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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 黑墨
黑白原是生命的本色
偶尔经名家的大笔一挥
立显云山雾海
江河之浪滔滔不尽
山林急湍
上入云 下蜿蜒
千里江山 万里长城
豪情淋漓于一张宣纸
更有那
枝枝梅花以女组成
只需轻轻几点红意
就笑得如真女子一般
香气四溢
令观者止步回首
只想挽下几枝

虎视眈眈于墙
双目充血 长啸林月
静卧 尽显王者之气
腾身 威风随山风而来
龙隐与云端
只见风啸九天
云飞驰如骑
并不见五爪
观者好奇问其故
画者答曰
最凶狠的爪在笔里藏着

二胡

伶仃瘦削的书生
携一柄长剑 独对斜阳

忧伤的琴师
总爱在黄昏或在月明之夜
沿两根琴弦
把佳人的泪珠
抑或壮士的喟叹
自心里拉出一根透亮的丝

好像 只有在流浪时
才能产生歌唱
也只有用灵魂歌唱时
才能引起共鸣
两弦之间 天地悠悠
漂泊倦了
便会把自己的影子
挂上 客舍的墙壁

乡村的夜晚

每个人都应该感谢随笔

散文 □朱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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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离开工作三年的公司了， 内
心十分不舍， 吩咐前台秘书通知全体
同事， 晚上到老地方酒楼打牙祭， 作
为告别宴， 我请客。

秘书问 ： “全体同事指的是哪
些人？”

“本部门及其他部门的人， 包括
保洁阿姨、 保安等。”

“可是 ， 其他员工离职的时候 ，
都只请本部门的人吃饭啊。” 秘书有
些不解。

“对我来说， 所有的人都应该感
谢！” 我意味深长地说。

晚宴准时开始， 几十个人分成三
桌坐好。 我从坐在首席的领导开始敬
酒， 逐一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一直以
来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配合， 感谢他
们陪我度过三年多的美好时光。

轮到保洁阿姨时， 我动情地说：
“谢谢你们每天一大早赶来打扫卫生，
清走垃圾， 将地板打扫得一尘不染，
把办公桌椅擦得油光锃亮， 营造出整
洁舒适的办公环境， 我们能够愉快工
作， 屡创佳绩， 有你们的一分功劳！”
保洁阿姨目光中露出无限感激和满足
之情， 跟我说了很多祝福的话， 说到
后来， 几乎哽咽了。

轮到保安了， 我真挚地说： “谢

谢你们每天坚守岗位， 风雨无阻， 笑
迎我们上班， 用热情关切的目光和真
诚道别的话语送我们下班， 谢谢你们
为我们的工作保驾护航， 了却很多不
必要的叨扰！” 保安双眼泛红， 不断
说谢谢我的赞言……

人格不分贵贱， 职业不分高低，
只要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 其实都应
该感激于怀。 一声 “谢谢”， 貌似无
足轻重， 却如春风化雨， 带给人向上
的动力， 增添几分乐于助人的信心和
激情， 无形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 相处更加融洽、 和谐和温馨。

鲁迅有句名言： “感谢命运， 感
谢人民， 感谢思想， 感谢一切我要感
谢的人。” 对鲁迅先生来说， 感谢一
切要感谢的人 ， 甚至包括对手 、 敌
人， 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 激起他的
愤慨， 促使他砥励前行， 满怀忧国忧
民的思想， 拿起如椽大笔， 创作更多
如匕首、 似投枪的扛鼎之作。 今天，
对我们来说， 也在感谢一切要感谢的
人， 哪怕是竞争对手。

感恩， 代表一种博爱的胸怀， 一
种超然的涵养， 一种直透胸臆的人间
温情 ， 一种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密
钥。 感恩， 从学会感谢身边的每一个
人开始。

□李职贤

茶事

红袄漫话

与邻同忙
枣青桃红丝瓜长 邻家院子农事忙
我在纸上种文字 无边风景心中藏

回乡谣
城市喧闹地 我心喜农村
仍是一卷书 继续做呆人

养善护心
善待身边事物 点点滴滴不弃
我若是棵小草 亦期大树可依

秋 韵 □范云春 摄

□李波

我喜欢公婆家这儿的夜晚。
乡村， 傍晚的余晖将水泥院落洒

下一片金黄， 院墙拉长， 鸟儿们叽喳
谈论着一天的见闻， 意犹未尽地到树
叶间歇息去了。 晚风悠悠送爽， 夜晚
悄然而至。

公公将饭桌放在院落中央， 我将
做好的菜逐个儿端上桌， 菜香四溢，
儿子迫不及待地伸手， 被爱人轻轻打
了下手以示惩戒； 爱人和公公当然要
喝上几杯了。 婆婆怕有蚊蝇， 早就在
餐桌旁点燃一捆艾草圈， 艾香袅袅。

几声远远近近的犬吠， 偶尔还有
蛙鸣， 墙角的蟋蟀也在唱着古老的歌

谣 。 公公咂了口酒 ， 乐呵呵说道 ：
“村子里前不久支起了乒乓球台， 白
天年长的男人们得空就去锻炼， 像他
这样的零基础学员， 现在打起球来也
有模有样了。” 婆婆接着说： “现在
晚饭后大都去街道上看广场舞， 村子
里一共组织了三支队伍表演， 跳得可
起劲了！”

我一听，便有些按捺不住，对爱人
说：“今晚我们也去看。 ”公公忍住笑，
对我说：“现在农村越来越好， 你看咱
们自家种的窄叶韭菜水分少，多鲜亮；
还有小柿子，好大棵，上面挂着和小灯
笼似的，随吃随摘……”

我赶紧点头：“用上自来水也是惠
民工程。 ”公公又爽朗地笑起来：“我们
现在每月有独生子女补助， 还有老年
人补贴，哈哈，我一庄稼汉也领上‘养
老金’了。 ”婆婆马上回应说：“以前谁
会想到， 我这样的老太婆现在能有两
块智能手机呢。 以前觉得‘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就是好生活了，现在社会发
展太快了……”隐隐的，我们听到了广
场舞金曲“小苹果”的声音，于是，我们
一家三口出了家门。

以前的土路早就建成了水泥路，
路边也安上了路灯， 很多人家门口都
摆放着私家车。 我看到这里禁不住对

爱人说： “以前我们回去， 运气好的
话能搭上顺风手扶拖拉机到公交站；
运气不好， 又赶上下雨， 全家出动，
一辆电动车一辆自行车到公交站， 别
提多狼狈了。”

我们边说边感慨， 很快就来到了
广场舞观众的队伍里。 人们脸上洋溢
着轻松的快乐， 老人不停为小孩子来
回摇着蒲扇， 而安静不了很久的小孩
子总是调皮地人群中穿梭， 《荷塘月
色》 广场舞开始了， 我欣赏之余偶尔
抬头看到有几颗星星眨着眼睛， 看着
下面欢乐祥和的村庄。 我猜它们也和
我一样吧， 喜欢这样村庄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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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天一壶茶 暑热茶一壶
忙闲皆有时 浓淡入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