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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霜寒时节，那散落在城乡
各处的羊肉馆里飘逸出的羊香味，令人
生发莼鲈之思。

羊肉馆一般小巧逼仄，除了数张油
腻腻的桌椅外，通常还会在门口桌台上
摆一个玻璃橱窗，里面各个部位的熟羊
肉一应俱全，只是一色白切。边上，则
是羊肉馆的招牌性物事。一个深色杉
木桶，醒目地坐在大号铁锅上，里面装
着满桶热气腾腾的羊汤，诱惑着络绎不
绝的顾客。

一如水乡人纯真温婉的性格，本地

的羊馔，并没有北方那么
多花样，却力求凸显“本
真”两字。羊肉馆的主打
吃食仅三样，即羊汤、羊
肉和羊糕。

几片羊肝、数条羊肚
和羊头肉，再加上些许羊
血，用沸腾白汤，高冲入
碗，略烫后滗掉，再舀一
勺羊汤注入碗中，再滗，

如此三次后，羊肉馆里的肉香，已是绕
梁不去……店家通常还会在浮有点点
羊脂的汤面上撒以大把碧绿的蒜叶，滚
烫地端上桌来。这样一碗羊汤，单是闻
着、看着便是一份愉悦的享受。

霜天清寒，饥肠辘辘，披衣出门，掩
进小店，招手要一碗鲜美润热的羊汤。
不用筷，也不用勺，只用两手捧碗，一口
接一口地缓缓嘬下后，顿觉神清气爽，
周身每一个角落都暖和到了，便觉日子
清新如年画。吸溜吸溜地喝羊汤，咯吱

咯吱地嚼骨头，声音甜美如小夜曲。
羊肉馆的羊肉是白切羊肉，烧法上

颇为独特。与家庭烹羊不同，羊肉馆煮
羊不以去膻为第一要务。烧时并不加
葱姜等调料，尤其葱，非但会串味还可
致汤浊，最是忌之。“煮”是制作过程中
至为关键的一环，需武火、文火交替着
煮，而火候又是重中之重：火过大，骨肉
容易分离，羊肉会溶进汤水中；火太小，
某些部位就煮不熟。功夫全在掌握那
个稍纵即逝的最佳均衡点。

白切羊肉最宜当酒肴，蘸酱吃极
香。由于在烧制过程中，不沾铁器，烧
焖结合，因此咀嚼间，无丝毫膻味，只有
一种幽谷般的袭人馨香溢满口腔。最
妙处在于羊肉的质感有时酥若鹅肝，却
又有丝丝缕缕的疏落感。各呈味觉又
都具极强的辨识度，精炼地概括了羊之
美味。

羊糕，是羊肉与羊汤的凝结物，或
可称之为“山羊的肉皮冻”。将拆骨带

皮的羊腿肉祛除血水后，在木桶内熬煮
至肉酥汤浓后，倒入特制的方形铁盒
内，于足够寒冷的室温下冰冻一夜，翌
日就凝结成羊糕。

制成的羊糕洁白晶莹，常有店家
故意将其剖面放在玻璃橱窗中最醒目
位置，以便让客人看见隐藏在中间的
肉和筋，以示羊糕质量并借此招徕生
意。

羊糕的滋味堪称独特，细腻却不
稀烂。虽由长时间熬煮的羊汤冻结而
成，但又不同于冷冻的白切羊肉。老
吃客们都知道，羊糕的醍醐味，来自于
那层羊汤凝结成的凝冻脂膏，柔滑冷
冽与香酥入骨相掩映，羊肉之鲜俱浓
缩于此。蘸上酱麻油或甜面酱，以酱
味滋润一下略显寡淡的本味，悠长滋
味间，苏南羊肉特有的糯绵风韵，已尽
显其中了。

羊汤慰霜天，喝着滚烫的羊肉汤，
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传遍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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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故园乡村，邂逅
漫天飘雪，屋后竹林飒飒
有声，声如玉碎。内心漾
满清凉古意，一枕天明，寒
雀栖霜枝，冬曦如村酿。

霜雪天，宜到老村，约
布衣旧友，就瓦松老屋桑
木桌呷农家酿、嚼乡土
菜。柴门犬吠，风雪归人，
踏雪寻梅，霜夜听更，大地
上最温暖的事情。雪覆小
村，是空灵轻软的水墨意
境，是苍茫天地间清灵的
大写意。

有时，雪花簌簌而下，
柔若无骨，决绝清冽，世间
万物绣满琼花，绣满苍
凉。雪花，肥嫩且硕大，在
风中噗噗盛开，清凉地覆
盖乡村。斜倚木格小窗，
静赏轻盈雪花，岁月静好，
内心丰盈。风在瓦楞间掠
过，留下一串清亮的笛
音。院中雪，有温和的家
常味道；院外雪，闲适散
漫，如晋人行书。柿树、枇
杷挺着脊梁，伸出铁质手
臂，托着粉雪，清丽婉约，
如人过中年，隐去浓艳色
调，现出水墨气质，显露真
淳。

下雪是天地间的一场
盛典。雪花是绽放的烟
火，忘情地旋转、翻飞，轻
盈飘逸，挤挨、拥抱，发出
格格的脆笑，覆盖世间纷
扰和沟壑。雪花，熙熙攘攘赶往人间，是
落入凡尘的天使，是风吹散的上帝的目
光，抚慰万物，润泽心灵。

雪后乡村，繁华且素净，拥挤而空灵，
苍茫里隐含着舒展秀逸。一个人背着手，
折根竹枝，走在积雪小道上，意境清远，如
入范宽萧寒凄清的画境里。天青如宋瓷，
饱满、柔和。天地恍如一枚琥珀，轻梦般
虚幻。雪落城市，一片喧嚣和拥堵，被无
情地切割、堆砌、铲除，直至香消玉陨。

雪落乡村，乡村静如处子，如回亘古
洪荒，依稀听到远古虞舜和皋陶作诗唱
和，叔齐、伯夷悲怆的采薇歌，王子猷雪夜
访戴欸乃的桨橹声，妙玉蟠香寺拈取梅花
雪烹茶，张岱湖心亭闲情诗酒。听最深的
禅、最幽的静。听出天地清明的澄澈，内
心世界的寂静欢喜。此时出柴门，踏雪寻
梅，寻亲访友，天地任逍遥。

大雪封门，天地简静。淡青色炊烟袅
娜升腾，棒槌声此起彼伏。枝干如琴键，
被风弹拨着，发出粗犷而温和的乐音。冬
雪让村庄慵懒起来，农活暂且搁置，村妇
们腌腊肉、纳鞋底、织线衣，清丽如古代仕
女。村童戏雪声惊飞觅食的鸟雀。老翁
推门扫雪，负暄闭目。脚踏积雪，如秋虫
呢喃，锅煎脆饼，世界充满幽微的情趣。

乡村雪夜，高远而辽阔。院里积雪盈
踝，月光清如溪水，静似画布，瓦屋和枯树
镶嵌在画布上。雪夜闲坐，围炉夜话，以
温软的意境为心灵增温。

烹雪煮茶，赏窗外溶溶雪色，嗅窗前
缕缕梅香，委实风雅。熬山芋粥，炖茨菇
咸菜汤，煨羊杂大蒜梗汤，家人闲坐，灯火
可亲。熬一种田园情结，炖一怀暖老温
贫。

窗外雪花翩跹，风声飕飗，聆听班德
瑞的轻音乐，亦或凄怆的埙曲，伤感与怀
旧，感恩与悲悯，棉衣裹身般熨帖。音符
饱蘸激情在冬寒里炸开，直抵灵魂深处。
灯光微弱，氤氲一室，幽微出一种神秘的
氛围。抑或，手执明清小札，临唐人小楷，
绘山水册页，“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
花天地心。”

雪，带着暗香，怀着清丽，奔赴一场天
涯的邀约。雪是生命之水轮回时盛开的
花瓣，诗性唯美，让人品咂出一种轻柔飘
逸、一种圣洁高贵。

“良久却无声，门前深几尺。”雪天寥
廓而恬然、诗意而从容。去乡村踩踏素
雪，踩踏烟火生活，觅一份淡然与古雅。
掬一捧冬雪，心似银碗盛雪，多一份泠然
和悠远。蓼茸蒿笋，听雪寻梅，红泥小炉，
都是浮世清欢，都是蓬勃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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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一天，从市区办事回来，在车
站下车的时候，天已擦黑，冷得厉害，像是
要下雪。路上接到妻的电话，说饭菜热好
了，酒也烫上了，催我早点回家。挂断电
话，露在外头的手和耳朵冻得发麻，心却
热乎乎的，不由加快了步伐。

转过一个弯，瞧见不远处的路灯下，
站着一人，面前放一圆形的炉子，炉上冒
着热气，有糕点状的东西，近前一看，原来
是卖梅花糕的小摊。摊主是位中年妇人，
四十多岁的样子，脸颊发红，嘴唇干裂，在
寒风中瑟瑟发抖，不停地搓着双手。

妻爱吃这种以面粉和糖、芝麻、猪油
等做成的梅花状的糕点，—遇到卖梅花
糕的，我总会带些回去，这次也不例外。
聊了几句，得知摊主是邻近乡镇的人，孩
子在这边上学，就近租了个房子，空闲时
她就做些梅花糕售卖，以贴补家用。生意
好的时候，能卖个十几炉，碰到刮风、下
雨，天气不好的话，就卖不动了。这是摊
主今儿做的最后一炉糕点，卖完就收摊，
回去还要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做饭。

说实话，我很是同情这些在街头巷尾
摆摊、靠手艺吃饭的小生意人，这年头生
意本就难做，而在外面风吹日晒，还要看
老天脸色的他们自然更是艰难。同是谋
生，我平常只须坐在温暖、舒适的写字楼
里，敲敲键盘、整整文件，闲时喝喝咖啡，
偶尔加个班就叫苦喊累；而他们，哪怕是
在滴水成冰、北风呼啸的日子，也得坚持
出摊，一站就是大半天，为了赚几个辛苦
钱，手生冻疮、开裂出血都是常事。我现
在回家去，马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饭
菜，而在北风口摆摊的她，为了多卖一炉
子米糕，到了这个点，还吃不上一口热饭！

想到这里，不由暗叹“民生之多艰”，
可是廉价的同情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
想着做点什么，最终，原本只想买几块糕
点尝鲜的我，将一炉子的梅花糕全都“包”
了下来，无他，只为了让她早点回家——
她也有家人在等。

提着这一包滚烫的梅花糕，我大踏步
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奇怪的是，这时露在
外头的手和耳朵，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冷
了。

一包梅花糕一包梅花糕
□□项项 伟伟

今年的天气有些反常，总是阴雨
绵绵，太阳公公只是偶尔露一下脸
面，也稍纵即逝，见不到一缕阳光，整
天阴森森的，寒颤颤的，心情压抑得
似乎发霉了。

出乎意料，今天早晨起来，拉开
窗帘，一缕红彤彤的阳光温婉地投射
进来，温柔地抚摸着我的书籍，亮堂
了我的书房，顿时蓬荜生辉，散发出
沁人心脾的书香。

我抬头仰望，天色真好，碧空如
洗，不见一丝云彩，一轮红日从东方
冉冉升起，散发出夺目的光晕。久违
了这样明媚的天气，让我欣喜若狂，
心情刹那间敞亮起来，精神为之一
振。

鸟儿也感到惊喜吧！它们成群
结队，轻巧地在空中翻飞，一会儿凌
空展翅，一会儿俯冲直下，尽情地舞
蹈，或者排成一列，在屋顶欢蹦乱跳，
摇头摆尾，亮起了清脆的歌喉，翘首弄
姿，卖弄风情。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迎
接太阳公公的到来，享受明艳的时光。

勤劳的家庭主妇，早早起了床，忙
不迭地洗衣浆被，将衣被晒在阳光下，
消除几个月累积的浊气和霉气。不经
意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挂满了各式
各样的衣服，随风飘动，成了一道色彩
斑斓的风景。

太阳越升越高，洒下万丈光芒，一
幢幢高楼被阳光涂抹得金碧辉煌，小
区明晃晃的一片。我默默地伫立在阳
台，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倾听着周遭的
鸟语，淡淡的温暖袭遍全身。

置身于一抹阳光中，芬芳的味道
从我的鼻翼滑过，犹如一位清秀女子
的亲吻，让我深深地沉醉。

恰好是个休息日，不容思考，无需
准备，趁着好天气，我顾不得整理房
间，走下楼来，张开双臂，去拥抱难得
的阳光。

外面太阳刺得人睁不开眼，阳光
慷慨地铺满大地，风和日丽，一派生气
盎然的景象。

不多时，居民们仿佛有人在召唤，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纷纷走出家门，脚
步松爽，精神愉悦，三五成群聚集在小
区，笑容灿烂，互相招呼致意，嘴里念
叨着同一句话：真是一个好天气，可以
晒太阳了。

毫不犹豫，快马加鞭，我急匆匆走

进了小区边的公园，恣意汪洋地徜徉
在鹅卵石的甬道。

人们眉开眼笑，精神抖擞，从四面
八方聚拢过来。公园里，游人如织，叫
卖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如同赶庙
会。大人牵着小孩的手，一边走一边
逗笑，偶尔停下来，站在花圃前，掏出
手机拍照片，兴致勃发。老人坐在靠
椅上，翘着腿，吸着烟，眯着眼，唠着
嗑，悠闲自得。漂亮的姑娘，英俊的小
伙子，成双成对，谈笑风生，或坐或躺，
千姿百态。一些小学生稳稳地骑在滑
板上，身子前倾，张开双臂，熟练地在
水泥地上滑翔，看这架势，似乎有了飞
翔的感觉。狗儿也来凑热闹了，大的
小的，黄的黑的，不知从哪儿冒出来，
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很乖顺的样子。
大家舒心地享受阳光的馈赠，接受阳
光的洗礼。这么多人不约而同地相
聚，只为赶赴一场与阳光的约会。

目之所及，阳光正好，朗朗地流淌
在大地，我俯下身子轻轻地抚摸，分明
触摸到阳光生命的颤动，那样的活泼，
那样的温婉。阳光下，柳树舒展开黄
绿媚眼的枝条，在微微的春风中轻柔
地拂动，宛如一群身着绿装的仙女在
翩翩起舞。桃树也开出了鲜艳的花
朵，千姿百态，一朵比一朵精神，一朵
比一朵娇艳。绿的柳，红的花，交相辉
映，真是美不胜收。那些小花小草也
不甘示弱，生机勃勃，曼妙地摇头晃
脑，沉醉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树下的
几缕投影斑斑驳驳，风一动，画面便活
跃起来，变幻莫测，摇曳生姿，犹如童
话世界。

痴痴地看着花圃上跃动的光影，
飘渺、流泻、耀眼，幸福的味道随风袭
来。轻轻地翕动鼻翼，一股清新的气
息，浓浓的，纯纯的，沁入心田，美好而
温馨。我有了心跳的感觉，有阳光的
地方，就有向日葵的微笑。

静静地坐在花海的石条上，阳光
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春风拂煦，空气清
新，眼前是五光十色的光影，缠绵环
绕，我深深地陶醉，情不自禁地吟哦起
欧阳炯的诗作《春光好·天初暖》：天初
暖，日初长，好春光。万汇此时皆得
意，竞芬芳。

就是这片花海光影，以前我也光
顾，却熟视无睹，毫不在意，很少去品
味。而今天，日思夜盼的太阳出来了，
这样的光影格外珍贵，特别有感觉，触
动了我的心扉，多么宝贵的阳光啊！

在阳光下漫步，一路美景相伴，清
新的空气让人心旷神怡，满目的绿色
令人赏心悦目，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
美好。走在阳光下，真切地感到生命
的种子在有力地跳动。

在岁月的长河中，阳光给我灿烂，
给我希望，给我温暖。它毫无怨言地
陪着我走过坎坷，越过荆棘，趟过险
滩，抵达美好的人生彼岸。我奢侈地
享受太阳无偿的照耀，却不懂得珍惜
和感恩。

有人说，阳光总在风雨后。是的，
今天我有了铭心的感受，阳光的幽香，
阳光的执着，阳光的慷慨，阳光的无
私。片刻之间，我的心房如注入了一
泓泉水，清澈而透明，荡漾着无限的感
动。火红的太阳，五彩的光线，嵌入我
的骨髓，温暖了我的心房，让我充满了
惬意和憧憬。

我净手焚香，顶礼膜拜，虔诚朝
圣，全身心去崇敬阳光，拥抱阳光，享
受阳光，感念阳光，在阳光暖暖的怀抱
中，放飞自己的豪情，收获一份心灵的
超脱和怡然。

赴一场阳光的约会
□徐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