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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零食是糖，而我的
是辣椒。

她 命 令 他 讲 一 个 故
事。为了增加难度，她附加
了两个条件，第一这得是一
个爱情故事；第二这个故事
必须要好玩。

他知道这是报复，因为
他不让她吃零食，在睡前。
她不理解，辩解到，吃过了
我会去刷牙的，我保证。为
此，她甚至主动亲吻了他。
但他依然不许，他很少这样
执拗。

她只好迁就他，谁让她
那么爱他呢。为了爱，她愿
意做一回俘虏。一个幸福
的俘虏。

他不怕讲故事。因为
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
家。他经过长期和专业的
训练，他还深刻地观察过生
活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他
知道所谓的故事不过是由
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其中
人物是珠子，而事件是穿起
珠子的红线绳。

好吧，我就给你讲一个
关于零食的故事吧。说完
他先起身去把暖气关小了
些，屋里太热了，尽管房间
很大也不行，他热得就要流
汗了。她依偎在他的胸口，
催促他快点讲，要讲得好
玩。

他说从前，她打断他，

我不要听古代的。他说那
好吧，他换了一个开头，十
年前，有两个相爱的人来到
了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他
们是两个刚毕业的大学
生。男孩是南方人，女孩是
北方人。说到这里，他把目
光望向窗外，窗外雪花飞
舞，因为这是一套顶层的复
式楼房，他并没有把窗帘完
全拉上，她平常爱看星星和
雨，冬天时则喜欢欣赏晶莹
的雪花。她是个浪漫主义
者。不知道是不是雪花给
了他灵感，反正他的目光深
沉起来，他继续往下讲。

男孩非常爱这个女孩，
常把爱挂在嘴上，他对女孩
说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爱就
是糖。而那时候他们就是
一无所有。他们的梦想是
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有
自 己 的 房 子 、车 子 和 孩
子。挺庸俗的想法。他们
拼命工作，男孩在一个广
告公司做文案，女孩在一
家保险公司跑业务。他们
挣得不多，除去租到的一
间八九平方米的顶层阁子
间，再扣除日常的柴米油
盐 ，几 乎 就 剩 不 下 什 么
了。但女孩很快乐，也很
满足，她对一脸沮丧的男
孩说，这样已经很好了，你
没有去过北方遥远的小山
村，你不会懂的，这样其实
已经很好了。

男孩是南方人，怕冷，
特别是冬天，他觉得租住的
房间简至像是地狱。女孩
笑他娇气，偷偷买了一条便
宜的电热毯。电热毯很小，
女孩就铺在男孩的身下。
男孩不许，两人就相互推
让。最后女孩说，还是铺在
你那里，你搂着我，这样我
们就都暖和了。男孩只好
同意。刚开始这样做还行，
可后来下雪了，鹅毛般的大
雪铺天盖地，他们即使搂在
一起，也像是冰块搂着冰
块。男孩冻得直抖，女孩想
想说，你转过身去，让我先
吃点零食，吃过了，我就会
像一团火，到时候你再搂着
我。男孩不信，女孩就说，
因为你没有去过冬天北方
遥远的小山村，你不懂的。
说完就在黑暗中吃她的零
食。真是神奇，吃过零食的
女孩果真比以前暖和多了，
像一个滚烫的热水袋。女
孩催促男孩搂着她快点睡，
说零食的威力很快就会过
去，我们要在此之前就进入
梦境。

她吃的是什么呀？仙
丹吗？她听到这里，终于忍
不住插嘴问他。他的目光
有些疼痛和迷茫，他好像已
经深深地进入到这个故事
中了，他没有理会她，继续
往下讲。

男孩也很好奇，他特别

想知道她吃的零食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不与
他一起分享。女孩就笑着
说，这是秘密，她的零食一
曝光就不灵验了。说完仍
一个人偷偷地吃，变热后再
让男孩搂着。他们就这样
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冬天。

冬天一过，女孩就病倒
了。她的胃痛得厉害，医生
让住院治疗，男孩吓傻了。
男孩回出租屋收拾女孩住
院用的物品时，在女孩的枕
头下面发现了她的零食，原
来是几个干辣椒。是特别
辣特别辣的那种。男孩崩
溃，号啕大哭。

后来呢？她迫不及待
地想知道结果，屋子里的暖
气让她有点困倦。

后来，他们因为种种原
因没能在一起。女孩离开
时，对男孩说，也许是我们
的零食不太一样吧。你的
零食是糖，而我的是辣椒。

一点也不好玩。她有
点失望，不过也只是瞬间的
事。因为她很快就在他的
胸口上睡着了，听着他的心
跳，进入到一个彩绘的梦
中。

他没有看到，因为此刻
他在笑，他甚至不可思议地
笑出了眼泪……⑦3

（作者单位：市直机关
事务管理局）

零 食
□王树涛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
看牵牛织女星。

也许是大气污染而致
雾霾的原因吧，当今城市
的夜空，真的是很难见到
星星，即便是在雨过天晴
之后，也要睁大眼睛，才能
在遥远的天际，搜寻到寥
寥的几颗，就象羞怯的新
娘，躲到了天幕的后面，任
凭迎亲的新郎千呼万唤，
总也不露尊容，这不免使
我又怀念起幼时故乡的夜
空了。

我的故乡就在独山脚
下白河岸边。幼时的夜
空，星星似乎特别多特别
亮，纵使月儿未爬上树梢，
我和小伙伴们借助依稀的

星光，也能玩捉迷藏的游
戏，步行数里到邻村看电
影，更不用说十五前后的满
月朗照了。

对星星印象最深的，要
数夏季的夜晚。我常常躺
在麦场的芦苇席上，听大人
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仰望
繁星满天的夜空，随着大人
们手指的方向，看银河在哪
里，北斗七星在哪里，看着
看着就睡着了，做了许多关
于星星的梦。

时光如梭，光阴似箭，
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从
一个懵懂少年由求学谋得
了一份工作，由农村谋生到
了城市，见惯了高楼大厦的
鳞次栉比，见证了城市发展
的日新月异，真切地感受到

了月的阴晴圆缺、人生的
圆满与遗憾！对于夜空中
的星星，真的是有所忽略，
那曾经维系我童年快乐的
满天繁星，不知从何时起，
变得稀疏寥寥、屈指可数，
想要找回记忆中的银河、
北斗七星的影子，怕是奢
望了。

一日，当我夜晚在白
河边散步，学着诗人的样
子举头望明月时，蓦然发
现，天空中星星似乎比往
日多了，瞪大眼睛细看，似
乎已能找到银河的轮廓、
北斗七星的踪迹了，这不
免使我心生感激，欣喜万
分。

自古至今，人们在吟
月、赏月、赞月的同时，对

星星也是钟爱有加。星星
不仅寄托着人们对于苍穹
的某种情愫，更怀揣着人
们飞天的梦想。

星星是挂在人们心中
的一盏灯，是憧憬浩瀚世
界的希冀与梦想。怀揣梦
想的人，总是把未来寄望
于星星，每完成一个心愿，
他的心中就多了一颗星，
当无数的人夙愿达成的那
一刻，我们生活的这个大
千世界，必将是繁星满天，
必将呈现出杜牧所期望的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
牛织女星”的绝佳境界。

那天，我做了一个繁星
满天的梦……⑦3

(作者单位：市城管局)

梦见繁星满天
□郭家富

迎接新年
□杜思高

这个清晨
我在最高的枝柯踮脚仰望
让心思如琴弦最后的一跃
弹出东方最早的一丝曙光
让喉咙的清新如鸟鸣
盖过北风的喘息
所有纵横的枝柯萌动思想的汁液

冰川任由橘红涂亮
大地被婴儿的啼哭弄醒
河流揣度鱼跃的意图
时光啊
纵然你的辽阔无法丈量
今天
我就用一把剪刀剪开天光

奔跑吧
新的身影健康强壮
抛却苦难坎坷伤痛
忧郁
让大风运达远方

还有什么悲伤
白马驮来春天的种子
大地仅是新生前的战栗 ⑦3

（作者单位：南阳市林业局）

丹江湖
□赵国有

这是丹江湖，十万公顷碧波轻摇曼舞
仿佛烟尘、喧嚣、小径、童谣
仿佛一切都是新生
一切都是开端
陶岔渠首是开端，团城湖的妩媚
是又一种开端

偌大的水系、流域以及相伴的流岚
族谱、风情和草木都在勃发生机
只有离乡的愁绪在风中飘摇
只有根茎深处的蓝与水天之蓝在神交
离乡者怀揣熏风，只在
别离时回首，只在梦里哭笑梦里返乡 ⑦3

（作者单位：淅川教体局）

雪 域
□涛 滔

有的时候麻雀落在窗外的松枝上
有的时候雪落在松枝上
有的时候傍晚和卧龙岗落在窗外的松枝上

落雪的时候，天比平时亮堂了许多
像一些要说的话语，等它落完
天空的阴郁也就散了

从这会儿开始
我相信每一片雪都会和这个世界有关
和你我有关

雪是春天的冲锋和对过往的脱离
雪埋葬了冬的荒凉，冬的凶猛和冬的狂野
雪，绽放着已经重组的季节

从卧龙岗到如意湖畔
雪是宛城，雪是玫瑰,雪是如你的女王
雪是炊烟，是白云。雪是雪 ⑦3

（作者地址：卧龙路155号圣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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