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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是暖的 冬天不太冷
童年的温暖记忆

□小允

上海入冬了。冷空气一来，人们手脚冰凉、四肢蜷缩，刺骨的寒风中，连出门都需要一定的勇气。
我们无法阻挡冷空气的到来，但可以选择过一个“暖”冬，而带给你暖意的，或许是一个汤婆子、一个

热水袋，也可能是一只鸟、一个人。此刻，让我们回想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找寻冬天里心头的暖。

冬天真的就这样来了。手脚开

始变得冰凉的同时，我的思绪不由

自主地飘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那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住在绞

圈房里头。绞圈房左右对称，四面

绞合，围圈而居；有墙门、天井、客堂

等，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江南民居

建筑，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年幼

的我和奶奶住在东厢房，东厢房的

窗向着西面，夏天时西晒太阳很热；

到了冬天西北风狂灌，很冷。

在那个年代，寻常人家是没有

空调与电取暖器的。奶奶怕我挨

冻，用了许多办法给我取暖。记忆

中有这样三件宝贝：一个铜制的脚

炉，一个扁圆形的铜制汤婆子，还有

一个则是挂点滴用剩下的玻璃瓶。

那些寒冷的冬季，它们各司其职，让

我的手脚都是暖暖的。

严冬的午后，奶奶会关上门窗，

把呼啸的狂风挡在门外。然后，拿

出那个铜制的脚炉，在炉膛里点燃

大块木炭，接着盖上装饰着精美镂

空花纹的炉盖；等到炉盖微微冒出

热气，便搬来一张竹椅，铺上带有好

看花纹的棉垫子，招呼我坐在椅子

上，把双脚踏实地踩在炉盖上取

暖。随后，她又会取出一个玻璃瓶，

是医院里打点滴的那种盐水瓶，往

里面灌入滚烫的开水，仔细地塞入

橡皮塞子，又麻利地把一个绒线编

织的套子套在瓶子外。待确认不会

烫手了，才把瓶子放在我的手里，让

我双手抱着取暖。那时候，周围邻

居都喜欢收集医院里的这种盐水

瓶，攒着到冬天灌热水。奶奶收集

了好几个，冬天的午后，她隔一段时

间灌一个瓶子，把我手里渐渐冷却

的瓶子替换掉。因此，我的童年关

于冬天的记忆是温暖的——脚下是

暖的，手里也是暖的。

直到现在，我还会常常回想起

那时的场景：一个小女孩坐在柔

软的棉垫上，听着奶奶讲古老的

故事，脚下的炭火轻轻地响着、冒

着暖烟，手里的瓶子暖暖的却不

烫手。一抬眼，只见一缕阳光从

屋顶的天窗照射进来，刺眼的光

束中，可以看到无数可爱的灰尘

颗粒在舞蹈……那样的场景，陪伴

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

不仅白天是暖的，晚上也是暖

的。天刚黑，奶奶又会往汤婆子里

灌满热水，拧紧盖子，用一块方形的

头巾把汤婆子四角兜住，包裹严实，

保证我不会被烫到，然后把汤婆子

放进被窝里我平躺时脚够得着的地

方。随后，依旧再灌一个玻璃瓶，用

绒线套子套好，放在我手臂够得着

的地方。夜幕降临，等我洗漱完毕

就一骨碌地钻进被窝，脚下贴着暖

暖的汤婆子，手里抱着暖暖的热水

瓶，一个晚上都是暖暖的。

记得有一年冬夜，下了一场特

别大的雪。早晨，我看到雪从客堂

的门缝里钻进来了。等到奶奶打开

大门，发现积雪都漫过门槛了。我

兴奋极了，跑出门抓着大把的雪就

玩起来。见我玩得开心，奶奶也不

阻止，还陪我一起堆雪人。等到玩

过瘾时，才发现我的手指已冻得通

红，冷冷的麻麻的，像是要失去知

觉。这时候，奶奶一把握住我的手，

塞进她的怀里。贴着奶奶温暖的皮

肤，我的手指一点点恢复了知觉。

还是那一年冬天，家门口的小河结

了一层厚厚的冰。我和小伙伴背着

大人跑到冰上玩，谁料冰裂了一个

口子，毫无防备的我扑通一声掉进

河里。是奶奶把我从河里捞上来，

来不及烧热水泡汤婆子，她帮把我

湿漉漉的衣服脱去，直接抱着我钻

进被子，用自己的身体暖我的身

体。那一天，我竟然没有感冒，但奶

奶却发烧了。

如今，脚炉、汤婆子和捂手用的

玻璃瓶已几乎不见踪影，可每到冬

季，我就会想起奶奶，想起那阳光从

天窗漏进屋子，无数灰尘颗粒裹着

金光舞蹈的场景。

最近上海气温骤降，办公室的伙

伴们早已套上秋衣秋裤，某位姑娘还

对此不屑一顾，表示家有“暖”猫，可

提供暖脚、暖手、暖被窝的一条龙服

务。嬉笑间，我不禁想到几年前我家

的一只“暖”鸟——大欧。

大欧是我表弟养的一只玄风鹦

鹉。那年表弟考入大学，由于校区离

我家很近，周一到周四他便搬来我家

住。想着每晚能和表弟撒欢打游戏，

可把我高兴坏了。然而他来的那天，

肩上却站着一只鹦鹉。作为轻度恐

鸟症患者的我，当场演绎了挪威画家

爱德华·蒙克的代表作——《呐喊》。

之后，表弟想方设法怂恿我摸摸

大欧、亲近大欧，我用实际行动告诉

他什么叫“距离产生美”。天冷那会，

有一回表弟晚上有课未归，我洗完澡

回房关门，准备开热空调，一回头发

现大欧直愣愣地站在床头，正歪头看

着我。我假装什么都没看

见，自顾自忙。没一

会，它耷拉着脑袋

一头埋进自己胸

前的绒毛里，姿势

有点奇怪，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一样。

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坐在

客厅瑟瑟发抖。没过多久表弟回来

了，他进门刚说“今天真冷啊”，大欧

就从房里一路“欧欧欧”地叫一路扑

腾过来，一头扎进表弟怀里。那一瞬

间，表弟竟露出了慈父般的笑容。还

有一次，我俩晚上打游戏，握鼠标的

手那叫一个冷。谁知表弟口哨一吹，

大欧立马缩成一团飞到表弟手面上

进行“鸟体供热”。那一瞬间，我竟感

到了一丝羡慕。

真正让我和大欧拉近距离的，还

得从一个视频说起。一次我和表弟

看了个视频，关于主人佯装生病以查

看所养宠物的反应，视频里的结果有

啼笑皆非的、也有令人感动的。表弟

当时就表示，他和大欧的感情不需要

这些虚伪的测验。

几天后，一次我通宵加班，早上

回到家倒头便睡，迷糊间被吵醒，看

到大欧边扑腾边用脑袋顶我，还一个

劲地“欧欧欧”叫着，吓得我一个激灵

从床上蹦起来，跑出房间后又气又

怕，冲它一顿责备。谁知它只是站在

床头边看着我，然后耷拉着脑袋，一

副委屈的样子。后来我把这件事和

表弟讨论了一下，他说大欧可能觉得

当时不是睡觉时间，而我躺着一直没

动静，因为担心我它才想呼唤我。那

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大欧是个暖

男，哦不，是“暖”鸟。

后来，我再加班晚回，都会和大

欧说一句“我晚点起来，你别吵我”，

它会“欧”一下以作回应，像是听懂了

似的。也有过几次，我半醒间发现它

站在床头耷拉着脑袋，我便故意搞出

点要醒的样子，它就一个激灵往房间

外飞，好像生怕会吵醒我。我想，这

大概就是陪伴的意思吧。

表弟大二那年的寒假，大欧因

病离开了我们。我第一次看到表弟

哭得那么伤心，我也第一次为一只

鸟流泪。我后来也曾幻想过，打游

戏手冷时，让大欧来个“鸟体供热”；

早上睡过头了，让大欧来个“鸟叫

早”服务；起夜上厕所怕黑，让大欧

全程护送……如今又是一年冬季，

可是大欧已经不在了，只能趁着“双

12”多囤点暖宝宝、暖手暖足贴吧。

作为一个在南方生活了十余载的

北方人，我自以为已经习惯了没有室

内供暖的冬天，并具备了与南方寒冬

相抗衡的心理及身体素质。然而万万

没想到，今年冬天我需要迎接如此大

的挑战。

就在前不久，单位通知要对办公

楼中央空调的水管进行整体更换，施

工期间空调全面停运，而工期正好覆

盖整个冬季。因此，最近我和同事们

在办公室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

如何在办公室取暖，以熬过这个冬季。

施工刚开始的那几天，上海暖阳

高照、风和日丽，对于没有空调的日子

会怎么样，大家不以为然。然而好景

不长，就在本月初，那次过山车断崖似

的降温，让准备不足的我们瑟瑟发

抖：朝北的房间仿佛冰窖一般，一走进

去阴风袭来，冷到透心凉；午休时间，

冷得让人头脑清醒、毫无困意。有了

这一回的经验，大家开始纷纷为御寒

做准备，可谓各显神通，并逐渐形成了

以下几大派别：

保守物理派——此法大多以青年

和中年男性为主，方法就是多穿几件

衣服，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伏案工作，紧

闭门窗、保温发热基本靠抖。

时尚取暖派——顾名思义，颜值

要高，品味要时尚，且能和穿着打扮相

搭配。用此法的多为年轻女性，各种

造型可爱的暖水袋、暖手充电宝、暖宝

宝等小型取暖装备轮番上阵，主旨就

是美丽第一，决不多穿一件臃肿冬衣。

恒温空间派——追求空间内的温

度恒定。用这种方法的一般是体弱体

寒的中老年女性，她们会在工位下放

置一台小型电暖气，不间断循环供热，

营造舒适环境。不过此举不可大规模

复制，不然电网会负荷过重，有安全隐

患。

钟爱热饮派——此派人员广泛、

无明显特征，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均是

忠粉。热奶茶、热咖啡、能量热饮等都

是被选择的对象，也不失为御寒的好

法子。就是热量有点高，此外去厕所

的次数大大增加。

储存能量派——靠的是大吃特

吃，在体内储存能量以转化为热量，以

肉类、火锅和高能量食物为主，为“吃

货”所追捧，美名其曰有机且环保，不

过体重增加的风险会大大提高。

独树一帜派——孕妈妈肚里的小

宝宝可是“火力”十足哦，办公室的“大

肚皮”御寒能力迅速提升若干个层级，

而她肚子里这个经过寒冬历练的小家

伙肯定身体倍儿棒，活力无限。

市气象局宣布，从 12 月 1 日开始

上海已经正式入冬啦，相比往年略有

提前，冬天也变得更长了些，这使得今

冬的考验变得更加艰巨。为此，我个

人还有两个御寒法宝，一是对工作的

绝对热情，二是为建设新时代添砖加

瓦的劲头攻无可破。经历过这个难熬

的冬天，春暖花开指日可待！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大范围降温，

上海也正式入冬。一到傍晚，风就变

得凛冽，冷空气夹杂着潮湿的水汽，似

乎要将寒意侵入人的骨髓。在外面不

管多体面优雅，晚上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脱下厚厚的外套，迅速打开空

调。虽然空调已经成为南方人过冬必

备的家电之一，但关于冬天的记忆，我

印象最深的却还是汤婆子。

我小时候用的汤婆子是暗金色

的，扁扁的圆形，外形长得像自家菜园

种的南瓜，胖墩墩十分可爱。汤婆子

上方一般都有个带螺帽的口子，家里

还有个小漏斗，专门搭配使用。到了

寒冷的冬天，爸爸会烧很多热水，通过

小漏斗把滚烫的水灌进汤婆子，之后

旋上螺帽，确保水不会流出来烫到

人。之后，将灌满热水的汤婆子塞进

配套的布袋子里，就可以拿在手上或

者塞进被窝里用了。

南方的冬季湿冷得很，冬天连钻

进被窝都需要勇气。别看汤婆子并不

大，但保温效果特别好，有了它我才有

勇气钻进被窝，一觉睡到第二天，被窝

里还是暖烘烘的。汤婆子的表面导热

很快，我小时候顽皮，有一次不小心碰

到汤婆子表面，皮肤被烫到，疼得嗷嗷

叫，把爸爸妈妈心疼坏了。自那次以

后，爸爸会反复检查，确保汤婆子安安

静静、老老实实地躺在布袋子里，这样

跟皮肤接触的温度就刚刚好了。

据说，汤婆子这种取暖用品有着

悠久的历史，在明清已是家家取暖的

必备之物。宋代诗人顾逢还专门写了

首诗：“皤然一器微，有用在冬时。永

夜寒如许，孤衾暖不知。少年皆见弃，

老者最相宜。却恨无情处，春来便别

离。”冬夜里，汤婆子慢慢释放的热量，

让每一个大人小孩的梦乡都静谧、温

暖，它不会像空调、电热毯，会让人口

干舌燥、皮肤发痒，或有嗡嗡的噪音。

这是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感受到的

好，那种稳妥的熨帖感，正如岁月带给

人的积淀一样。

久在都市生活的我，好久没有用

过汤婆子取暖了。爸爸过世后，也没

有人会耐心又细心地给我准备汤婆

子，帮我掖好被角、确保不漏风，再拍

拍被褥，叮嘱我早些睡觉。我学生时

代的冬天记忆，大多数是伴随着汤婆

子一起的。又想起那时在睡前，经常

和爸爸妈妈一起泡脚，也不用毛巾擦

干，反而用脚丫子抖干水分，嬉笑打闹

着钻进被窝，在汤婆子的陪伴下，我们

一起读书、看电视、聊天，在甜美的梦

乡中期待第二天的到来。

如何过冬 各显神通 □乔治

“暖”鸟大欧
□Jun

难忘汤婆子的好 □张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