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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寒假日
冬日暖阳如春梦
倚窗眯眼养精神
醒来闲写分行册
纸上风景见森林

冬补
三九隆冬腊梅俏
地闲人忙补肥膘
铜锅羊肉芝麻酱
白菜豆腐宽粉条

御寒
忽报天将雪
风急满街呼
何以御严寒
围炉烤白薯

早晨
我抖落一身霜花
行走在冬天
干冷的阳光
紧裹着我前行的脚步
我微微的气息
弥漫在整个天空

来一场猛雪吧
飘呀飘
飘呀飘
积起厚厚的一层
让我的足迹
在阒无人迹的原野
一个一个伸向远方

叶的呈献

一树婆娑或斑斓耀眼
都是你对岁月美的呈献
在余寒未尽的枝头
从一茎茎嫩芽
长出一个生机勃发的春天
来到激情四射的五月
挺着无限葱茏
与烈日骄阳
奏响夏的欢歌
然而
我更喜欢你们
乘着秋风
一片一片
扑向大地
用满地浑黄
直逼万里蓝天
让迈着沉重步履的行吟者
在你泛出的光芒里
踽踽独行
直到与地平线那样
苍茫遥远

随笔

快到年底了， 我拿出记账本， 打
算 把 家 里 这 一 年 的 账 单 好 好 整 理
一番。

正当我按着计算器， 在本子上写
个不停时， 老公走过来， 手里拿着一
个记事本， 对我说： “老婆， 我看你
平时喜欢做生活账单， 我也效仿你，
就做了一份爱情账单， 把平时忘记做
的 事 情 记 下 来 ， 时 刻 提 醒 自 己 去
做 ， 你看怎么样 ？” 我凑过去一看 ，
上面写着 ： 下班后 ， 和老婆一起做
饭； 老婆过生日时要有蛋糕和玫瑰，
老婆说这样才有仪式感； 老婆洗衣服
时， 帮她一起洗； 老婆心情不好时，
要陪她聊天， 开导她， 不能自顾自地
玩手机； 天气好的时候， 和老婆一起
去郊游……看到这 ， 我 “噗嗤 ” 一
笑， 列得还真详细， 就是不知道能否
做到。

晚饭后， 老公在书房里玩游戏，
我去阳台洗衣服。 洗到中途， 我发现

有双鞋子还没洗， 就冲老公喊： “帅
哥 ， 快帮我把鞋柜里的脏鞋子拿过
来！” 书房里传来老公的声音： “等
一会儿， 我这局游戏马上要结束了！”
我正想发火， 没想到老公手里提着脏
鞋子， 出现在我面前， 笑着说： “老
婆， 你在洗衣服啊， 我来帮你洗鞋子
吧？” 怒气顷刻间消失， 我纳闷地问：
“你不是说要等会儿吗？ 怎么这么快
就过来了？” 老公说： “我把爱情账
单贴在电脑屏幕前， 刚回你话时， 不
自觉地扫了一眼账单， 看到上面写着
要陪你洗衣服， 就条件反射地扔下游
戏， 去拿鞋子啦！”

有一次， 我工作中犯了个错误，
受到领导严厉的批评。 下班回到家，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
言不发， 也没心情做饭。 老公见了，
不像以往那样嚷着 “饿死了， 快点做
饭”， 而是兀自走进厨房忙活着。 一
会儿工夫，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

面前。 老公说： “老婆， 我还不会煮
饭， 但我以后肯定会学， 你先将就着
把这碗面吃了吧。 等肚子填饱了， 心
情就不会那么糟糕了 ！” 老公的话 ，
让我大为感动， 虽然胃口不好， 但我
还是把面条吃完了。 老公一边吃着面
条， 一边开导我， 我的坏情绪很快消
失了。 我不禁问老公： “上次没看到
你的爱情账单上写， 要在我心情不好
时， 做饭给我吃啊！” 谁知， 老公神
秘地一笑说： “那是我后来想到的，
就加了上去。 我的爱情账单， 一直在
增加新内容呢！ 你不信去看看！”

我拿来账单一瞧， 上面果然增加
了不少内容： 我希望老婆对我的关心
能多一点； 我的秋裤不保暖了， 老婆
忘了给我买新的； 我希望老婆每天对
我说晚安……看着看着， 我感到脸上
火辣辣的， 我想我也要列一张爱情账
单了。 为爱付出，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的事。

老公的爱情账单 □贾贤莉

□蔡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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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在 《生命的
化妆》 中曾写道： “三流的化妆是脸
上的化妆 ， 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
妆， 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 这
短短一句话就把化妆的所有境界都给
概括了。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
的， 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异彩纷呈， 怎
样才能给自己的人生涂抹上容光焕发
的妆容， 值得我们深思。

给自己的人生化一次妆， 人不妨
多读圣贤书。

时下有一句流行语 “人丑就要多
读书”。 在我看来这里的 “丑” 并不
是指容颜的美丑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
那个最为真实的自我 。 古诗有云 ：
“胸藏文墨怀若谷 ， 腹有诗书气自
华。” 读书能够让人睿智深邃， 极富
禅理， 书中看似简简单单的几笔， 却

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内涵。 人生活在俗
世， 难免浮躁和焦虑， 而书中的文字
总是能够让人感到内心的平静。 话说
从前有一个强盗抢得金元宝无数， 害
怕被追查， 于是选择出家躲避。 他将
金子磨成粉掺和在墨里， 抄写在经书
之中， 不料时间一长反被经书中的哲
理所劝服， 最终到官府自首以求得心
安。 至于故事真伪已不重要， 重要的
是他能够有一颗真正从善的心。 给自
己的人生化妆， 如果内心不被净化，
纵使外表多么艳丽， 穿着打扮如何富
贵， 其妆容依然丑陋不堪。 给自己的
人生化一次妆， 不妨多读读书， 净化
自己的心灵 ， 让真善美变成一种习
惯， 让笃定的从容和淡然自信的气质
与之相伴。

给自己的人生化一次妆， 不妨去

远行。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书能够净

化我们的心灵， 而行走不仅能释放心
情， 还是一场对自己人生的修行。 行
走之中你便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和理解
人间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 用心去
感受这个世界， 开阔自己的眼界与心
境。 让内心与灵魂在路上， 让真理与
理智碰撞。 闯荡大千世界， 便会经历
各种奇遇， 克服性格缺陷， 依然对这
个世界保持温暖如故。 不卑不亢， 不
骄不躁，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态度。 给
自己的人生化妆， 不仅仅表现在脸上
和骨子里， 还在于脚下踏过的山河。
去远行， 挑战自己给生命一个惊喜，
无疑是一次再精彩不过的妆容了。

给自己的人生化一次妆， 不妨坚
持学习。

我们都是平凡的个体， 我们的躯
体终将老去， 我们的容颜也终将会被
皱纹所代替 。 而生命妆容与年龄无
关， 与长相无关。 不断坚持学习不仅
能够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修养， 还能充
盈自己 ， 让人生变得富有品位和意
义。 坚持学习不仅能够领略知识的精
彩， 还可以拒绝平庸。 即使我们到了
耄耋之年，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碌碌无
为而后悔， 更不会因为年少的无知而
惶恐。 给自己的生命化一次妆， 让生
命的妆容显得更加坦然。

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其实人生的妆
容也是一样， 不妨让我们打开自己的
内心，多读读书净化心灵。 美由心生，
内心干净，处世泰然，做人坦诚，如此
这般，生命的妆容，岂能不美！

散文 给自己的人生化一次妆

行走在冬天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