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日子短，山里的日子似乎更短。
沈青青连续两天没有来上课。放学

后雨停了，802 班的周老师骑着电瓶车
去她家家访。

沈青青家离学校有十多里。她没有
来上学，周老师问她同路的童花花。 童
花花说，两家离得远，不知道情况。

周老师打沈青青的手机，沈青青不
接。打她爸爸的，她爸爸接了，却是在几
千里之外。 她父母都出去打工了。

车子一进了山口，天就黑了。 寂静
的土马路， 在山谷中慵懒地舒展着，却
似怎么也伸不开“手脚”，随着山谷的起
伏而崎岖蜿蜒。路面上积着一片一片浑
浊的水，灯光下就像怪兽的眼睛，又像
幽怨的寡妇脸。

山路拐弯的时候，突然左边的草窠
中跃出了一团黑影，扑到周老师车子的
灯光前，又哗的一声，蹿进路右边的灌
木丛中。 周老师吓了一跳，电瓶车急忙
拐向一边， 总算躲开了这头鲁莽的野
猪，他自己却重重地栽倒在地。

周老师站起来的时候， 一只鞋里
已经灌满了水 。 他抽抽嘴角 ，直吸凉
气 ，右臂钻心的痛 。 周老师用左手在
右边的裤衣袋里艰难地掏出手机 ，习
惯性地要给老婆打电话 ， 却陡然想
起 ，因为吵架 ，老婆已经搬出家很长

一段时间了。 忧伤像潮水一样漫上周
老师心头 ， 他朝路的两旁看了看 ，偶
有零星的灯火隐在树木深处 ，山里的
村民住得分散 ，他知道 ，离沈青青家
还有五六里路。

做了 802 班的班主任后， 周老师
对每个学生的家都了如指掌。 沈青青
最近玩手机玩得厉害 ，上课都躲在桌
子底下发微信。 周老师找她谈过几次
话 ， 谁知这两天她竟然不来上课了 。
周老师担心沈青青被不良男人引诱
了， 学校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十五
六岁的女孩子 ，正是要开花要泛青的
年纪，能不担心吗？

周老师高大而单薄的身影出现在
沈青青家大门口的时候 ，沈青青正有
说有笑地与她的爷爷奶奶围坐在桌
边吃饭 。 沈老伯看见周老师 ，立即伸
出两只手迎过来 ， 周老师侧了身子 ，
把左手递给他。 沈老伯抓住周老师的
手抖了又抖 ，抖得周老师直咧嘴 。 沈
老伯把周老师拉到桌边 ，他老伴立即
给周老师添了一副碗筷 ，又赶忙从橱
柜里拿出一瓶珍藏的好酒 ，给周老师
满上 。 桌上有冬笋炒咸肉 、野兔炖萝
卜……一屋子的菜香味。

周老师说，不吃，我还有事，家里正
冷锅冷灶哩。

周老师掉头去看沈青青，沈青青不
敢接老师的目光，她这两天都瞒着爷爷
奶奶在网吧上网。

周老师与沈青青说了许多话，沈青
青一直低着头听着。

周老师又与沈老伯说了许多话，沈
老伯不住地点头。

临走，周老师站起身，却“嘶”地吸
了一口冷气， 很想喝了那杯酒压压痛，
但他知道不能。

沈青青惊讶地看着老师，她看见周
老师额前的一绺头发已经被汗湿透了，
衣服上、裤子上全是泥泞。她跟在爷爷奶
奶身后， 一边送老师一边担心地说：“老
师，路这么黑，弯道又多，您要小心。 ”

周老师摆摆左手：“不碍事。 ”
沈青青第二天早早就到 802 班来

上课，周老师这天却没有来。
下午的时候，班上的“消息灵通”人

士古天明告诉大家，周老师的右胳膊摔
断了，在住院。他还放出另一个消息，师
母和老师“冷战”很久了，这次可能都不
知道周老师住院的消息。

沈青青和同学们都无心上课，一下
午都在嘀嘀咕咕。

大家决定：放学的时候，一起去接
师母回家。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铜陵县新桥中学）

接师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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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恩泽
□魏海冬

人生边上

我的
画廊

2016年 1月 13日 版让教师诗意地栖居 16
wen hua

□王 霞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 这七件事，概括了凡俗生活的全部。
我们多数人终其一生， 怕都在为此而劳
碌着。 而这一句看起来俗而又俗的话，却
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主要组成。 茶为饮，其
余为食。

食为先，当然无可取代。 茶，作为饮
的代表，则升华了境界，走向了精神层面
的追求。

当物质生活达到丰富时， 精神追求
就显得尤为重要。 于是，有了文字，有了
艺术，有了书籍。 然而，再高尚的精神生
活，也脱离不了柴米油盐的烟火尘世。

这是我拿到李丹崖的新书《茶饭书》，
看到封面上“忙也好，闲也好，有茶就好；
喜也罢，忧也罢，上饭就罢”一段话时的凌
乱思绪。

李丹崖会如何诠释这至高的精神领
域和亲切的俗世生活呢？

说来，我也算是个饕餮之人，朋友们

戏谑为“吃货”的那一种。 我想，这也是李
丹崖赠书与我的缘由吧。

在一个午后 ， 翻开这本不厚的小
书 ，慢慢地沉进去 ，让那些朴实却不乏
灵动的文字，由眼入心。 这才发现，这本
书竟然是借着世间各种美食美味 ，写尽
了人生百态以及作者独特的人文情怀。

全书分为六章 ，前四章为食 ：“绽放
味蕾 ”“美味关系 ”“美食当道 ”“餐见生
活”。 从河里的鳝鱼到树上的虫子，从带
有几分 “心计 ”的辣椒阵到独立清芬的
薄荷， 都被李丹崖写出了独有的内涵 。
在他的笔下 ，每一样食物都有鲜活的精
气神儿，在满足味蕾、填充饥肠的同时 ，
还启迪了智慧 。 比如 ，《风烟俱静一碗
粥 》一文中说 ，“熬粥 ，也就是修心的过
程。 需要姜太公的性格，不疾不徐，慢条
斯理 ，心里装着自己的一套乾坤 ，有着
自己满满的自信才妥。 ”这哪里是熬粥，
分明说出了为人处事的根本。 李丹崖的
这四章美食无不如此 ，既介绍了天下美
味，又于平凡中悟出深刻 。 你是家庭主
妇，可以学习烹饪，给家人带来惊喜 ；你
是离乡游子，可以从美味中品出浓浓的
乡情。

其实， 我更喜欢这书的后两章———
“饭后茶事”“浮生若茶”。

如同作者在导语中所言 ： “是水承
载了茶的灵魂 ， 是茶沐浴了水的灵脉 ，
饮一杯茶 ，抛却风烟事 ，成为最得意的
饮者……”

在作者笔下， 从民间茶馆的质朴古
拙，到妙玉、高濂烹雪煮茶的雅趣 ，都是
在告诉我们，茶文化的精髓，其实在于人
的心灵与草木、与山水、与自然的共通。

特别喜欢书中《听一盏茶香》这篇文
字。“茶是可以听的。品能入茶肌，听能入
茶神。 在扬起壶的瞬间， 茶就做好了准
备，好茶被冲泡的水声清越铿锵。 ”聪慧
的李丹崖借助这种通感，写出了茶的智、
茶的容，人的灵、人的悟，让人忍不住拍
案叫绝。

文章，一篇篇读下来；感悟，一层层深
下去。 这美食，这茶味，这书香，正合这个
安宁的夜晚。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
化门区实验小学）

我喜欢读书 ， 也喜欢去旧书店
淘书 。 有时 ，一待就是一上午 ，甚至
是一天。 老板要关门了，我才依依不
舍地离开。 说起这个习惯，还是我大
学时养成的。

上大学时， 学校附近有家卖二手
书的旧书店，地方非常偏僻。常听同学
谈起， 说老板只在周六和周日上午营
业，其他时间都不开门。一个星期六的
早上， 我早早起来， 开始寻找那家书
店。书店没有名字，也没有具体的门牌
号，只有一个大致的位置。我走出学校
的后门，过了桥，下了坡，几经打听，才
来到一栋破旧的楼房前。 从破旧不堪
的楼梯走上去，一直走到顶楼，才看见
一扇门开着，屋里排满了旧书。

第一次来， 我就买到了 《爱的教
育》《白鹿原》《古船》《挪威的森林》等
书。 从那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泡
在这里，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书。

翻看这些已经泛黄的旧书时，一
股浓烈的陈年味道扑鼻而来。 在与旧
书的交谈中，我越发地喜爱它们。 旧
书不仅是有生命的，还散发着一种向
上的力量。 每一本书都有属于自己的
故事。 有的人会在扉页写上自己的名
字，这不禁勾起我的无限猜想———那
年 ， 书的主人是在哪里发现了这本
书，又为什么卖掉？ 不知那个写名字
的人现在会在哪里，干着什么？ 有的
人会盖上印章，这些古老的文字会吸
引我研究线条蕴含的深意。 还有的人
会在书中批注 ， 写下自己的阅读感
受 ，读着这些文字 ，我不仅是在与作
者交流 ，也是在与读者交谈 ，一举两
得，何乐而不为？

慢慢地，我体会到，是书拉长了岁
月，延伸了生命的质感，与书的浩瀚无
穷又源远流长相比， 人生是多么的短
暂而渺小啊。

有了读书之乐，我更加喜爱淘书。
淘书会让你结下一段新的 “书

缘”， 会让你找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好
书，《浮生六记》《平凡的世界》 就是这
样被我发现的； 有时还能淘到市场上
不容易找到的书籍， 比如天津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文革”时期漫画。

淘书也需要耐心。 你需要在大量
的书籍里，挑选自己钟爱的书，就在这
样的挑选中，时光慢慢过去。自己在淘
书和读书的时间里，逐渐充实、丰满。
因为淘书，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还
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让我
深深地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

淘书的慢时光，值得慢慢享受。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

属高级中学）

六角的小雪花像小猫轻舞的
脚步，悠悠地飘洒着。 放眼望去，四
野雪花弥漫， 如柳絮漫天飞舞，如
梨花瓣纷纷扬扬。 地面上的小草越
来越看不到了，一床的白色棉被把
草宝宝盖了个严严实实。 小区的广
场上 、街道上 、田野里已经面目全
非 ，远远望去 ，像均匀地撒了一地
芦花，美丽、平坦。

下雪了 ， 最高兴的当属孩子
们 ，他们把雪攥成雪球 ，又把雪球
投向自己的小伙伴 ， 不管你愿意
不愿意，他们都会向你投掷。 凉凉
的雪钻进脖子里 ，冷得直哆嗦 ，孩
子们的小手冻得通红 ， 仍旧追逐
着、欢笑着。

山尖全白了，远远望去，就是一
座雪山。 山坡上一片寂静，只有踩上
去发出的“咯吱、咯吱”声。 也许是没
有风的缘故吧， 竟看不出哪些地方
雪厚，哪些地方雪薄，就像给山坡穿
了一件白色的貂皮大衣。

山上的矮松睡着一堆堆晶莹
的雪花 ， 只有在叶子下面才能隐
约看见一点绿色 。 白桦树依旧是
一层蜡白的外衣 ， 枝干上已经挂
满了漂亮的树挂 ，毛茸茸的 ，那么
均匀 ，竟没有一个枝条被落下 ，远
远望去像开了一山灿烂的梨花 ，
洁白、耀眼。

溪岸上包裹着厚厚的白雪，偶
尔还能看见上面露出的蒿草 ，像
哨兵似的直立着 。 溪中的石头各
具形态 ，有的像个大蘑菇 ，有的像
只白色的狮子睡在河中 ， 还有的
像几只白熊正要上岸……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咏雪的诗
文数不胜数。唐朝诗人陆游说：“三
千世界银成色， 十二楼台玉作层。
江山不夜月千里 ， 天宇无私玉万
家。 ”著名作家梁实秋在他的散文
《雪》 中写道：“白茫茫的一片银世
界里……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
它的沾被，雕栏玉砌与瓮牖绳枢没
有差别待遇。 ”

是啊，这就是雪的恩泽，无论是
平地、山川、江河，雪的恩泽没有远
近之分，更没有特指之地，它永远是
那么美丽，那么博大。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开原市三
家子中学）

生活秀

淘书慢时光
□杨小淘

阅读时光

春
东风送暖频，四气一时新。
啼鸟声声好，繁花色色真。
折来供笔墨，籍以养精神。
岁次凭更替，相期自可循。

夏
向野几人家，青藤屋上爬。
溪头长鉴日，架下满垂瓜。
禽鸟方才歇，清闲不可赊。
无从消暑气，更饮一杯茶。

秋
雁南不可留，枯木也成丘。
霜蕊空金井，良人在玉楼。
盛开如有意，凋落岂无由。
唤取秦筝柱，来消永夜愁。

冬
小窗风索索，云外隔重重。
素手呵新雪，孤怀问老松。
何寻千叠锁，能把四愁封。
独守红泥火，方知夜淡浓。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厦门市大嶝中学）

五律·四季
□谢雅婷

誗“熬粥，也就是修心的
过程。需要姜太公的性格，不
疾不徐，慢条斯理，心里装着
自己的一套乾坤， 有着自己
满满的自信才妥。 ”

誗 “是水承载了茶的灵
魂，是茶沐浴了水的灵脉，饮
一杯茶，抛却风烟事，成为最
得意的饮者……”

———我读《茶饭书》

《荷锄而归》 河南省夏邑县何营乡中心幼儿园 孙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