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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哥亮

在郸城及周边县市，提起不久前

被评为“河南老字号”的郸城“唐桥鸭

蛋”，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深受

人们的喜爱。不少人都知道“唐桥鸭

蛋”好吃，是郸城的非遗特产。可是，

却很少有人知道，唐桥鸭蛋还曾是寻

常百姓难得一见的皇家贡品，皇帝还

曾为它写过一首诗呢。

相传，王莽赶刘秀那年，刘秀为逃

追兵，昼夜前行。在张弓喝了美酒后，

一路“浓香酒味阵阵冲”地来到唐桥

店，见小摊上摆着透皮红的大鸭蛋，连

忙下马买几个装到兜里，又急忙赶路。

往南走了八里路，来到一座小庙

前，他下马坐在树下歇息，取出张弓酒

就着唐桥鸭蛋吃了起来，吃后觉得味

道奇香，精神振奋，连声说道：“好鸭

蛋，好鸭蛋。”说罢诗兴上来，遂取出文

房四宝，在庙宇东墙上题诗一首：“孤

庙无尘张弓来，美酒鸭卵壮情怀。原

是幼主英雄骨，踏破青山莫徘徊。”赞

美唐桥鸭蛋为下酒佳菜。

后来刘秀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

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

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

割据局面，当了汉世祖光武皇帝，天天

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当初逃难

路上曾经吃过的唐桥鸭蛋，遂下令让

地方官员护送进京品尝。

人们听说唐桥的鸭蛋成了贡品，

纷纷来这里开店做生意，因为皇帝曾

在此下马歇息，所以，这里又名“歇马

店”，渐渐发展成了一个繁华的小集

镇。

听了这个故事，知道了唐桥鸭蛋

好吃，可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呢？说

来还有一个故事——从前，位于郸城

黑河边的唐桥店只是一家姓陈的老两

口开的客店，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老两口在黑河边开客店，自然要想

办法靠黑河为生。为让过路客人有下

酒菜、赚点零花钱，他们每年都喂养一

些鸭子下蛋供客人们下酒。

有一年黄河决口，黄河水汹涌而

来，陈老汉的客店被黄河水淹塌了，老

两口只好在黑河堤上搭个草庵，临时

住下来。一天夜里，陈老汉在外乘凉，

忽然看见水边草窝里，有一团红莹莹

的火滚来滚去。老汉感到奇怪，他来

到水边对着火团用手一抓，火团顿时

分散成无数簇火苗在水里跳跃。他回

去拿来筛子，舀出来几簇火苗放在灯

光下一看，原来是几只身上闪闪发光

的红蚂虾。

黄河水退以后，唐桥桥头苇子棵

里这种红蚂虾越来越多，人们称之为

火虾。都说这种火虾是从正阳关顶水

上来的，也可能是黄河水冲来的。

这年，陈老汉买来20只鸭子在河

里放养。那年鸭子下的蛋个儿大皮又

薄，落到五尺深的河水里，还能看到鸭

蛋红如火炭。腌制好以后，用刀切开，

蛋清洁白如玉，蛋黄如一团紫红朱砂，

香气扑鼻。用筷子挑起，滴滴流油。吃

到嘴里，香味久久不散。后来人们知

道，此种鸭蛋可入药治病，凡胃口不好、

拉肚子、闹胃痛的，用黄泥包上在火里

烧熟，一吃就好。从此唐桥的火虾鸭蛋

名声大振，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

不久，就发生了王莽赶刘秀、刘秀

逃难路过唐桥吃鸭蛋，并在登基当了

皇帝后，把唐桥鸭蛋当贡品的事情，从

此，普通百姓想要吃上唐桥鸭蛋可就

不容易了。唐桥鸭蛋的故事也随之流

传开来，甚至有诗赞曰：“唐桥鸭子吃

火虾，蛋清如玉黄似砂，刘秀曾经吃一

个，打败王莽得天下……”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

步，唐桥鸭蛋的产量大为增加，腌制和

烘烤技术越来越精细，“唐桥鸭蛋”才飞

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

一道美味。

□王子群

从前，有一个小孩非常懒惰，什么

事都不愿意做，就是和小朋友一起玩

都懒得出去。懒孩子一天到晚都待在

家里，要是他妈妈不给他穿衣服，他就

待在床上，要是他妈妈给他穿了衣服，

他就待在椅子上。

有一次，懒孩子的姥姥病了，需要

懒孩子的妈妈去照顾。懒孩子的妈妈

知道懒孩子很懒，她走了懒孩子是什

么都不会做的，不过，不要紧，等她回

来再做也是一样的。可是，有一样懒

孩子的妈妈还是不放心。聪明的读

者，你能猜到是什么吗？

对，是吃饭。什么都能等，吃饭却

是不能等的，一顿饭不吃就会饿，时间

长了不吃是会饿死的。

懒孩子的妈妈也不知道懒孩子姥

姥的病需要多久才能好，很担心懒孩

子自己不会做饭。那怎么办呢？不要

紧，懒孩子的妈妈会做饭啊。于是，懒

孩子的妈妈就把够懒孩子吃好几天的

饭都做好了。还担心懒孩子吃不好，

做了烙饼、葱花饼、油饼……花样可多

了！

妈妈做好了饭，收拾好东西，要出

门了，看看懒孩子还是有点儿不放心，

要是懒孩子懒得去拿那些好吃的饼子

还是不行啊。可是，她走了，又没人拿

给懒孩子吃，这可怎么办呢？

懒孩子的妈妈想了想就想出一个

办法来，她把每个饼子的中间都挖了

一个洞，然后把挖好了洞的饼子套在

懒孩子的脖子上。这样，懒孩子吃完

了前面的饼子，只要转一下就好了。

懒孩子的妈妈做好了这一切才放

心地照顾懒孩子的姥姥去了。

过了几天，懒孩子姥姥的病好了，

懒孩子的妈妈回来了。她打开门却发

现懒孩子已经饿死了，再一看懒孩子

脖子上的饼子，除了前面的被吃掉了

别的动也没动一口。原来懒孩子吃完

了前面的都懒得转动一下饼子。

□徐锐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每次

临近春节，汉族民间家家户户都忙着

清扫房子。人们边掸尘边唱道：“办了

三尸神，天下得太平。感谢灶王爷，救

了咱百姓……”

相传，在很久以前，玉皇大帝为了

了解人间的情况，专派三尸神常驻人

间。到了年底，三尸神就回天庭把凡

间情况向玉皇大帝汇报。三尸神为了

表功，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凡人十分

粗野，动辄骂人，连您玉皇大帝都骂。”

玉皇大帝听后，勃然大怒，他令三尸神

认真察访，将这些人的姓名写在墙壁

上，等到年三十，派天兵天将下凡捉

拿。这件事被灶王爷知道了，他想搭

救凡人，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即在腊月

二十三这天晚上上天前，吩咐凡人，在

年三十以前掸尘扫梁，将各处墙壁掸

得一尘不染。到了大年三十这天，天

兵天将奉玉帝之命下凡来了。可是民

间家家户户早已把屋里屋外、上上下

下，掸得干干净净了。不要说墙壁上

没有人的名字，连一点儿蛛丝灰尘都

找不到。天兵天将气呼呼地返回天

庭，狠告了三尸神一状。玉皇大帝以

三尸神“欺上”的罪名把他打入十八层

地狱，从此，三尸神再也坑害不到凡人

了。人们为了报答灶王爷，每年腊月

二十四之后，都要掸尘，后来，掸尘之

外又加上清扫、沐浴等内容。这样，在

春节期间，亲友拜会，观灯会，也显得

干干净净了。

□魏益君

寒冷的北风，翻着季节的书页，

定格在最后的封底——大寒。

大寒，以寒冷形象和雪花的温

柔，彰显着季节的生动。村头的杨树

林，用坦荡的姿势呈现着简约的美

丽。成群的鸟儿，在瘦瘦的枝丫间鸣

唱，营造着冬的宁静。一阵寒风吹

过，树枝摇摆，在向着春天招手。春

天真的不远了，不信你看，树梢上那

几片坚守的树叶，正支棱着耳朵，聆

听春天的声音。

大寒时节，年味渐浓，乡村的节

奏开始变得快起来，车水马龙的古镇

街道，热闹喧嚣的集贸市场，人们步

履匆匆，喜笑颜开地置办年货，迎接

新春佳节的到来。

农家的院门前，红灯笼映红的腊

月热热闹闹。庄稼人洒扫庭除，迎接

新春。小孩子蹦蹦跳跳，热闹着年的

味道。屋檐下倒悬的冰凌，墙上挂着

的腊肉，映衬着农家年景，显露着小

院的富庶。

围坐在季节的炭火边，农家炖

一锅汤菜，烧一壶烈酒，品咂着隆冬

的惬意，合计着来年的春事。哪片

果园该春季施肥、哪块地上该育什

么秧苗、麦子什么时候该浇一遍拔

节水……熟稔的农事，已然在这个节

气里成熟。

大寒，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美

丽的雪花，孵化着春天，飘香的院门，

情牵乡愁。“噼噼啪啪”，街上，一阵鞭

炮声响起，不知是谁家在大寒节气迎

娶新娘，红红的盖头下，是新娘春天

般的笑脸。新年添人进口，这是农家

的福气，更把大寒这个寒冷的节气闹

腾得热热闹闹，吉祥如意。

大寒时节，一切的一切都在安逸

中做着春天的梦。麦子在雪被里积

蓄能量，种子在泥土里膨胀思想，迎

春花正张开美丽的眼睛，水仙花向着

春天开放。

大寒已到，新春不远。人们抖擞

精神，喜笑颜开，迈过大寒的台阶，意

气风发走向春天。

□程磊磊

大寒，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

一年中的最后一段时光，同时也是人

间的至冷时刻。古语云：“寒气之逆

极也。”大寒时节，冰天雪地，天寒地

冻，发乎其肤，令人毛骨悚然。但浸

润其里，却能让人体味出至真、至纯、

至善之美感，犹如人之岁暮，其言句

句饱含真情实感。

大寒之美，美在冷得透彻，毫不

做作。古人将大寒分为“三候”，“水泽

腹坚”为其中一候，说的是大寒时节，

河流、湖泊冰可以结到中央，而且是

最厚最结实的时候。这个节气处在

三九、四九时段，此时寒潮南下频繁，

是一年中最寒冷时期。民谚云：“大

寒大寒，无风也寒。”“大寒大寒，冷成

冰团。”说明大寒是天气寒冷到极点

的意思。

大寒之寒，古人比今人体会得更

加透彻。“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

阶前冻银床，檐头冰钟乳。清日无光

辉，烈风正号怒。人口各有舌，言语

不能吐。”这是宋代诗人邵雍对大寒之

寒发出的无限感慨，旧雪未融，新雪又

至，长阶如银床，冰柱如钟乳，冬阳失

暖光，狂风正怒号，就连人口中的舌头

也仿佛被冻住了不能言语——怎一个

“寒”字了得！唐朝的孟郊更是被大

寒的冷折磨得叫苦连天，忍着双手被

冻伤的风险向上天发出了《苦寒吟》：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

裂纹，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

阴正夺阳。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

章。”

大寒之美，美在自然的简约纯

粹。“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

腻。”诚如李清照所描绘的美景，白雪

皑皑之中，万物寂静，只有粉红的梅

花在寒风中傲然开放，点缀了整个冬

色。“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在寒

冷的冬夜，雪花伴着皎洁的月光，一

片一片地轻舞，分外耀眼，隔着窗户，

也能让人观赏到极致的美景，真是美

得很。寒鸦数点，寒梅几枝，雪落几

场，这几乎涵盖了大寒节气的所有风

景，却给数九寒天分外增色，让人流

连忘返。这种至简至纯之美，在人们

的心中永远驻足，暖意融融，丝毫不

逊色山花烂漫的春之光景。简约而

不简单，便是大寒时节，留给世界的

人生至理。

大寒之美，美在节日的温馨喜

庆。“小寒大寒，杀猪过年；过了大寒，

又是一年。”大寒在岁终，冬去春来，大

寒一过，又开始新的一个轮回。过

年，总让人的内心充满了喜悦的期

待，也是大寒节气的主旋律。家家户

户都在忙着准备年节的必需品，扫尘

洁物，除旧布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

须一饮三百杯。远方的游子，忘却了

一年漂泊的酸甜苦辣，脚步匆匆把家

还，内心反复吟唱的是父母烹制的家

乡菜肴，是自家院里的灯火可亲，是

走街串巷的熟悉风景，是百转千回的

浓浓乡愁。小孩子更是欢天喜地，穿

上新衣裳，无忧无虑地接过大人的压

岁钱，眼里是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噼里

啪啦的鞭炮。因为有了家庭港湾的

停靠，因为有了亲情养分的补给，因

为繁衍生息的传承，哪怕是一颗失落

的心灵也会因此而变得温暖无比。

在爆竹声声中，迎接喜庆祥和的新

年。

大寒之美，美在人们对春的期

盼。“坚冰深处春水生”，在这个四季轮

回的终点，始终孕育着春的暖意和希

望。“蜡树银山炫皎光，朔风独啸静三

江。老农犹喜高天雪，况有来年麦果

香。”大寒，立于冬春的交界，即使银装

素裹，朔风狂啸，依然无法阻挡农民

对来年的期望，那馥郁的麦果香，正

在向他们招手，似乎丰收的场景就在

眼前，随手可摘。“寒随一夜去，春逐五

更来。”寒夜过去，春天的黎明即将来

临，让我们静心等待，和时光一起，去

开启新春的大门。

寒寒之美，盈盈之春。让我们抱

着满心的欢喜，去迎接春之莅临。

□尚庆海

记得小时候，一进入腊月，母亲

就开始置办年货，最早是买些能放的

干货，比如蒸枣花用的干枣，招待客

人的瓜子、糖果等。厨房里差哪些厨

具，或者使用的有些年头的厨具不太

好用了，也会趁过年的时候一并补

齐。在置办的这些年货里，买肉和买

新衣服才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盼望

的。那时候平常很少能穿到新衣服，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买一身新衣

服。有一年特别流行绿军装，在赶年

集买年货的时候，一看到绿军装就走

不动了，虽然价格不菲，但父母还是

很爽快地给我买了一套。回去后，把

那身绿军装规规整整地叠好，放在枕

头边，期待着大年五更快点来到。

到腊月二十六买猪肉的时候，看

到大街上大人手里拎着几斤猪肉，后

面跟着小孩，个个满脸幸福喜气洋洋

的样子，就催着屋里的父亲快点。那

年，家里要待新客，父母合算着如何

把饭菜弄得丰盛一点儿，最后父亲决

定，买一套猪下水。我跟着父母去杀

年猪的人家里问，几家都说猪下水早

几天就被人订走了，父母不甘心，就

继续跑着问，功夫不负有心人，邻居

大牛原订的猪下水不要了，让给了我

们家。猪下水买回来后，父亲用一根

筷子粗细的高粱秆子翻猪肠子，清洗

掉肠子里面的秽物，然后用碱反复搓

洗，去除腥臭味。我在一边给父亲打

下手，问父亲，这些东西都能做啥好

吃的？父亲笑着说，猪肠做烧猪大

肠、猪肝煮熟了凉拌、猪肺可以和辣

椒一起炒、猪心炖汤……我当时听得

直流口水。

第二天煮肉的时候，整个院子里

都弥漫着肉香。中午，母亲用煮肉的

汤做肉汤面，一口汤喝进嘴里，肉味

浓郁，那真叫一个香。

眨眼就到了腊月二十八，年越来

越近了，蒸馒头、蒸皮渣、炸丸子、炸油

豆腐……看着几簸箕暄腾雪白的大馒

头，一盆一盆的丸子豆腐，那种丰衣足

食的美好景象，让人不由盈笑满面。

晚上，从小卖铺买来墨水和红纸，写春

联。墨香四溢，一副副流淌着吉祥幸

福和美好愿望的春联晾在屋子的角角

落落，年的气氛越发浓厚起来。

腊月二十九，母亲剁肉拌饺子

馅。菜刀剁在案板上那咚咚咚的声

音，就如喜迎新年的鼓点敲响，欢快、

热烈。

直到晚上睡觉前，父母还不时地

查看着还差什么年货，生怕漏掉一

样。我跟在父母身后，看看这个，看

看那个，在五花八门的年货里品味着

美好生活的幸福滋味。

□马亚伟

那年腊八之后，我家没能把借表

舅的钱还上，表舅的脸色很不好。母

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表舅走后，她

哭着对父亲说：“按规矩腊八前要把

欠账都还清，可咱家一分钱都拿不出

来了。我以后回娘家，都抬不起头。

马上都到大寒了，家里连炉火都没

生。天这么冷，孩子们要冻坏的。”

母亲的哭泣弄得家里的气氛非

常阴沉。妹妹瑟缩在角落里，瞪大眼

睛不知所措。父亲也皱着眉头，很久

都不吭声。我见这种状况，有种突然

长大了的感觉。家里遇到难事，应该

学会为父母分忧。于是，我安慰母亲

说：“妈，没事，不冷。平时我们都穿着

厚棉衣呢，晚上你还会给我们烧炕，

还给我们灌暖水袋，睡觉的时候一点

儿都不冷，还很暖和呢！”说完，我努力

向母亲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僵硬的气氛被我打破了，父亲也

顺势开了口：“咱们能扛过去！大寒

是天气最冷的时候，咱不怕。冬天这

么长，都熬到大寒了，快熬出头了。

哪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有盼头了，俗话

说，大寒之后天渐暖。冷得过了头，

天就该暖和了！”我疑惑地问：“爸，为

啥冷得过了头，天就该暖和了？”父亲

说：“因为冷得没法再冷了，就像是你

在深谷里，已经到了谷底，没法再往

下坠了，再往后就该往上走了。大寒

之后是立春，立春来了还怕啥？”

父亲的话，我都听懂了，他说的

是“物极必反”的道理。虽然他说不

出“物极必反”这样的词，但他有自己

的一套对自然、对生活、对人生的理

解方式。他的“大寒人生”，里面是最

朴素的道理：最冷的日子不要害怕，

因为温暖马上就要来了。如同黎明

之前总有一段最黑暗的时间，穿越黑

暗就能迎来黎明。因为有了对温暖

的期许，我们的心中一下子亮堂起

来。

父亲继续说：“等开了春儿，咱多

种点儿菜，到时候带到城里去卖，就

能挣到钱了。再过一阵，咱再种点儿

草莓。去年种草莓的都赚钱了，咱家

因为你妈生病了没顾上种。今年好

了，你妈身体没事了，咱种了草莓肯

定能赚钱！然后再琢磨琢磨，还有啥

可种的。反正田地就是聚宝盆，春天

一到啥都可劲儿长，还愁挣不到钱？”

母亲被父亲说动了，脸上阴沉的

表情消散了。她打起精神，对我们

说：“对啊，日子马上就有盼头了。咱

们一家人要一起加把劲儿，把日子过

好，好不好？”我和妹妹大声说：“好！”

母亲起身，收拾柴草，要为我们烧暖

炕。父亲见母亲想通了，笑着说起了

顺口溜：“天再冷，不要怕。动脑筋，想

办法。不灰心，把家发！”父亲虽然文

化程度不高，但很有语言天赋，经常随

口编些顺口溜逗我们开心。开春以

后，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种菜种瓜，

拉到城里去卖，很快就攒够了还表舅

的钱。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顺。

往事历历，岁月如流水。这些年

里，我经历过太多人生起伏。有时如

同遭遇人生的大寒，觉得冰冷快要让

自己窒息了。那种锥心刺骨的寒冷，

让人仿佛坠入谷底。每当我觉得快

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起父亲

的“大寒人生”。“冷得过了头，天就该

暖和了。”厄运到了极致，便会否极泰

来。只要你咬牙坚持，只要你不放弃

对温暖的渴望，就一定能够迎来春暖

花开。

父亲的“大寒人生”，指引我一次

次走出困境，与温暖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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