，心里一直内疚不已。尤
其看她在爹娘眼前掉泪，我心里针刺般
难受。我开导她说:“饥荒是暂时的，钱是
人挣的。姊妹们都会帮你，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我和嫂子愿做你们的后盾。曙光
在前，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莘莘求学路，暖暖经行处，让我永远
感念珍惜！

岁朝清供，是文人骚客的故弄玄虚，何
谓“岁朝”，就是一年的开头，也就是现在的
春节。古代将新年第一天称作“三朝”，即岁
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何谓“清供”，就是一
种以插花艺术为主体的环境艺术。

“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
这是郑板桥的诗句。看似无所求，实则祈高
雅，这是一般“寒家”难以达到的境界。咱虽
然没有郑板桥的雅趣，但随着季节的变化，
我都要插上三两枝瓶花，给室内带来一丝
生机。春节就更不用说了，在这色彩无比单
调的季节，插花更能给人带来暖意，带来温
馨，带来喜气。

插花艺术在我国历史非常悠久，早在
六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南史》中说：“有
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
欲花不萎。”雅室清供，会因时令不同而不
同。岁朝清供，供奉的自然是冬末春初的花
卉，再配以最能表现此时节令的物件，参差
列于案头，营造一种送旧迎新的祥和欢快

气氛。
春节我插得最多的是蜡梅和南天竹，

红色的果子配上黄色的花朵，真是美不胜
收。有人说“蜡梅以水仙为婢”，最耐品味，
但我家已有盆栽的蜡梅和水仙了，再插这
样的瓶花就俗不可耐了。

岁朝清供的植物，除梅之外，还有菊、
竹、松、柏、水仙、山茶等，它们都是凌霜傲雪
的斗士；所用器皿，除瓶之外，还有盆、樽、盘
等；所配物件，更是繁多，文房四宝、灯盏烛
台、菜蔬果品、书画玩具等，只要能表现节日
气氛，表现主人的意趣和心迹，此时此刻，那
些平平常常的东西，都雅趣横生了。

瓶花以单枝为妙，双枝则俗。而且插枝
不宜过多，多则乱矣，韵致全无。按照文震
亨的说法，“花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插一
枝，须择枝柯奇古；二枝须高下合插。亦只
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阐述可谓细矣，
这与袁中郎《瓶史》的观点、李渔《一家言》
的见解、沈三白《浮生六记》的论述，如出一

辙，都是要求插花活泼自然，有生机、有韵
味，高低有层、疏密有致。

“水仙秋菊并出姿，插向瓷瓶三两枝。”
看样子，钱牧斋也是爱好插花之人，他的诗
不但阐明了插花的巧配，更说明了插花的
枝数，这也应了过密过繁则俗的俗语。插花
当然要根据个人的爱好，随意调配，只要能
做到巧、活、俏相融，色、形、趣相配，给人以
美感，给人以享受，就是独到天成了。

材料选取更是随意，按沈三白的话说，
枝枝叶叶都可以入诗入画，只要给我们美
感就行。“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可入选。
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
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所谓的“位置”，也就是放置的地方，就
是瓶花与环境的布置组合。高瓶大枝放客
厅，才能大快人意；淡花小瓶置书斋，才能
养心悦目。插花也与写诗一样，功夫在插花
外，有时候，一瓶插花表现的不仅仅是诗情
画意，更是主人素来的艺术修养和内涵气

质。
周瘦鹃在他的《岁朝清供》中说，抗日

战争时，他避居皖南一山村中，逢春节，“找
到了一只长方形的紫砂浅盆，向邻家借了
一株绿萼梅，再向山中掘得稚松小竹各一，
合栽一盆，结成了岁寒三友。”吴昌硕在“携
梅小姐索画于沪”中，画一高颈瓷瓶插一老
梅，旁置一盆灵芝，又配一棵白菜和两只萝
卜，“平安吉庆长寿”之意跃然纸上。

尽管古人的“宁可无花，毋及凡卉”已
不足取，但随季节插入有代表性的花卉，还
应该借鉴的。人不是常说，兰令人幽，莲令
人淡，菊令人野，梅令人高嘛，蜡梅或者梅
花伴上南天竹，不正是冬季的象征吗？春节
插上此花，别有一番风味。岁朝清供，是中
国人春节景象的浓缩，是龙的传人文化心
态的独特表达。风拂夕照，那灵魂、那姿色、
那性格，都会给我们美的灵感，美的享受。
瓶花让春节抚摸我们的案几，瓶花也能让
春节泛上我们的心头。

那时候，她还是个小丫头，胖
乎乎的脸蛋儿，水灵灵的大眼睛，
可爱极了。初中毕业该升高中，可
父亲干活不小心摔断了胳膊，不
能挣钱给她交学费，扛起一个家
的母亲愁眉苦脸，哪里顾得上她？

“想念书你就自己去借钱。”她没
处借，就呆在家里，天天看表姑父
做蟋蟀罐。

表姑父是蟋蟀罐制作大师。
他知道老家宁津盛产蟋蟀，号称

“中华蟋蟀第一县”，民间斗蟋蟀
的游戏源远流长。玩蟋蟀得有好
器具，随便一个家什，比如铁筒、
塑料筒盛蟋蟀，趣味就寡淡了。先
人1300年前已经制作专用的蟋蟀
罐，唐代古墓出土的文物里就有。
这里属黄河冲积平原腹地，龙潭
村、西刘村、刘旺言村地下的古黄
河澄泥，细腻，纯净，是制作蟋蟀
罐最好的材料。于是，退了休的他
来到西刘村，就住在表哥家。

表哥家房子并不富余，还是
腾出一间屋给他做工作室。不大
的屋子放上案台，再装上摆放坯
胎的架子，更加窄巴，高大魁梧的
他亮不开手脚，不得不缩着身子，
屏住气，坐在那儿半天不挪动一
下，直到吃饭才出来，伸直腰，做
扩胸运动。

小丫头围着表姑父转来转去，
眨巴着那双大眼睛，要把表姑父的
每一个动作看清楚、想明白。表姑
父很喜欢她，常常逗她玩儿，可是
他做得不顺手的时候，脸色阴沉得
吓人。她便猫在一边，一声不吭。

有一天小丫头突然说：“表姑
父，您让我做一个吧。”语气里含
着祈求。他抬起头，怔怔地看她：

“你不上学，做这个干么？”没得到
许可，她却仍站着不走。

第三天，天气很好，他的心情
也晴朗，招呼道：“小丫头，来，你
做一个，我瞧瞧。”

小丫头喜出望外，快步走近
晾坯架，一把抓起一个坯子。那古
黄河澄泥的坯子搁在手里，沉沉
的，柔柔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端端正正
坐好，开始操作，定型、压光……

小丫头令他非常惊讶：这个
孩子太灵慧了，不仅手巧，干净利
索，最要紧的是，那罐上透着一股
掩不住的稚气、清气、雅气、秀气，
怎么看都觉得妙不可言。

“就叫它丫头罐吧。”她的一
款响器蟋蟀罐制作出来，表姑父
左瞅右瞅，摸了又摸，乐得合不拢
嘴巴，欣然为其命名。

从此，他手把手地教小丫头
做罐，把他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总
结的技术要点，和他对蟋蟀罐的
独到理解，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她，

包括为她配备各类工具。
十一年后的小丫头出落成一

个美丽的大姑娘，嫁给了刘旺言
村勤劳厚道的青年小伙张建强。
从此，一个挖土、滤泥、揉泥、烧
窑，一个“躲”在南屋里拉坯、修
整、绘画、雕刻，精心编织她的“丫
头罐”梦。

她做罐时，喜欢一个人独处。
把门关严，噪音挡在门外，屋子里
静静的，她的心一点点地安稳下
来。一团金色的澄泥放在转盘上，
两手轻扶，手感那么好。这是在地
窖放置了一年以上时间的澄泥，
历经春夏秋冬除去了躁气，正对
她的性儿，人与泥好像合二为一，
一同沉浸在一种融融的柔情蜜意
里。可是，隐隐地，耳畔响起黄河
隆隆的波涛声，响起辽阔大平原
上蟋蟀那交响曲般的欢唱。这些
声音起初微弱低回，慢慢变得高
亢激昂，使这个清秀温柔的女子
也不由得脉管发胀，手指不知不
觉用上了力。

张建强从滤泥池里上来，两脚
沾着泥巴就往家跑，慌慌张张来到
柴窑旁，贴近火眼往里看，窑里混
混沌沌，说红非红，说白非白，在
红、白之间。“火候到了，封窑！”他
一边兴奋地叫喊，一边迅速把添柴
口、烟囱封住。这样闷一天，再晾一
天，泥罐就可以出窑了。

案台上落满一层厚厚的泥
屑，轮子、钢丝、杠、刀、铲扔得到
处是，一片狼藉。她无心收拾、整
理，这两天她心情很糟糕。她正在
创作马蹄型蟋蟀罐，“图纸”在头
脑里十分清晰，然而做了好多遍，
就是不出理想的效果。为此她吃
不下饭，睡不好觉，懒得说话，像
害了一场大病。平时说说笑笑挺
随和呀，可较起真儿来，“拗”得九
头牛也拉不回，差一丝一毫都不
肯放过自己。

张建强则“窑”迷心窍，干着
活、开着车都在琢磨怎么改进他
的窑，从土窑到柴窑到电窑，又发
明了“匣钵高温窑变”烧制法。妻
子不断有新作品，名气越来越大，
他高兴，可他也不服气：你的罐再
好也得到我的窑里来烧。

这一对小夫妻，是你离不开
我还是我离不开你？是夫唱妇随
还是妇唱夫随？谁也说不清。

客厅长长的博古架上，陈列
着他们的作品，总体风格既有中国
北罐的浑厚大气，又有中国南罐的
细润秀美，典雅大方，内涵深沉。我
把一只罐托在掌上细细观赏，它真
像人们称赞的那样，观之若玉，抚
之若肌，叩之若磬，呵气生津。我翻
看罐底，只见印着两个小葫芦，上
刻四字：“刘记丫头”。

从小到大，冬至这天，总是得吃饺子
的。早晨没吃，中午吃；中午没吃，晚上吃，
至少吃一顿，不小心就吃了两顿，甚至一日
三餐全是饺子。

因为那个熟悉的说法：不吃饺子，耳朵
就会被冻掉。信息源推至张仲景，但我觉得
应该没那么久，后人假托而已。饺子的历史
最多到南北朝，东汉时还没人会吃。能印证
的实物更晚，新疆吐鲁番的博物馆里，有唐
墓出土的饺子，差不多就是最早。看起来，
唐朝的饺子跟今天外形一样，但不让吃（让
吃也不敢吃），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馅儿
的。

我吃饺子不怎么挑馅儿，觉得什么馅
儿的都好吃，好吃不如饺子，最好吃的饺
子，肯定是自己家包的。我不会包，擀皮调
馅都不行。我妈包得快，从和面到出锅，最
多半晌，就够一家人吃。

山东的酒店，许多以饺子闻名的，还有
专门的饺子宴，盘子摞盘子摆着。个大，皮
薄，馅足，好看，吃起来总觉得少了一种味，
家常味。不如一些小店甚至地摊。比如，老
家的马家水饺，多年前就是一个小摊，饺子

个小，皮厚，但曾经是那么好吃，每个嚼起
来，都有一股羊肉的鲜香。这家水饺后来开
了门店，有一年，我过年回去，喝了二三场
后，张罗着去吃水饺。一进门，店里满满全
是人，一屋烟雾，一地油污，我顺着楼梯上
二楼包间，紧扶着把手，还差点没滑倒，接
着又下来了，实在没有再吃的兴致。

济南过去也有吃饺子的好地方。建最
高楼之前，普利街旁的小胡同里，有家卖水
饺的小店。我常在下班后过去，把自行车停
门口，要上一碗羊肉水饺，店主人是一名五
十岁左右的男子，用一口小铝锅，坐在煤球
炉子上，烧水时打开鼓风机，等水开了，把
饺子一只只丢进去，盖上锅盖慢慢煮，中间
添两次水，等鼓风机关了，饺子就盛出来
了。这些时间，我正好可以剥一头蒜，小碟
里倒上香油和醋，蒜瓣泡在里面，心中充满
期待。

幸福，就是在煮饺子的时候剥蒜。
离这家店不远，共青团路的加油站里

面的胡同里也有一家小摊，包水饺的老两
口每天晚上才出，干到凌晨四五点，现包现
下，水饺的口感恰到好处。只是老两口的脾

气看上去挺大，对谁都爱搭不理，并且只卖
饺子，别的一概没有，啤酒都不提供。只有
一次，老太太端水饺的时候，突然说，你不
是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吗？有时候还说美食，
然后客气了一番，非不收钱，我非给，她只
好收了。

这个小摊开了二十多年，有次我从那
儿吃完，打车，出租车师傅说他开面的时，
深夜就在那里吃水饺。前两年创城，老两口
小摊没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更不知道
那位出租车师傅是不是已改开网约车了。
我主持那档节目，也停播了两年，原本播出
的时间是周日早晨六点多，真不知道除了
这对卖水饺的老两口，还有谁能这么早看
电视。

我在报社工作那些年，楼后的胡同里
有过一位专门包水饺的大姐，租了一间特
别小的屋子，能坐不到十个人，每天都是满
满的。大姐的水饺也没有多少品类，却特别
有家的味道，所以生意一直挺红火。我有时
候还在她那里订做，一次包上好几斤，拿回
家冻起来，慢慢下着吃。大姐对报社的人非
常熟悉，有一次，大姐突然问我，谁谁最近

怎么没有来，我说她辞职了，大姐说那等她
来这里给我说一下，我请她吃饺子。

后来我辞职了，就再没见过这位大姐。
听说报社迁到了新的地址，她也跟着过去
了，又在附近开了家水饺店，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但有时还会惦记。

曾经，报社附近还有家有名的饺子
店，用餐的高峰期总是要等位。那家饺子
味道过得去，但也说不上太好。我第一次
去的时候，是一个前辈记者带着，除了饺
子之外，还点了一盘蒜泥白肉，后来，我
每次去都要点蒜泥白肉，再来一份素三鲜
的饺子，总觉得这是荤素绝配，连蒜都配
好了。

在家，在家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吃饺子，都是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到让人
不觉得饺子的珍贵。近二十年前，我在江
南的一座小城，当地根本没有冬至吃饺子
的习惯，到了冬至那一天，我绕城一圈，去
找吃饺子的地方，竟没有找到。那是我第一
次，也是唯一一次冬至没有吃饺子，当时特
别心虚，整个冬天，没事就摸摸耳朵，到第
二年春天，才放心。

雾霾天里，朋友发来她养的
花花草草，菖蒲闲适，随遇而
安，石斛上停留几只“紫蝴
蝶”，展翅欲飞，就连没来得及
吃的萝卜也开出了娇柔的小白
花，含蓄娉婷，让人眼前一亮，
那一刹那的时间也一亮，未来已
来，2019年开始了。

都说这个时代，信息爆炸犹
如宇宙的诞生，巨大和无穷无
尽里，谁都会染上一点两点焦
虑，选择的焦虑，时间的焦
虑。甚至起床看到阴沉沉的天，
也焦虑。

可总有办法的，对吧。你种
花，我画画，一朵很大的花，占
据整个画布，有七彩的花蕊，有
透明的花瓣，还有一幅是从天而
降的花雨，痛快淋漓着，足以照
亮寒冬灰色的天际，总有一种力
量可以缓解焦虑。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他是靠
看书解决，也看人：“人也是一
本书。”他在采访中不断接触所
谓最牛的人，但是“我发现所有
最牛的人都有他内在的焦虑和各
种各样的问题，外在的那些职
位、财富并不直接和幸福和快乐
划等号”。

他说读书帮了他很大的忙，
“因为读书是在读自己和提升自
己，我觉得我在提升，我在想明
白越来越多的事情，那就好多
了”。

读很多书和读很多人让他学
会接受缺陷，“接受缺陷之后我
觉得就完美多了。”

在城里生活了20年之后，作
家刘亮程搬到了天山脚下一个废
弃的村落。

他说自己不是那种“下笔千
言，倚马可待”的作家，他的观
察发生于多年之前、无意之间，
他的写作也通常要持续多年。

在那样漫长的时光中，他看
到时间经过一个人，也经过一根
木头，他在慢慢地长大衰老，身
边那根木头也在不断地腐朽苍

老。在同样的时间中，人和自然
相看两不厌，这样的不厌，必定
是两颗心灵的相遇——— 人的和自
然万物的。

在这样一个事事“求快”的
时代。评论要抢“沙发”，寄信
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
可取”，坐车选择高铁，做事最
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
富……人人心头被一种求快怕慢
的焦虑包围着。

而他，以慢对抗。
仿佛一列高速列车呼啸而

过，已经身处其中的写作者们，
如何描摹窗外变动的“当下”，
怎样才能于浮光掠影中将它们真
切地落实在字里行间。

“新的书写不是全面适应和
跟从网络时代的表达习惯，而是
以更顽强的实践，确立更高和更
严苛的语言艺术标准。我们生活
在这个时代，不可能置身事外。
今后需要努力去做的，其实是怎
样面对席卷而来的文字沙尘暴，
开拓出一片片语言和文字的绿
州。要越发苛刻认真地对待自己
的文字，一句咬住一句地写下
去，是前进而不是溃退，缓慢
地、一步一步地抵达。”

无论面对什么新素材，作家
张炜选择了保持这样一种和生活
的关系：写作不是简单地把现实
生活压碎组合，而是像酿酒一样
发生化学作用，作家本人就是那
个酿酒器。

春耕、夏生、秋收、冬
酿……生活是用来过的，也是用
来想的，当你从时光的坛底把那
个发酵的东西打捞出来，那个东
西才突然成了文学。

新的一年，期望能获得一种
能力，从容不迫地走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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