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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條路
周榮新

同一條路，有時陽光燦爛，有時
卻風助雨狂。

同一條路，有時花香鳥語，有時
卻雪積冰封。

同一條路，有時響起青春歡快的
歌聲，有時沉寂得如同墓道，連蟋蟀
都無聲。

同一條路，有時走過送葬的隊
伍，淒慘的嗩吶開道，有時響起迎親
的婚車和鞭炮聲。

同一條路，有人看到綠葉環抱鮮
花，有人看到落葉在秋風中凋零，一
路都是紅葉、黃葉的歎息。

同一條路，有人走得輕鬆自由適
意。

有人卻蹣跚得艱難苦惱憂鬱。
同一條路，有人順風順水，有人

逆風低頭付出了遠較別人兩倍三倍的
力氣。

同一條路，有人笑對人生，收穫
了鮮花掌聲。

有人卻兩手空空，一身疲憊，雙
眼空洞，兩腳瘸拐。

同一條路，有人登高，鼓舞前
行，有人倒臥路旁，被當作失敗者的
標貼。

同一條路，有人越走越寬，有人
卻越走越窄。

最後走成了死胡同，前也不成，
退更可悲可憐。

同一條路呵，對有些人是陽光大
道，于另一些人卻是苦不堪言、咬牙
也難堅持的懸崖峭壁崎嶇山行。

因而有人笑啊有人哭，有人歌啊
有人愁，有人跳躍啊有人崩潰，有人
走通頭了有人已長眠在路途……

同一條路，同樣的路況不同的氣
候，同樣的風景不同的心情，要走通
走好。

除了艱難險阻的思想準備、堅持
不懈的意志品質、吃苦耐勞的體魄付
出，大概，也得有順遂的運氣，或借
助更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

同一條路，因不同的男女老幼，
走出了千變萬化。

或驚天動地或平淡無奇，或可歌
可泣或千夫所指，或高山流水或逆流
污濁，或回味無窮或味同嚼蠟……的
悲喜人生。

冬天的樹
劉天文

 提起冬天的意象，猶如濾掉所有零零
碎碎後，留下唯一答案；不用想，自然而
然，滑出腦海的一定是雪。世人面對美好事
物，往往失去抵抗之力，對于冬天不可忽視
的的冷，則選擇性盲視其存在以及帶來的不
適。還有隨處可見的樹，也往往被忽略。

在鄉下，冬天的樹都是赤誠的，裸露
的。落葉，被農人收集起來，可取暖做飯，
可經過漚製作為肥料。一度認為，鄉下的
樹，是選擇性栽種的，有某種偏愛，往往具
備皮實、不嬌貴、耐養活的特性。隨處挖個
坑，樹苗往裡一撴，填土踩瓷實，甚至不用

澆水，便能成活。相對而言，城裡的常青樹
品種繁多，在枯寂的冬，湧入眼底的一抹抹
綠，潤眼慰心。對鋼筋混凝土堆積起來的高
樓大廈來說，錯落有致的樹便是綠色的百褶
裙子，弱化了、包裹了堅硬冰冷，是最高檔
的裝飾。從樹的功用這一點可看出，城裡人
浪漫，鄉下人務實。

冬日裡隨處一棵樹，都是一副素描，疏
朗，簡約，乾淨，風骨嶙峋，一眼見心。端
詳久了，便有錯覺，恍如樹才是畫者，既是
最細的枝，也如筆指蒼天，以天為紙作畫。
想來，天上的星斗，便是樹枝滴下的墨點。
更多時候，樹枝在寫字，一改平日的沉靜，
虯枝揮舞，或行書，或草書，凌亂而有序。
當然，風是始作俑者，是它執筆，如頑皮的
孩子，東一道，西一筆，且興奮得「嗚嗚」
成韻。

在文人筆下，冬天的風大抵扮演「反
動」角色，「正義」的當然是樹。一棵棵的
樹，挺著黝黑的胸膛，坦露著魂魄，似乎故
意脫下一身翠衣，以最原始的姿勢蔑視風的
切割。

你看，風來側身，風過昂立，反反覆
覆的拉鋸戰，面對風的歇斯底里，依然氣定
神閒。而懷中抱著的鳥巢，也安然無恙。你
看，枝頭的鳥，如一片葉，如一面旗，一面

勝利的旗！
與一棵冬天的樹對視，即使背景無比荒

廢、蒼涼，也不會感染頹廢之心。面對樹的
緘默，如與一位胸有溝壑的智者交流。它不
喧嘩，不張揚，經過歲月的磨礪沉澱下來的
厚重、明澈，會令人從容大氣，去煩戒躁，
坦然面對挫折和逆境，消融你的痛苦和憂
傷。

我曾經面對過更加令人震撼的一棵樹。
那是父親生病住院，醫生檢查時父親解開了
上衣，突兀顯現的肋骨如遒勁的枝，倔強的
撐起消瘦的皮肉。父親如落盡綠葉的樹，他
的冬天到了。我深信，來一縷春風，幾絲雨
水，即使無風無雨，父親枝幹裡深藏的孤傲
與不屈，也會拱出嫩黃的芽，打開生命的
傘，為我遮風擋雨。這是一種刻在骨子裡的
愛，一種本能之愛。

冬天的樹，鄉下的樹，不言不語，自信
的素面朝天，在蒼穹之下，在大地之上，屹
立挺拔，傲骨錚錚。冬天的人，鄉下的人，
以樸素堅韌的姿態活成了一棵棵行走之樹，
于山間、溝壑、水邊。

他們的根深扎泥土砂礫，不會迷失；枝
葉伸展藍天，餐風飲露，托舉出一片綠，一
片片綠，漫山遍野的綠，呈現生命的本真，
生命的底色。

冬暖蘋果香
潘小燕

　　下班到家一進門，就看到家裡的兩隻小朋友排排坐在沙發
前，一臉認真地盯著茶几上的一盤蘋果切片發愣。我覺得畫面有
點好笑，放下背包，蹲下問小寶，怎麼了。
　　小寶奶聲奶氣叫了聲媽媽，又說鄰居奶奶送了咬不動的蘋果
給了爸爸。我看了眼先生，他補充道，剛切了盤蘋果，結果大寶
換牙，缺了門牙咬不動；小寶咬了一口，皺著小臉叫太涼。
　　我洗完手，看著飽滿漂亮的幾隻紅蘋果，無人欣賞般地躺在
灶台上，不禁生出了微弱的憐愛。我拿起一隻蘋果，靠在廚房門
邊問：「要不要吃烤蘋果？」　　小朋友們齊刷刷地從沙發上蹦
下來，急著吼吼：「烤烤烤！」便是一左一右抱住我的腿。
　我指揮著大寶，踏著小板凳洗蘋果。先生瞬間會意，從冰箱裡
拿出原味手抓餅，接過大寶洗得乾乾淨淨的蘋果一切為二，挖去
果核。小寶墊著腳，扶著灶台邊看我們，像極了流著口水的小饞
貓。我又指揮著小寶，把黃油放進小碗，讓她放進微波爐「叮」
一下。　　我把對半切開的蘋果放在餅皮上，裁切出蘋果和葉子
的圖案，再取小刀，在帶皮的蘋果上切幾道小口子。
　　這時，小寶捧著融化的黃油蹦過來，吵著也要畫蘋果。她認
真地在蘋果上刷黃油，小臉繃得緊緊的，彷彿在製作某項做工精
緻的藝術品。刷完黃油，她心滿意足極了，和哥哥一起伸長脖
子，看先生把蘋果放進烤箱。兩小只吞吞口水，異口同聲問，媽
媽，什麼時候可以吃呀。
　　伸手摸了摸他們的小腦袋，我居然想起，童年悠長又濕冷的

冬天。那時物質匱乏，連吃水果，媽媽都要精打細算一番，而烤
蘋果，就是當時極其珍貴的酸甜美味。
　　那時愛玩鬧的我，總會玩得一頭汗，冬天在外一吹風，便成
了流著鼻水的小慫包。面對黑乎乎的感冒沖劑，歪歪扭扭地躺在
床上鬧騰，怎麼也不肯喝。多數時候，外婆會花上幾毛錢，去弄
堂口的水果攤，挑只紅彤彤的蘋果，對半切開，刷上一層糖水，
放在熱乎乎的煤爐上烤。烤到蘋果酥爛，散發出誘人的香味，而
我的饞蟲早已被勾起，迫不及待地喝完感冒沖劑，著急地用勺子
挖著吃。軟糯的烤蘋果，香甜中又帶著一絲酸味，沖淡了感冒沖
劑的奇葩口感，讓我一口一口欲罷不能。
　　成年後，母親總說，或許就是為了那酸甜可口的烤蘋果，我
才總把自己「作」成個愛感冒的小朋友。
　　烤箱裡，黃油滋滋作響，蘋果的香味飄滿了房間，兩隻小朋
友趴在烤箱邊，爭著自己的「功勞」。哥哥說，我幫媽媽洗蘋
果；妹妹不甘示弱地說，我幫媽媽擦蘋果油。我和先生聽著童言
童語，雙雙讚揚道，「愛勞動的孩子才有好吃的獎勵。」
　　剛出爐的烤蘋果熱乎乎，軟軟糯糯，只要一勺子下去，就能
挖一大塊。大寶舉著勺子，對著我「啊」了一聲：「媽媽吃」。
小寶也不甘示弱，把半個烤蘋果堆在我嘴邊，也叫著「媽媽吃媽
媽吃」。倒是被遺忘在一邊的先生，一臉失落，讓我忍不住笑出
聲。　　今夜的窗外，呼呼刮著的西北風，或許會把今年最後的
落葉都吹走吧。屋內，是暖暖的蘋果香，和兩隻吃得滿臉紅撲撲
的小朋友。十年後，或是更久之後，我都希望我的小朋友們，能
回憶起這個帶著烤蘋果香甜的晚上，這應該會是快樂的童年記憶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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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壁（組章）

林溪：原名黃祝勇，1981年生于安徽亳
州，2003年畢業于遼寧大學中文系，安徽省
作家協會會員本。著有詩集《遺己書》《隱
身術》等六部。

赤壁之長阪坡

若不是曹操一句：「如趙雲到，不許放
冷箭，只要捉活的。」

差一點就在建安十三年埋骨長阪坡。
箭矢沒有暗地裡飛來，斧鉞卻逼得很

近。
銀子一樣的刃，挾裹著黑色的疾風，一

下接一下地砍過來。
曹軍洶湧，勢若遮天。
唯有那紅色的戰馬，抖開它帶著火焰的

翅膀，像一道赤色的閃電，撕開漫天烏雲。
劉備深諳四兩撥千斤之道，阿斗那一摔

無非是買個人心。
那義憤之詞，被後人定義為世代帝王的

屬性。
所有的將士都是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零

件，也有人將他們比作棋子。
只是開動機器的人，或者下棋的人，只

能是帝王一人。
他們不對機器上的任何一顆螺絲釘負

責，但可以隨時更換掉那些不聽使喚的部
件。

他們也可以放棄任意一枚棋子，用來收
繳更大的地盤。

赤壁之當陽橋

遠處的戰場，經過一夜的鏖戰，被撕開
一條口子。

日出，陽光在將士的傷口，鍍上一層耀
眼的金子，大風依舊狂躁不安。

追兵是一群虎狼之師，但橋東樹林裡，
卻塵頭大起。

文聘見一人虎鬚到豎，豹眼圓睜，手持
丈八蛇矛，立在當陽橋上厲聲大喝：「我乃
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

這一聲喊，如晴天霹靂虎嘯獅吼，驚得
夏侯杰膽膽碎裂。

這一聲喊，震得山河崩塌洪水倒灌，衝
散了曹操百萬雄兵。

這一聲喊，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令那足可以撼動世界的精銳之師，也只

能抱頭鼠竄，丟盔棄甲，奪路而走。
想想後來的孔明，在西城縣城頭焚香彈

琴，退去司馬懿十五萬精兵，也不過如此。
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那些豪氣干雲的往

事，哪一次不讓人心醉神迷？
只是蜀漢之後數百年間，再也看不見曾

經的非凡膽略，豪邁氣概，意氣風發與壯懷
激烈。只留下古城荒蕪塵埃散落，歡呼歡呼
雀躍的肉體，被剔除了鏗鏘的骨殖。

赤壁之魯肅過江

誰能疼飲長江之水，誰就是真正的英
雄。

面對洶湧而來的八十萬大軍，如果不是
膽怯，哪會有那麼多的投降者？

畢竟力量懸殊，誰也不能責怪他們的
貪生怕死，誰也不能降罪他們的安逸享樂。
螻蟻尚且偷生，何況這些久居廟堂的達官顯
貴。

畢竟東吳的江山姓孫，不姓張、不姓
薛、不姓陸，更不姓魯。

可你魯子敬偏偏要掀起赤壁的驚濤駭
浪，要在長江的岸邊，捕捉那些欺世盜名的
賊子，分開英雄與狗熊的距離。

長江之水清兮，長江之水濁兮。
那些手握刀筆的小吏，又怎能改寫歷史

的真相？
且不管這些，我們在江邊找一塊空地

坐下，我們對瓶豪飲高度的白酒，我們使勁
吐出肺中的濃煙，用浩浩江水洗去歲月的斑
痕。

黃土與青磚，車輪與戰馬，刀槍與紙
墨，都將在熙熙攘攘的史書中遁去。

唯有此生不可辜負，不為香車寶馬錦衣
玉食，不為生前生後名，只為體內不斷的筋
骨，澆一壺滾燙的烈酒。

赤壁之舌戰群儒

江風雖涼，怎麼比得世態人心之涼。
你看當時的東吳滿朝，降曹之聲一浪高

過一浪，原來那幫「大儒賢才」皆是欺弱怕
強、苟安避禍之人。

世人常言水深難測，其實難測的並非浩
浩江水。

瞧瞧這些衣冠楚楚的書生，張口經典、
閉口古訓，整日忙碌于筆硯之間，若非孔明
識破，孫權怎知他們只會數黑論黃、舞文弄
墨!

畢竟這東吳的江山並不是他們的。降
了，他們依然可以高官厚?，錦衣玉食，才華
橫溢。

鈣質流失的王朝，一直都讓人失望。
你看千年以後的南宋，懦弱的皇帝，懦

弱的朝臣，個個貪生怕死，畏敵如虎，直至
丟掉趙氏王室最後一支血脈。

天子守國門，忠臣死社稷。
好在孫權可以透過現實的冷酷，窺見覆

滿冰雪與寒霜的骨頭。他注定是一個要在歷
史的洪流中，留下深深足跡的王者。

有太陽的太空，從來都不會讓人失望；
一個有血氣的王朝，總會地氣流淌風骨漸
長！

赤壁之銅雀台

幸好，漳水並沒有把銅雀台沖毀殆盡，
還給後人留下一掊不足十米高的夯土堆。

每當夕陽西下之時，金色的餘暉中黃
士青磚台基，孤獨地靜臥在蓑草晚風中，任
憑遊人叩問，也終是徒添了幾分的惆悵與悲
傷。

曾幾何時，在史書漢賦中，在唐詩宋詞
裡，她仍是我當初想像的模樣。

那時的曹操義氣風發，經常在台上大擺
宴席，曹丕、曹植、王粲、劉幀、陳琳、徐
干、邯鄲淳等文人墨客雲聚與此，他們慷慨
任氣，抒發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

他們憫時悼亂，關注底層社會民眾的悲
慘生活。

如今明月依舊高懸，而銅雀台已不是當
初的銅雀台，那麼多的樓台殿宇，那麼多的
才子佳人，那麼多的美酒詩賦，那麼多的心
懷天下，都在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成
為餘音！

假設建安十三年，若不是東風給了周瑜
方便，那大喬小喬是否也會在這高台中度過
餘生？

金屋藏嬌一直是漢丞相的夢想，可惜這
春夢難圓！

很多時候，我們只關心浮在歷史表面的
那一部分，而忽略了被時間無數次打磨過的
內核。

徐徐回望這曾被繁華籠罩的遺址，荒草
亂石中蟋蟀的吟唱，依然空靈如昨。

只是當初的狂狷，都隱忍到時間的流沙
之中，我們無法洞悉其背後的真理，你可以
說那裡都是偽善與喧嘩，而我則認為那是歲
月的遼闊與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