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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央视名嘴 打一字
2.华 打一四字成语
3.丛 打一四字成语
4.括号 打一四字成语
5.真空 打一四字成语
6.今天冬至 打一四字成语
7.看谜面，想谜底 打一四字成语
8.爻 打一四字成语
9.画圆 打一四字成语
10.两只黄鹂鸣翠柳

打红楼梦五言诗一句
11.夜间醉驾被查

打柳永词一句
12.人面不晓何处去

打毛泽东词一句

谜底
1.团
2.三三两两
3.人人平等
4.一反常态
5.有名无实
6.来日方长
7.望文生义
8.错上加错
9.周而复始
10.谁解其中味
11.今宵酒醒何处
12.知向谁边

春节趣谜
王鹏飞

书法 许浚

年味
是男女老少
扭秧歌的那抹风情
是百人唢呐
震天动地的满腔斗志
是枯枝上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参天星斗
是百变窗花
剪出来的吉祥与如意
是窑洞里
飘出来的浓郁乡愁
年味
涌动在连绵起伏的
黄土高坡里
穿梭在老家院子
那弯弯的月牙里
渗透在祖母脸上
那岁月年轮的故事里
珍藏在门前那棵老槐树下的
清脆笑声里
年味啊
其实就是 你远走他乡
回眸时
一直都在

从未增减 的爱
哦，年味
灵魂的栖憩地……

过年，回家

当最后一抹夕阳
染红了山村
袅袅升起的炊烟
是母亲深情的呼唤
鲜红的对联
映照出别样的喜悦
百变的窗花
剪出吉祥与如意
门前高挂的灯笼
温暖了新春年岁
窑洞里飘出来
浓郁的乡愁
在心头 经久不散
佥畔上
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久久 遥望……
此刻
放下所有牵绊
启程 回家

年味（外一首）

张丹

牵着一树杏花，香透季节。
把寂寞埋进了春天的灿烂里。让晨光里的炊烟，泼进泉水清凌凌

的欲望……
牵手春天，给生命填阕！
鸟也羡慕杏花的美吗？竟贪恋这怒放的枝头。婉转的喉咙，唱起

了一支永远没有尽头的歌。
感受春天手的柔弱，沐一丝亲和暖风。
若牵起一只手，趟过梦河，让杏花在时间旋转的粉红里不再凋谢。
若牵手，与春天与杏花。

一米阳光

执著地，探出一只手，抚摸着疲倦的城市。
春雨刚过，少妇撩开窗帘，却少了乡村的鸡鸣狗叫……一切丟在

哪里啦？是昨晚的霓虹与歌声里吗？
曾与阳光，相知的情义。

或许是咫尺错过，那便是天涯的远。老家屋檐下的阳光，在寻找
昔日牛铃摇回来的花瓣……荒芜的田野，有谁在悠悠地唱……

犁尖上的春色，是否依然在一米的方向……

牵手（外一章）

尤鹏

喜迎戊戌年
王玉虎

辞旧迎新过大年，花灯满市驼城妍。
时逢盛世万家乐，民富国强天下安。

冬天悄无声息，只是山川树木更加萧瑟，山上的景色更加
枯败，树枝上也只挂着零星的枯叶，在寒风中孤独地偶尔摇摆
几下，仿佛随时都会飘落下来。天地间的色调也变得灰暗，没
有了夏日的明快和秋日的晴爽，连天空的太阳也变为橙黄色
的了。

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时，每到秋天树叶变黄凋落在地上的
时候，我就和小伙伴们去路边扫树叶，早早就开始为家里养的
羊儿、兔子过冬准备食物。那时候，一到下午放学，饭也不吃，
就和小伙伴们拉上架子车，带上大扫帚和麻袋，去村庄后川国
道两旁的树下扫树叶。扫起一堆一堆如小山的树叶，便填在
麻袋里扎好口子，一包包装在架子车上，经常是天快黑了，才
拉回去在空窑里摞起来。冬天到来的时候，没有了绿草绿叶，
秋天的落叶就成了羊儿、兔子的食物。

大人们则在冬天来临之前，大约在霜降后，就忙着腌酸菜
为过冬做准备。在那个困难年代，冬天的蔬菜除了土豆，几乎
只有大白菜。于是，每家每户就把大白菜腌成酸菜，且要吃
上整整一个冬天。先将一棵棵大白菜切掉菜根，放入大锅
的沸水中焯一下，然后把焯好的大白菜拧卷成麻花状放入
一口口瓮中，放一层撒一层盐，如此反复，直到快放满时，上
面压上一块圆滑些的石头，在瓮口盖上圆石盖，过段时间菜
就腌好了。吃的时候用筷子捞出一棵，清洗掉菜上的白沫
后，就可以切碎炒入锅中。那时候腌酸菜是一件大事，记得
学校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放三天腌菜假，那几天里，家家户
户满院子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忙里忙外地腌酸菜，小孩们则
高兴地跑出跑进，只是觉得热闹。家里人多的要腌好几瓮
甚至十来瓮菜，很是累人。常常一进庄户人家，首先看见的
便是墙根下一排整齐的瓮。

从立冬起，天气便一天天冷了起来，它在告诉人们，寒冷
的冬天真的来了。感觉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最冷的
时候气温常常在零下二十好几度。出门往院子里泼一盆洗脸
水，泼下时还冒着热气，泼在地上瞬间就成了一层薄薄的冰。
曾有小伙伴不知为什么，好奇地去舔学校教室门上的锁，结果
舌头被锁粘住了，疼得嗷嗷直叫，老师后来说那是舌头冻在锁
上了，吓得小伙伴们谁都不敢再试了。

印象深刻的是严冬的清晨，正是天寒地冻之时，早操时天
还是黑的，集合时站在操场上，小伙伴们冷得牙齿上下不停地
磕绊着，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待遇最优厚的是班上每天在教
室里留的一名值日生，专门负责给教室里的炉子生火。下操
后，大家飞奔教室，争先围住火炉，一个个冻得嘴唇发紫，哈着
热气，搓手跺脚地烤火取暖。此时炉火正旺，连炉筒都烧得通
红，打开炉盖，炉中煤块火焰蹿腾，火光映红了一张张稚嫩的
脸。这是上小学初中时，冬日里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小雪一到，大河便进入凌汛。小时候就听老人讲“小雪流
凌定流凌”，果真如此。凌块先是小的，随后渐渐变大，密密麻
麻地在宽阔的河面上漂流着、碰撞着，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烁着
变幻的点点光亮。河的两岸结上了厚实的冰层，有的足有好
几尺厚，我们在冰面上打擦擦，甚至冒着掉进冰河里的危险，
坐上冰车用力滑冰，追逐喊闹，相互挤碰，经常玩得天昏地黑，
忘乎一切。

这个时候，路边悬崖上岩石中流出的汩汩泉水也被冻成
冰挂，瀑布般地纷披下来，气势甚为壮观。随着天气越来越
冷，一排排冰挂在寒冬时节悬垂在山崖上，格外耀眼，不由得
惹人注目。它们是晶莹的，更是剔透的，时常引得路人驻足神
往，更让小伙伴们忍不住争相爬上去折上一大截，像吃冰棍一
样吸上一口，哇——好一个透心凉！虽然冻得手都拿不住，有
时冰水顺着手腕流进袖筒，寒风一吹，冰得要命，却也不在乎，
仍旧喜好无比，咂巴着嘴，如同美味般品尝其中味道。

冬至过后，大河便冻得严严实实，连山涧的小溪也冻住
了，隐约能看见冰层下的冰纹，硬实的冰面上人都可以走过
去。一场大雪如约而降，天空中如鹅毛大的雪花飞飞扬扬飘
洒下来，冬天便成为一片白色的世界。山是白的，树是白的，
川地里，河两岸都是白的；天是苍茫的，地是苍茫的，分不清天
际，看不见地线。苍天大地浑为一体，白茫茫的宛如仙境，天
上人间。此刻执杖而行，迎着漫天飘舞的雪花登高远眺，站在
山巅之上，吸一嘴雪花，呵一口白气，遥望天地之间，俯瞰冰雪
河流，只觉世间万籁俱寂，唯见群山连绵莽莽然一望无边。这
样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北国风光，才能体会到“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的高远意境，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灵与躯体的极致享受，
更是怎样的一种磅礴与雄浑的博大广阔！

进入腊月，天气依旧寒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地面被冻
得硬邦邦地发白，踩上去脚底都是冰冷的，浅白色的晨霜附着
在田埂上、田地里，有农谚云：“腊七腊八，冻死哈巴。”这并不足
奇，人们也并不畏惧，显然已经适应了冬的冷酷。辛劳了一年
的农民，也正在农闲时节，并不慌不忙地开始准备过年，准备着
过年吃的用的东西。这期间，所有的人心里都有期盼，尤其是
小孩子，期盼着过年穿新衣服、放鞭炮。大人们则期盼着能再
下一场瑞雪，有个好兆头，也好来年风调雨顺，能有个好收成。

冬日，暖阳，田野旁。不远处农舍屋顶的烟囱里，升起一
缕袅袅炊烟。走进农家院落，只见院子里种的几棵玉兰树上，
在树叶还没长出之前，树枝上已经生了萌芽，结出一个个毛茸
茸的小花蕾。屋后映衬着略显荒芜的山上，成片的树木也在
冬天里暗暗萌生。院里，女主人端着一盆热气腾升的鸡食，倒
在鸡舍前的食槽里，好几只鸡便咯咯叫着飞快地挤过来，边刨
边争抢着啄食。在冬之尽头，农家人就这样惬意地生活着，也
在盼望着春的消息。

冬天是寂静的，仿佛世间万物都在沉睡。然而，冬天并没
有昏睡。隆冬时节，万木枯萎，但并非所有的树木都褪去了颜
色。在那高高的山岗上，一棵棵苍翠的松树高大茂盛，坚毅不
拔，即便在山石缝隙中，它们也能顽强地生长，直入云际，傲视
苍穹。再有那遍布南国和北方一些地方的竹子，挺拔修长，四
季青翠，它们不畏逆境，宁折不屈，形成了我们民族的禀赋与品
格。还有那山涧的小溪边，高高的峭壁上，一朵朵粉红的梅花
凌寒盛开，迎雪吐艳，枝干形若游龙，遒劲倔强，俨然天成一幅
水墨大写意，给了冬天以无限的生机。岁寒三友之松竹梅，它
们不惧严寒，或刚毅坚韧，或高风亮节，或傲霜立雪，在严酷的
冬天绽放出高洁的品质与光芒，展示出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

冬天不会沉寂，在人们的不经意中，甚至是忘记它的时候，
它却在悄悄地积蓄着、酝酿着春天薄发的力量。冬天依然美
丽，走进冰雪天地，洁净无比，世界一片宁静，万山银装素裹。
冬天就这样默默地奉献着，甘愿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和所有，期
待着早春的一声惊雷，期待着大地释放出生命的异彩与光辉。

一
中华齐唱日月最棒，农民吟诗声儿亮。
赞国策写家常，一枝独秀论国强。
人老志气昂，明思夜想写文章。
典雅通俗供君赏，归根结底感谢党。

二
三月桃花满山香，农民夫妇种田忙。
苦为地施，田为人赏。
一年辛苦不冤枉，丰收喜心上。

三
春风到，农民忙，整天耕耘在田头。
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今年丰收买楼房，帮儿帮女心欢畅。

不计回报忙生产，现在付出老来享。

四
身为庄稼人，爱唱丰收韵。

古调新诗人心欢，我想吟一番。

雨露三时顺，丰收有保证。

大囤圪尖小囤满，农民心欢喜。

岁末足食又丰衣，凯歌遍地传。

五
桃花香秀，民风淳厚。

早牵牛，晚消忧。

丰收农民心底厚，开心种下丰收豆。

真善美，传地久。

粮要有，诗指路，依靠科技保你富。

散曲五首·农家颂
郭思清

走进陕北的窑洞，家家都有一
口或大或小的铁锅。精致的方方
灶台上镶嵌着一口黑黝黝的铁锅，
锅上盖着擦得锃亮的锅盖，灶台一
头连着炕。这是陕北每户温情人
家最平凡的布置。

家家户户，祖祖辈辈，陕北人
在这口大锅里，蒸煮着全家人的口
粮，蒸煮着全家人的日月。陕北人
爱吃蒸食，陕北女人最擅长的也是
蒸食。

不管是蒸糕、蒸黄米馍馍，还是
从巧妇手里团转出的白花花的馒
头。大家一切都喜欢用蒸，不管是
红白喜事上的蒸八碗，还是年关腊
月里的蒸枣山山、蒸蛇盘兔兔。就
是每个平凡的早晨，普通老百姓最
爱吃的也是蒸擦擦，或是蒸黑楞楞，用土豆
和面粉的完美结合，来喂养陕北人的胃。
小时候，最期待的是揭开锅，在逐渐散开的
蒸气下，可以看见“开了花”的白馒头、洋芋
擦擦，最惊喜的是旁边的白瓷碗里放着半
碗冒着油花的猪肉片。猪肉是蒸前切成
片，撒上葱花、盐、花椒面，浇上少许酱油一
块蒸，这样的早饭就是最完美的。肉香伴
着软糯的洋芋，吃起来就是踏实。

蒸伴随着陕北人的春夏秋冬，伴随在
陕北人的日日月月当中。

第一场春雨后，光秃秃的黄土高坡上
几乎看不到一点绿意，但窑洞的大锅里却
有了由地软、豆芽、土豆泥做成馅的地软包
子，人们把第一缕春光精心蒸熟，唤醒了沉
睡一冬的身体。清明节，一群群栩栩如生
的面燕燕在大锅里活蹦乱跳，这一定是春
风的呼唤。面燕燕通过大锅的“孵化”，成
为春天的使者，为陕北人带来了希望。

当院子里大槐树上的槐花颤悠悠晃
人眼的时候，大锅里飘出的必定是蒸槐花
的香气，远远地飘在村庄的上空，与槐花
的香气萦绕缠结，惹得放学回家的孩儿远
远就开始吞口水了。当院子里大枣树上
的喜鹊叽叽喳喳欢叫的时候，大锅里一定
忙活着黄萝卜肉馅的大包子，迎接远道而
来的贵客。

夏天，菜园里的西红柿像一个
个小红灯笼，成熟了一时吃不完。
人们就把西红柿剥皮、捣碎，装在玻
璃瓶里，密封放在大锅里蒸，把夏天
储存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回
味。秋天，当山坡上的红枣、梨子一
嘟噜一嘟噜挤满枝头的时候，老人和
小儿也嘴馋了，可生吃又害怕消化不
了。不当紧，在蒸馒头的时候抓一把
红枣，丢一两颗梨果，老人和小儿就
可以坐在炕头剥去熟红枣的外衣，把
绵绵软软的果肉填进嘴里，再把甜得
冒蜜的梨子送给味蕾。

蒸，最当紧的是火候。人们把
需要蒸的食材细心准备好，放进锅
后，一定要紧火烧，锅底的硬柴烧得
噼里啪啦响，旺旺的火舌舔着锅底，

映亮了女人的脸。当锅里的水咕噜咕噜
开始翻腾时，蒸气便迫不及待地钻出了锅
盖向上升腾，不一会儿工夫，每家每户的窑
洞里就笼罩在一片氤氲之中。这时，老人
已经坐在上上桌，孩子已经拿着碗筷等不
及了，“受苦人”也已经洗净尘土，就等女人
揭开锅盖，揭开这蒸蒸日上的好日月！

其实，做事和蒸食不是一样的道理
吗？每件事情做之前，我们总会细心地准
备好前提工作，然后一定是一鼓作气“紧
火烧”，最后才用慢火一气一气“蒸熟”，这
紧火候的心劲、慢火候的韧劲，只因老人
说过的一句老话：“一直用紧火做出的饭
容易夹生啊”，况且那慢火候不也是“慢工
出细活”的道理吗？

蒸着食，做着事，斗转星移……
锅里蒸着，院落里牙牙学语的小孩走

出了大山！
锅里蒸着，炕桌旁盘腿坐上了新媳妇！
锅里蒸着，老人的灵柩在戚戚然中扶

上了山！
锅里蒸着，远归的游子就有了回家的

方向！
锅里蒸着，大火烧小火烧的薪火就不

会断！
锅里蒸着，陕北人做事的劲头就不会减！
锅里蒸着，好日子还会远吗？

冬之恋
王炜

蒸
出
的
日
月

宋
红
红

只需一阵东吹的风
唤醒细雨，摘下严肃一冬的表情
打马而过，星星点点的心事
撒落在前往花园的路上
被马蹄踩碎在雪里，遍地斑驳
是谁，脱下沉重的蓑笠
心情依旧凝重，脚步
始终走不出冬天的寂寞
抬头望望，桃花一朵
妩媚招展，在谁家的柴扉之前
这一刻，你叫出伊人
名字，那些嫩生生的往事
冬日疯长撕裂的痛楚

随风而逝，在青山的背影里疗伤
冬天有雪 负荷的心事
独自撑伞出门 检阅到的
清瘦不过一首诗的感觉
春天，谁都不是谁的过客
打马从冬天而过，潇洒不过
一个牧童姗姗而来
牛背上驮着笛声和谣歌
千百年后，肆意飘飞的思绪
被来往熙攘的过客采撷
思念的种子，植培在唐诗的土壤里
不断开花结果，生生不息的
只是春天，浅浅的韵脚

打马从冬天走过
任崇喜

挂红灯（国画） 白非

春节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