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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取暖话今昔
曾庆雨

冬来了。
冬日万物萧条，气候寒冷。如何防冻

御寒是历年来人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城市的集中供暖给居民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供热管道四通八达，几乎遍布市区的
角角落落。 国家为职工及时发放了取暖
补贴， 低保户困难户还有特殊的优惠政
策，居民在家可坐等送暖，舒服过冬。 暖
和、安全、卫生且不说，仅各家各户买煤、
买炉、装烟筒、打煤球等繁琐杂事就省了
不少，老百姓打心眼里满意。他们再不会
为冬天取暖操心、发愁，再也不受冷挨冻
了。 冬季的取暖不再是个事儿。

过去， 冬天取暖还真是居民生活的
一件大事。记得六十年代，邢台还是个小
土城市， 文革时三层以上的楼房只有三
座：人委楼、新华旅馆、139 地质勘测楼，
居民住的是平房， 烧饭取暖都以煤炭为
主，很少人家有暖气。 每到入冬，路上拉
煤车络绎不绝，大街小巷摊的煤饼、堆着
煤球，家家户户烟筒冒烟，煤灰、炉渣随
处可见，环境污染可想而知，最为让人担
心的煤气中毒事故屡屡发生。

农村的取暖比城市更差， 主要是住
房条件差。那时农村大都是土坯房，低矮
潮湿，窗户上糊的是麻头纸，四面透风漏
气，屋内刮风掉坷垃，下雨乱滴答。 冬天
北风一吹真正像寒窑。 更重要的是经济
条件不行， 物资供应匮乏， 家家户户都
穷，无能力买煤取暖，生产队到年底一家
才分百十斤煤，只够过年生几天火。平时
取暖都是靠柴火、树叶、杂草，临睡前烧
烧炕洞或抱到屋里， 点火烘烘屋子驱驱
寒气。睡觉时冷的不愿脱衣服，和衣而卧
当一晚上“团长”。那时粮食不够吃，糠菜

半年粮，肚里油水少，瘦的皮包骨，穿的
又破又薄，“寒风刺骨” 这个词在冬天体
会最深了。冬天冷没农活，大人躲在家里
“猫冬”，白天揣着手在南墙跟晒太阳，晚
上叼着旱烟袋围着火堆侃大山。 小孩子
冻得指头像红萝卜，脚上的皴像松树皮。
那时的冬天真是好冷好冷。 七十年代情
况好点，煤炭凭指标供给，农村象征性的
分点煤，但对漫长的冬季取暖来说，仍是
杯水车薪。参加工作的我经常托门子、找
关系、跑煤建、凑煤票，找车拉回家，暂解
家人冬季的燃“煤”之急。 这种状况一直
坚持到九十年代， 每年要给农村的家人
拉车煤，以备冬季取暖之需。

老人去世后，已有十几年冬天没在家
住过，一是怕冷，二是怕中煤气。知道农村
这几年变化很大，但还是担心农村的冬季
取暖。 前几天侄子们电话里告诉我说，村
里现在都盖上二层楼， 住的宽敞明亮，取
暖一般都是土暖气、电暖气、冷暖空调，有
的还装上干净卫生的地暖，顶不济的也备
有节能采暖炉，安全卫生，舒适暖和。这不
禁勾起我想回家看看的念头。从取暖看农
村的发展，看党的惠民政策给农民带来的
好处，看农村新面貌，去亲身体验一下农
民的身暖和心暖。我想冬天回老家小住几
天，再住农家屋，再尝农家饭，再品农家
乐。

雪·暖·情
张秀玲

从来不喜冬天，因为它太冷，感觉连
思维都冻结了似的；

不喜冬天，也因为它笨重，厚厚的冬
衣裹在身上，就像一个臃肿的大粽子；

不喜冬天，还因为它太萧瑟，天空阴
晦，树木光秃，花草无迹，一片死气沉沉。

然而，一切因上初二时的那个冬天，
让我的生命里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动。 从
此，我便迷上了冬天这个季节。

犹记那个冬天， 寒气袭人， 雪片如
席，雪大没膝，学校停课，我便整天钻在
被窝里，看窗外：寒风呼啸，飞雪打旋，纷
纷扬扬；看屋里:炉火通红，暖意笑声盈
满房间。就在这舒适惬意的日子里，我迎
来了我的第 13个生日。

难忘那天早晨，雪后初霁，带着点清
冷的温暖的阳光, 早早地就给大地披上
了一件金色的外衣。 阳光雪色， 互相辉
映，分外绚丽。 父亲吃完饭，便穿上他那
件已穿了十来年的军绿大衣， 戴上破皮
帽，拖着他的老寒腿，踩着没膝的雪出门
了。 父亲是去十里外的县城买韭菜和肉
的，只为我喜欢吃韭菜饺子。我怎么都没

拦住，只好忐忑不安地坐在床头等父亲回
来。

将近晌午时，父亲才回来，浑身哆哆
嗦嗦，说不出一句话，把东西递给母亲后，
便一屁股坐在炉火旁的马扎上，紧紧地围
着，巴不得钻到炉火中去。好大一会儿，地
上一片化开的水迹，父亲的裤子、棉袄全
是冰水，鞋子里更是，整个都是水湿的，化
开了，腾起一片白气。 母亲一边洗菜一边
不时地看父亲，然后又看了看我，瘪了瘪
嘴，没说话，低头继续干活了。 这时候，父
亲才似能说话了， 冲着母亲笑呵呵地说：
“哈……雪真大，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儿
是路，哪儿是沟，也辨不清方向，全凭感
觉。还好，不白跑一趟儿。菜市场里有家门
市开着，呵呵呵……还真就一家，买了 2
斤韭菜 2 斤肉，赶紧回来了。 路上一个人
影也没。 ”犹记父亲说这话时，满脸洋溢着
幸福的笑。 母亲瞟了父亲一眼，又瘪了瘪
嘴笑了一下，还是没说话。父亲也不理会，
扭头冲着我献宝似的：“今儿大妮儿生日，
咱吃饺子。 别的买不了，一顿饺子还是能
吃的上的。 ”父亲的语气里盈满了骄傲和
欢乐。

难忘我当时暖暖和和地坐在床头，望
着父亲被冻得苍白的脸， 青紫的嘴唇，就
连本就佝偻的身子此时也缩成了一个团
儿，眼睛一酸，泪便如泉涌般流了下来。

我的父亲啊，女儿知道，你想着家穷，
无法给孩子买一件像样的礼物，做一桌丰
盛的美餐，才不顾天寒地冻，只为女儿能
吃上喜欢的饺子。你可知女儿从来不计较
这些，女儿虽小，却也知你的辛劳。你给人
砌墙，一天辛辛苦苦，只挣 4 块钱，几年
了，你没舍得为自己添一件新衣，即使是

过年；就连块糖你都没舍得吃过，即使在
外面别人给你块糖、 一把瓜子儿你也一
个不少地装回来，糖吃在孩子嘴里，却甜
到了你心里。 今天，只为女儿一个喜欢，
你就如此奢侈，须知，那时的 2 块钱一斤
韭菜，2块钱一斤肉， 那是你整整两天的
工资啊。

我的父亲啊，女儿知道，你的腿受过
伤，一到阴雨天气就发胀疼痛，可今天，
在那没膝的雪里你一走就是二十里路，
可知女儿是多么的心疼！ 去往县城的路
上有口井，常年无盖，若一脚踩上去，那
后果……女儿不敢想， 想一下都揪得心
疼。

我贫穷而又可敬可爱的父亲啊，生
活的艰辛使你未老先衰， 岁月在你的身
上狠狠地刻下了痕迹。 你黝黑的脸庞过
早地爬满了深深的皱纹， 布满茧子的大
手因过度操劳而裂开道道伤口， 就像老
树皮一样粗糙。 那天，我端着碗，透过那
蒸腾的热气，看着你佝偻的侧影，泪如雨
下，怎么也张不开口。 我的父亲啊，女儿
怎么咽得下啊！

那天的最后，我勉强吃了几个，便谎
称饱了。 那天的生日除了饺子再也没有
别的， 但惟独那次简单的生日让我记忆
犹新。

一晃 25 年过去了，今天又是我的生
日，这 20 多年里，我无论吃了多少次饺
子， 却再也没吃到过那么美味的饺子。
而那个冬天，随着时间的流逝，虽再无
提及，却深深地烙在了心底，常在失意
落寞时，一遍遍回忆，咀嚼那份世上无
与伦比的恩情，带给我毕生的温暖与感
动！

浅吟低唱浅吟低唱

又是一年冬至时
邱焕芹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 也是中华民族的
一个传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

儿时向往过年一样向往过冬至，那时生活水平低，吃顿
饺子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儿，因为在北方有“冬至到，吃水饺”
的说法，传说吃了冬至的饺子不冻耳朵。

冬至的时间浮动在每年的阳历 12 月 21 日至 23 日之
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地
理位置靠南一点的地方，已过冬至，北半球逐渐昼长夜短，
因而有“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的说法。

冬至还是数九的第一天， 表明从这天起， 天气变得寒
冷，听老人们讲过的顺口溜：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
上走，五九半凌条散，春打六九头，七九六十三，行路的君子
把衣担，八九燕儿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充分证明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冬天虽然寒冷，但春天已经不远
了。

今年的冬至对我而言不同往年， 因为我远在近万里之
外援疆，不能与家人共同度过，一个人孤身在外，在这寒冷
的季节里，不免有些孤独，加之新疆少数民族众多，他们不
注重过冬至节，这里少了些节日的气氛。

回想在家的时候，冬至这天，我们家包饺子是必不可少
的，医院工作很忙，不能休假，我便很早起来，调馅、和面，做
好包饺子前的准备，匆忙吃点早饭就去上班，中午下班回到
家，就开始忙碌起来，一家人齐上阵，一起动手，有擀皮的、
有挤饺子的、也有烧水的，只有儿子啥都不干，还在一旁调
侃说：我只有准备一张嘴了。 工夫不长，香喷喷的水饺就出
锅了……虽然忙碌，但其乐融融，而今年我不在他们身边，
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家务事， 不知道远方的家人还能否顾
及包饺子，但愿他们像往常一样，忙里偷闲，一家人能围坐
在一起吃顿冬至的饺子， 祝愿他们在严寒的冬日， 平安快
乐。

冬天的回忆（外一首）

刘庆凯

阳光依然慈祥
红梅枝上

挂满沉甸甸的希望
大雪纷纷扬扬

把无边的心事窖藏

沿着炊烟方向
追寻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曾经热烈的欢笑
红苹果一样的脸庞

童年在田间小路张望

住在城市的一角
怀念儿时难忘的时光

那温暖的土炕
母亲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

为我缝一身粗布衣裳

雪山

从远古而来
又向远方走去

洁白是生命的颜色
白的晶莹
白的澄澈
白的热烈

谁能够读懂亘古的寂寞
雄鹰的翅膀擦亮黄昏
苍松翠柏伴你沉默
还有小兽的脚印

窥探，悬崖边的云朵

雪花一片一片飘落
砌成圣洁的传说

亲爱的
只有我知道

你冷若冰霜心底燃烧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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