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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哈气成霜。新年前的傍
晚，飘着清雪，路灯昏暗，车行缓慢，冷是从空气直达
内心的冷，饿是从胃到心的空落。先生提议，不然，我
们去吃顿火锅吧。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比火锅更贴
切的话题呢。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到火锅店里郑重其事地吃顿
火锅了。

原本是一家还算熟悉的店，不知道是换了老板还
是换了装修，如今走进来竟有几分不知道先迈左脚还
是右脚的陌生。我们试图找一处适合两个人的餐位
坐下来，我和先生都努力做出兴致勃勃的样子，“点

菜，多点些。”“要鸳鸯锅底吧，羊肉一盘，青菜一盘，大
虾两只，乌鱼两只……”我捧着菜单，少有的不计较价
格，力求编排一顿丰盛一些、再丰盛一些的火锅盛宴，
配得上我们久违的好兴致，以此调和这周末从内到外
的清冷。

餐桌大了点，锅也大了点，菜也不能再多了，不管
锅底的炭火再怎么旺盛，不管如何微笑寻找话题营造
气氛，两个人的火锅说到底还是肃静了点。

锅底红汤翻滚，清汤荡漾，一时，竟十分想念那些
友朋相伴、满屋子热气腾腾、大家把一顿火锅吃得热
火朝天的情景。

火锅店曾经一度是我待客的首选之地。
我最感到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曾经带着孩子们和

农闲时节来到我家的哥哥一起去火锅店下馆子。那
时儿子刚上小学，偶尔还会撒娇爬上大舅的后背，我
会邀请在这城市里或读书或做工的孩子们，他们是我
在这城市里血脉相连为数不多的几位亲人，他们从城
市的不同方向赶到我家附近那家没有什么名气的火
锅店，大家都会因为能一起去吃一顿火锅莫名有些兴
奋。

红的肉，绿的菜，横七竖八层层叠叠，摆满了整个
桌子，每个人面前都是一个热浪翻滚的小火锅，每个
人的眼里都是热切的关爱。侄女外甥女们任由脸上
妆粉散乱，在火锅的雾气中使劲眨着大眼睛，任由不
小心溢出眼角的泪和额头的汗一起滴在火锅里。表
兄弟们难得脱下白衬衫松开领带，火锅的热烈遮挡了
他们过早生出来的皱纹和白发，和火锅一样热烈翻腾
的是爽朗的笑声而不是心里的叹息。和那一盘又一
盘的羊肉青菜融合在一起的，是大家好久不见积攒多
时的话题。偶遇了一些天上掉馅饼般的幸运，放在这
火锅里似乎让所有的人都尝到了幸福的滋味，正在行
进中的窘境在这火锅里涮了一遭，好像也就变得无足
轻重了。催婚催嫁催生，好像平日里酝酿的没有机会
说出来的期望此刻都一筷子甩在了这无可不涮的火
锅里。

每年冬天都会有这样一顿火锅，在孩子们在这城
市奔走的时光里，在我和哥哥都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
里，持续了很多年。孩子们在疲惫的忙碌中，忽有惊
喜相聚在各种味道氤氲环绕的火锅店里。一顿火锅
不足以天天饱腹让每个日子都温暖，一顿火锅发酵的
亲情却会风雨无阻地拥抱他们，陪他们疗愈那些一路
走下来磕磕碰碰的伤口直到灿烂如最初的绽放。

时光匆匆，步履不停，再温暖的火锅也还是停滞在
了时光深处。几次搬家，我已经离从前的那处火锅店有
了很远的距离，某天路过，远远望过去，那里已经不见火
锅店的踪影。孩子们都已长大远走他乡，表兄弟们散落
城市各处。哥哥偶尔还会来这城里，年过花甲却好像已

经不记得那些吃火锅的时光了。
我曾经因为喜欢火锅而真诚地喜欢过那些在单

位加班的时光。
那是一段年轻忙碌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光，和

那段时光相伴的是一群年轻忙碌而又阳光灿烂的同
事。每每开始加班的时候，自家长姐般的女领导就会
笑呵呵站在办公室门口，早点完成工作，晚上我请大
家吃火锅哦。

单位旁边的火锅店被我们戏称为午夜食堂。到
了晚上，火锅店霓虹灯闪烁，钢琴曲《回家》舒缓婉转，
火锅配料的麻辣鲜香从窗外飘进办公室。我们这些
会计心无旁骛，敲打着一串又一串的数字，把枯燥的
报表做得风生水起。许是工作娴熟，许是火锅激励够
足，当我们伴着夜色终于坐在火锅店的饭桌上时，这
些会计都一改平日的沉闷，精神振奋笑靥如花，把工
作的疲惫和团队作战的信念都融进了这顿火锅里。

是的，那些在办公室里因为业务争论得面红耳赤
的同事，此刻就在这一大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火锅
里相谈甚欢。只要有一句话作为开头，后边的下一句
就有无数种可能，会计的冷幽默完全超过你的想象
力。如果不是坐在火锅店里，你永远不知道身边的会
计有多么幽默，如果不是坐在火锅店里，你永远不知
道会计的幽默多么需要火锅这样的催化剂。

有多少加班的忙碌，就有多少火锅店的故事。我
并不是多么热爱工作，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吃火锅，我
只是特别想念在养家糊口的辛苦工作中所荡漾的愉
悦而又阳光的气氛，想念那位埋单的长姐，想念那几
位即便讲出来最可笑的笑话自己也不会笑的同事。
在那些和火锅有关的日子里，那气氛滋养了年轻的
我，令我在此后的余生始终宽厚始终饱含着对生活的
热爱和幸福感。

坐在这寂寞的火锅前，我和先生都在盘点那些和
火锅有关的时光，想念那些让我们置身温暖置身烟熏
火燎的生活中的那些亲人，那些朋友，历经岁月洗礼，
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润泽得像一颗又一颗珍珠，串起
我们生命的点滴过往。

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在被疫情扰乱的生活中，不
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某个城市寂寞地吃着火锅，不知
道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想念那些和火锅有关的时光。

那些和 有关的日子
□徐亚娟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天天，倏忽间，又是新春换
旧年。站在新年的门口回首，那些人、那些事，让人
感慨万端。

昨天，家族微信群里，侄儿发出报喜信息，说添
了新丁，是一个八斤重的男孩。一个月前，侄儿的
爷爷——我的伯父撒手人间。伯父精神矍铄，有一
把好手劲，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他捏得嗷嗷
叫。伯父的生命终结于一次意外事故——他在山
坡上砍柴，不慎滑下山坡……伯父没能看到重孙的
诞生。

突然的逝去与静静的新生，家族微信群的氛围
混杂了悲戚与喜悦。我想起宗璞《紫藤萝瀑布》里
的那句话——“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们能做
的，大概只能像宗璞一样，让时光渐渐消解失去的
悲哀，然后，以期待的目光迎接新的到来。

几个兄弟中，我年龄稍小，几个堂哥嫂打趣我，
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
铁环、玩泥巴的弟娃儿，一下子就“升了级，当了爷
爷”。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人到中年”四个
字的分量。在家，父母已老，子未成年；在单位，上
有领导，下带新人，中年人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
的重担。

岳父病逝后，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
间。嫌弃城里住不惯，岳母坚持回了乡下老宅。这
一次，老毛病又找上了她，且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
地步。手术不算大，但动刀的事，总让人揪心。妻
弟请到假，上周三动手术，我和妻愣是直到周六才

抽出空来赶回老家的县人民医院。“回来啦，看把你
们累得……”躺在病床上的岳母微笑着看着我们。
我们的泪禁不住往外冒——岳母理解我们请假不
容易，她的宽慰，却让我们更为愧疚不安。一头是
教室里睁大求知眼睛的学生，一头是病床上望眼欲
穿的岳母。生活中，还有多少人与我一样两难！

遥忆2020年初的好长一段时间，疫情让我不能
去学校上班。上网课之余，我把时间投入到自己钟
爱的文学世界。那一年，我以自己上网课为素材创
作的作品发表于国家级纯文学期刊，并被多家报刊
转载。真实生活的记录，让人们看到一位普通教育
工作者在教育战线上的抗疫行动。之后的2021年，
我“摆渡”自己，也“摆渡”学生。我乐于把自己的小
文与学生们分享。学生们对老师的作品表示出极
大兴趣。在我身先士卒的引领下，有几个孩子走上
了文学创作之路。我把孩子们的作品打磨后投给
报刊，偶尔刊发一次，孩子们欢呼雀跃。我和孩子
们都在文学中找到了快乐。

站在2022年的门口回首，一些亲人，一些往事，
一份责任，一种情怀让人牵挂感怀。未来正在来的
路上，畅想2022年，我愿岳母不再承受伤病的折磨，
我愿家族的新生命茁壮成长，我愿和孩子们在文学
创作的路上共同进步，我愿偶尔冒出的疫情阴霾彻
底消散……

办公室外，银杏树早已只剩光秃秃的枝干。但
我知道，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他们。无论悲戚或喜
悦，我们总要振奋起来，跨进新的一年。

站在新年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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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火

琳琅烟云都落在萝卜灯的油捻上
腊月的火镰握在母亲手中
当她听见我飘浮的气息
就擦亮了巷弄

擦亮的，还有乡村的清早
一碗泡发好的面引
摆在灶膛的锅沿上
来我家躲春的女子，捏出面鱼
叨叨念着，上天言好事的神仙
我知道
三月之后，就要叫她嫂子了

母亲终于不再丈量和我的距离
掀开印花门帘
就能递来刚出油锅的酥肉丸
而通常
我还会再要一碗宠溺的疙瘩汤

就这样，光阴徐徐
慢慢迷失在一户人家的筷柱上
像轧糖，那么粘

归家

蛉虫是怎样爬上耳朵
吱吱笑声穿透了冬夜
我不能安睡在海水边的长廊上
不是一块棉田

从滨海到尼山，酒肆搬上火车
瓶子里装不下了陌生人
地域上，我们互相模仿
都像熟悉的马匹，温习着家乡
只有列车才需要一个个站口
我只等待腊梅相映的北方

怕我酣睡的时候就睡过了票根
站在冬枣林的祖母啊
一遍遍打落迎春的浆果

年味儿（外一首）

□孟萌

我在建新村生活、劳动十几天，直到立冬日那天的
晚上下起今冬第一场雪，这个村里才稍微有些平静。

邻居付哥右脚有残疾，平时离不开辅助他的拐
杖。这拐杖是铝合金材料制作的，不生锈，结实耐用，
关键还比较轻。立冬之前的两三天，付哥和付嫂两个
人借用女儿家的牛车去山边拉些柴禾，回来时发现拐
杖没有了。什么时候丢掉的也不知道。

我说：“我帮你去找找吧？”
付哥说：“不用，我的拐丢不了。”
果不其然，傍晚时，有个拉玉米秸秆的拖拉机在

付哥家门前停下，司机也不看付哥家里有没有人在，
直接把拐杖放到付哥家的门边。接着，拖拉机就开走
了，高高的玉米秸秆垛随着拖拉机的声响向前移动
着。我没有看到司机的正脸，其实，即使是看到正脸，
也不太可能认识。我为此事受到些感动。由于有高
高的玉米秸秆遮挡，我没有看到司机的样子，也不需
要证明这拐杖是谁捡到的，又是谁送来的。

有一次，我妻子在做鱼汤，没有香菜，想去付哥家
要几棵。付嫂说咱园子里也没有了。这时，正在付哥
家喝水聊天的张老伯说：“我家园子里有，我去拔给
你。”

几分钟之后，张老伯居然拿过来一捆香菜，说：
“吃吧，这玩意短时间坏不了。”

我向张老伯道谢后，接过这沉甸甸的情意。
最近几天，村里的人特别忙，都在忙着秋收。与

其说是秋收，不如说是抢收。因为天气预报说立冬日
那天有雪，或者雨夹雪。村民们更是在自觉地加紧抢
收，他们深知庄稼被雨雪盖住意味着什么。收粮食
的，收蔬菜的，收完粮食收秸秆的，家家都在忙着。养
牛的人家把收回来的玉米秸秆垛起来，留到冬天加工
一下做喂牛的饲料。没养牛的人家，可以拉到家里当
柴草用。

我的车停放在街道边上，常常被开拖拉机的人
喊：“挪一下吧，刮到车上会有印的。”我很感谢，其实
他们完全可以开过去，只是拖拉机拉的玉米秸秆过长
过高，一旦刮到车上，肯定会有痕迹的。我赶紧挪车，
让他们过去。

后来发现，这样拉秸秆的拖拉机，每天会有无数
次经过，我干脆把车停在供销社门前的空场上，自己
多走几步路也没什么，这样，街道上就顺畅得多。

又有一回，我想把一口大号水缸用我的车拉走，
准备腌制酸菜使用。正当我往车上装时，一辆装有玉
米秸秆的拖拉机开过来。由于大水缸比较重，我一个
人即使能装到车上，也要费很大的力气，而且还不能
磕到硬地上。这样，我只好先把大水缸扭到大门旁，
想把我的车先挪开，让人家拖拉机先过去，然后我再
开车过来装缸。

那个开拖拉机的村民看见我停止装缸给他让道，
他居然走过来说：“先别挪，我帮你装到车上吧！”说
着，就动手帮我抬缸。说是帮我抬缸，还不如说是帮
我搬缸。因为我还没使上多大的劲儿，大水缸已经放
到车上了。他叫狗夺，他的家距离我的住处有百十米
远。他家的前院堆放着像小山一样的剥好的玉米棒
子，金灿灿的。玉米秸秆也被他们夫妻一车一车地拉
回来，在庭院的后面垛起来，准备加工后作为冬天时
喂牛的饲料。他家的牛棚也建得像房子似的，挺长的
一溜，棚里面有大大小小十七八头黄牛。他告诉我：

“今年除了收获的粮食，还能卖掉五六头黄牛，一头牛
能卖到两万元左右。”

他的媳妇看见我与她丈夫在唠嗑，也和我客气地
打招呼。她有 40岁左右，扎着老式的头巾，脸上、头
巾上、衣服上沾了一些草叶和灰尘。我问道：“你也能
装车？”

“能啊！”她答道，“我们村里家家都是这样干的，
掌柜的在车上码垛，媳妇一捆一捆地往上举。”

我没好意思询问他家的年收入情况，看到他家的
庭院里又有一台新的拖拉机时，问道：“这是刚买的？”

他自豪地说：“是，今年新添置的，花五六万呢！”
我为他点赞。他家新拖拉机方向盘上系着的那

个鲜艳的红布条，我感觉是那样的喜庆。从玉米秸秆
绑垛习惯上看，我可以确定，那天帮付哥捡回拐杖，又
送到门口不留声响的那个人，就是他。

把勤劳和善良融为一体，把快乐和富足写在脸
上，这就是我的农民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