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的沉思
苏童

冬天不下一场雪! 就像女人不生

孩子一样!总觉得少点什么" 因此!一

入冬!我便急切地盼望着雪的到来!似

乎只有雪才能实实在在地证明冬天的

存在"

说实话!我很怕冬天"因为我一向

畏惧寒冷! 冬天无论穿多少衣服总觉

得手脚还是冰凉冰凉的" 但不管我怕

不怕冬天! 冬天总是要来的" 冬天来

时! 我便以抑制不住的企盼心情等待

着雪的降临"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下雪了" 今

冬的第一场雪是在晚间下的" 在单位

忙完材料的我!刚走出办公楼大门!不

禁惊呼一声#下雪了$ 雪!细碎地在空

中飞舞!像一个个冲向终点的小精灵!

急急切切地奔到地上%房屋上"看着室

外争先恐后飞舞着的雪花儿! 恨不得

自己也化作一片晶亮的雪花在空中随

意翻飞"

四季轮回!春天有草!夏天有花!

秋天有果实!冬天没有花草果实!只有

收割后的空旷和寂静" 于是!雪来了!

雪打破了冬的沉寂! 像小孩子化解人

们的百无聊赖!让生活变得热闹纷繁"

我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有生命" 记

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 &雪孩子'!

我更相信雪是有情感的生命( 当它融

化时!它也会有依恋!有不舍) 我始终

记得雪孩子在太阳下流泪的样子"

太阳出来时! 雪无声地一点点地

融化" 雪是伴着诗情来的! 因为有了

它!严冬也就有了一些柔情" 雪走时!

也无声无息!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孩子!

不肯惊扰人世间繁忙的众生" 在一个

寒冷干燥的日子!你会忽然发现!雪不

知什么时候已经化没了! 心里便会盼

着再下一场雪"

做人辛苦时!就想做一片雪!现在

反倒觉得做雪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

雪填补了冬天的空白!来时无声无息!

走时也从从容容"

!"#$年第一场雪
李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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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更

晚些" 气象专家总是可以找出太多的

理由!解释雪来得晚的原因"我们寻常

人!只是在暖冬的日子里!偷眼打量一

下灰蒙蒙的天空!默念着!雪!该下了

吧*

盼望着!盼望着!雪!如同姗姗来

迟的新娘!在人们望眼欲穿之际!翩然

来临* 轻盈的!洁白的!如春天一个微

笑!吹开万树的花朵!如同谁打开一瓶

微醺的酒! 只稍稍一开启! 就醉了世

人* 我仰着脸!任雪花轻吻我的脸庞!

心儿似乎与雪花一起飞翔在天地间*

这样的季节! 适合和心爱的人一

起走走)晚饭后!我和爱人一起出去散

步) 手中的音乐盒! 播放着动听的曲

子) 爱人笑问!你该放一曲雪中情* 这

是真正的雪中情!何需别的来添彩+迷

离的夜色中!雪花的姿态是那么曼妙*

轻轻落在路旁的汽车上!树木上!也落

在我们身上) 不多时!我们的头发上!

衣服上!都落满了细碎的雪!成了真正

的雪人) 刹那间!我通体透明!似乎

沉浸在雪的世界,,,

还记得! 故乡的小路上! 大雪覆

盖!天地一片白茫茫) 十来岁的我!不

顾风雪交加! 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学校

走去) 北风呼啸!雪花肆虐!不时迷住

我的双眼!而我一心向学!依然坚定地

走下去! 身后是那一串串深深浅浅歪

歪斜斜的脚印-.

还记得!十六岁的我!和哥姐们一

起踏雪赏梅!在邻家院子里!立在一棵

怒放的腊梅前!巧笑嫣然!相册里定格

我当年的纯真笑颜..

只是一转眼!时间已飘若羽毛!消

失在苍茫的雪中*一切都已走远!一切

都未走远*往日已化作记忆!沉淀在心

底!会在某个时刻!温柔地唤起) 或者

以梦的形式!存在我们的意识里)昨日

梦里!我就梦到老同学!笑容依然那么

亲切) 醒来!思念不可遏制) 我要找到

她们*我翻找着手机储存的手机号码!

一个个依次拨过去)说来惭愧!我们是

忙吗+ 这么久都疏于联系) 可我知道!

我从未忘记*

散步归来! 我再次拨打同学的电

话) 这次!终于打通一个同学的电话)

电话两端!我们开心地说着!笑着!似

乎回到从前)窗外!雪飞扬*是啊!在这

个飘雪的时候!亲爱的同学!我在想念

着你们*

寻常的日子里! 我们忙于生活!似

乎忽略了那些诗意和美好)而美好永远

存在)人们!为何对雪如此喜爱+因为它

的纯洁!美好!永远是人类心中的圣境!

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 人间情意!那种

至纯至美至善!唯有雪可以媲美*

雪!依然在飘) 年年雪飘雪相似!

不是当年那场雪)在时光里走着!岁月

沧桑!人间变换!不由多了几分感慨*

雪!下着!很快覆盖世界!世界一片洁

白!也落在我们心里!永留一份洁白*

与雪邂逅
陈文

这个冬天格外暖和! 也格外让人

烦躁)入冬以来!一直艳阳高照!没有一

场大雨!更没有一场雪) 马路边的梧桐

树上偶尔还可以看见若干憔悴的绿叶!

在风中摇摆!是在渴望春的莅临!还是

惜别暮年晚景+

我想着这个冬天会一直延续秋的

萧瑟! 我也想那几片憔悴的绿叶能像

母亲头上的花发!返老还童般绿起来)

而生命在时间的流逝里! 是那样不可

阻挡地老去) 梧桐树上的叶子日渐稀

疏了!苍老的树干显得干涩而单薄!郁

郁葱葱的繁华随风而去) 四十不惑!我

郁郁葱葱的青春也日渐斑驳! 不可阻

挡地随风而去)

于是! 我迫不及待地渴望一场雪

的到来! 渴望一场雪掩盖住秋的萧瑟!

掩盖住心的空洞)

这个夜晚!雪真的如期而至) 纷纷

扬扬的雪花在暮色里飞舞!就像远游的

孩子热切地扑入大地的怀抱!尽情地拥

抱久违的母亲)我看见干涸的大地湿润

了!是孩子的泪+ 还是母亲的泪+

我想起了曾经的远游! 我想起了

曾经远游时母亲寄来的寒衣!在北国寒

冷的冬天!我一身母亲的温暖) 雪花纷

纷扬扬!纷纷扬扬的雪花和纷纷扬扬的

往事落在心里!也湿润了我的心绪)

在窗前!看着飞扬的雪花!万家灯

火!我掏出手机给母亲打给电话) 电话

刚接通!母亲就说!儿啊!下雪了!要注

意保暖!明天上班!路上要注意安全)几

片雪花穿过窗飘落到脸上!我眼里湿润

润的感觉)我说!妈!您和爸也要注意保

暖!外面路滑!出门要小心一点!我明天

过去看您)

雪!是冬的精灵!只有在寒冷里!才

知道温暖的感觉)

春夏秋冬!岁有四季!苦辣酸甜!情

有炎凉)春花秋月夏荷冬雪!不管荣华!

不管萧瑟!常怀一份美好!四季里都有

铭心的风景) 天真年少年富苍老!不管

成败!不管得失!常怀一份感恩!生命里

都有刻骨的情怀)

雪纷纷扬扬!一会儿白了树木!一

会儿白了楼房!也白了田野!白了我久

远的村庄) 万家灯火!我在这温暖有空

调的楼房!有谁还在冰冷的马路流浪+

雪下的纷纷扬扬! 而我却又有些悲

伤!如果这温暖没有落在每个人的心上!

我宁愿不要这雪!也要多一片阳光*

一场雪的到来!外一首"

!

卞彬

大风过后

一场雪趁着夜色

悄然抵达

天气预报指定的地方

纷纷扬扬

田野 村庄 树木

被迅速占领

乡下的夜是那样的静

一两声狗吠

打开归人回家的路

一场雪的到来

覆盖了人们久违的渴盼

在许多人心里

那地上铺的

厚厚的一层

不是雪

而是纯洁而美好的希望

"

雪天的冷

一场雪的到来

给漫长的暖冬

画上了句号

需穿很厚的衣服

才能抵御

这冰凉的冷

没有外出的人们

躲在屋里

试图用炉火

温暖这个季节

我什么也不做

只是静静地望着

窗外飞舞的雪花

对你的思念

让这个冬天的冷

离我很远

冬雪!外一首"

!

王伟

进入冬天

我一直都在期待

聆听雪花飘落的声音

仰望灰色的天空

渴望一场纯洁的邂逅

这来自世外的花朵

会以怎样的姿态

将爱情表白

我坐在屋檐下

坐在一片寂静中

看漫天缤纷的思绪

优雅地舞蹈

如抒情童话般的雪花

氤氲着神奇和幻想

此时此刻

我心中开始孕育

一个美丽的梦

"

梅花

选择了冬天

你就要忍受孤独

在寒风里 在冰雪中

孤寂的梅花铁骨铮铮

你用忠贞凝成的朵朵血红

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

向季节昭示着倔强不屈

你傲视寒冬的笑靥

像一团火焰 一腔热血

呈现你旷世的绝艳

你不惧严寒

默默地完成报春的使命

你是卓然挺立的奇葩

你是风雪中绽开的生命

你美丽的身影

你脱俗的品行

深深地吸引着文人

有多少画家为你着迷

有多少诗人为你痴狂

那缕浮动的暗香

穿越宋元 穿越明清

氤氲着文人的情怀

寄托一种精神

传承一种文化

浣溪沙!今年的雪!外一首"

!

王雪奇

千呼万唤飘飘来! 高楼更高车

变白" 沃野麦田雪皑皑"

不是瑞雪不早来! 唯恐腊梅没

有开" 瑞雪兆丰羊开泰"

"

雪夜顽童

小城雪夜一片白!

顽童乐的喊大伯"

小手冻得凉如冰!

手拿小铲雪地拍"

眠雪!组诗"

!

徐桂荣

"

雪一直在下

我走到哪里!雪就飘到哪里

我走到哪里!雪就追到哪里

雪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

我越来越虚无!越来越轻

雪一直在下!一直在下

熙熙攘攘的白色!无止无境

这是一个人的道路

一个人的围城

一个人!绵绵不绝地白着

没有止境

"

雪不停地下

一切都无法安静

一切又都悄然无声

所有的树木!皆以诗歌的名义

化作梨树" 所有的梨树

皆在恍惚而强大的白里

瞬间堕入花期

我从一树一树的繁花中

逶迤而过

我是万丛白里的一点红

"

今夜我睡得很踏实

有雪在窗外飘落

有雪!一片落在另一片上

一层落在另一层上

加固着!延伸着!垫高着

这世界的白

有雪落在我的梦里

我的眼睫!舌尖!四肢

毛茸茸的

凉甜!温暖!洁净

将我缠绕!包裹!覆盖

此时!我是初生的婴儿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此时!奶奶轻轻抱着我

轻轻地拍着我

说睡吧睡吧我的宝贝

"

他们总是先于我

他们总是先于我

在雪地里留下自己的印痕

麻雀!喜鹊!斑鸠

小狗!小猫

以及不知姓名不明来路的夜行人

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脚印

叠加在他们的印痕上

并终于明白!印痕印下的

不只是各自的行迹!还有重量

叠加的越多!就越沉重!繁杂!紊乱

一痕一痕凹下去!越来越深地凹下去

低于雪!低于泥泞

低于冬日这薄薄的寂静

"

这一场雪

我相信!窗外的这一场雪

就是瑞雪!是应着#瑞雪兆丰年$

这句俗语而来的

很快就是春节了

是乡下真正意义上的新年

年迈的父母备齐了年货

等着我们回家

这一场雪!在此时飘飘而下

用浩大洁净的白

将街道!房舍!树木!麦田

装点一遍!清洗一遍

并且

下得不多也不少!恰恰好

在空气潮润%干旱缓解时

停了下来

回家的路!在雪后飘渺的白里

敞开着!延伸着

从脚下一直到妈妈揉着眼睛

望了又望的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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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卡记忆
焦辉

每当想起我第一次送贺卡的情

景! 就感觉很好笑)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 教师节前

夕! 我想送给教语文的安老师一张贺

卡) 选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风景卡!

在背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上# 祝安

老师节日快乐* 连署名和日期也不知

道写) 上午就打算送出去! 但看见安

老师心里又忐忑起来! 万一老师不喜

欢怎么办+ 万一她不要怎么办+ 一直

到下午放学! 我也没敢把贺卡从书包

里拿出来) 放学后! 我鼓起勇气等在

大门口 ! 看见安老师骑着自行车出

来! 我几步跑到她面前) 安老师吓了

一跳 ! 我拿出贺卡扔进自行车前篮

里! 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跑了) 一路

上心里还紧张得怦怦直跳)

第二天上学! 我竟然不敢看安老

师 ) 下课后 ! 安老师把我喊到办公

室! 笑着递给我一张贺卡! 说# /谢

谢焦辉同学! 祝你学习进步)0 我万

没想到安老师回赠我贺卡! 心里很感

动! 连句谢谢也忘了说! 拿着贺卡转

身跑回了教室)

没过几年! 贺卡流行起来) 同学

朋友间过生日都要送贺卡 ! 表达祝

福! 后来! 到了节日也会互送贺卡!

表达欢乐和情谊) 有时候贺卡还能消

除误会 ! 化解矛盾呢 ) 初中二年级

时! 我和同桌雷因为一件小事闹得很

不愉快! 他和其他同学换了座位! 我

们谁也不理谁了 ) 以前我俩是铁哥

们! 一起度过很多欢乐的时光! 我很

后悔! 想和解! 但因为面子! 不愿意

先找雷说话)

中秋节到了! 同学们又开始互赠

贺卡了!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挑选

了一张象征友谊的 /小虎队0 贺卡!

因为雷长得像小虎队里的苏有朋) 我

在卡片后面写# 雷你好! 中秋佳节话

团圆! 愿我们的友谊也能花好月圆)

辉 ) 我把贺卡偷放进雷的语文课本

里) 放学我整理书包! 发现了一张海

上明月风景卡! 上面写着# 辉你好!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愿我们的

友谊地久天长) 中秋快乐* 雷) 我抬

头! 雷正看着我! 我们相视而笑)

有一年父亲过生日! 我买了一张

贺卡送给父亲! 画面上是阳光下的向

日葵) 我写上# 祝福父亲福如东海寿

比南山 * 儿子 ) 父亲接过贺卡说 #

/这孩子 ! 就会弄这些幺蛾子 )0 说

完! 漫不经心地放桌上了) 夜里! 我

看见父亲拿着贺卡! 坐在灯光下一遍

遍地翻来覆去看! 脸上满是幸福的微

笑)

如今已经不流行送贺卡了! 但往

昔那一张张精美的贺卡在记忆里时常

浮现! 温暖的祝福和深切的情谊在流

年里闪耀着幸福的光芒)

金月全 摄

金月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