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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浮云飘连连
有风也有雨
不悲亦不喜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新年到
新年如常过
写字与喝茶
有闲多做饭
无事宅在家

画不像
诚邀模特狗
描绘出新姿
内外两相看
何来又一只

大风歌
三九严寒里
连日追大风
身轻莫乱跑
人狗各西东

父亲
您离开了挚爱的田野
却在我的记忆中绚烂

您的眼睛 像那明亮的清泉
您的肩膀 像那坚实的山
您的脚板 像那载梦的船
您的心 像那晴朗的天

您的额头
让寒风刻出了波浪线
您微笑的眉梢
像那田垄上的镰
您嘴里叼着的烟
吐着回忆
吐不尽岁月的苦与甘

您的汗珠一颗颗地滴落
却滴不尽一生的牵挂与陪伴
您那结满茧疤的手
埋进土里
长出秋天

那条逶迤的山路
已被白雪覆盖
觅不见蜿蜒
但父亲泥泞的岁月
追赶庄稼的心潮
田垄里张跟打靶的身姿
依旧在那里
让我泪流满面

父亲啊
您的白发
被岁月， 裁剪成了丰收的底片
它珍藏在儿子的心头
陪伴着黑土的四季
永远永远

随笔

“在这个城市， 快递员是我家唯
一的客人。” 这是一个朋友的微信签
名， 看后让我咋舌。

她是个自由工作者， 在网上经营
着一家女装店， 每天工作就是坐在电
脑前等着买家主动上门， 与其交流，
随即下单、 发货。 没顾客的时候， 看
看电影、 听听歌、 聊聊天。

一次， 我问她： “你天天一个人
闷在家不无聊吗 ？ ” 她淡定 地 说 ：
“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呀 ， 我习惯
了。” 我又问： “那你多久出门一次
啊？” 她说： “10天左右吧。”

我瞠目结舌： “不吃不喝？ 生活
用品怎么办？” 她哈哈大笑说： “网
购， 我自己就是做这个的。” 我不信：
“什么都网购？” 她回答： “网上什么
都有， 衣食住行全能买到， 我连蔬菜
水果都是网购的。” 我彻底无语。

公司办公室的同事大多是年轻女
孩。 小小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能见到

快递大哥的身影 。 同事小程是个漂
亮、 高挑的年轻女孩， 对网购情有独
钟， 还经常撺掇我们一起网购， 团购
免邮， 多送赠品什么的。 一个月前，
小程在同城市的宠物网店买了两只小
仓鼠 ， 快递员送来的时候吓我们一
跳。 这活物居然也可以快递！

小程告诉我们网购好处多多， 譬
如省时省力， 只要浏览网页、 点点鼠
标就可以了， 远比逛街舒服； 譬如物
美价廉， 比实体店便宜不少； 譬如不
用讨价还价， 不怕被宰， 货比三家更
方便， 看看评价就能决定。

还有一次， 同事小王收到了一张
外地同学的结婚请柬。 大家都夸小王
这个同学细心周到。 以前， 亲朋好友
住得近， 送张请柬骑车个把小时就搞
定。 现在， 远在外国、 不在一个城市
的比比皆是。 所以， 结婚请柬也就省
了。 没想到， 有了快递， 结婚的喜气
依旧可以通过一张请柬传递给亲友。

有一天， 我在大厦一楼服务台遇
见一个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原来他
竟 然 做 了 快 递 员 。 问 其 原 因 ， 也
就无非能挣钱。 与其闲聊得知， 他负
责的区域每天取件送件200多次。 我
大 为 惊 讶 ， 怎 么 会 有 这 么 多 快 递
包裹？

他告诉我， 近两年网购人群越来
越多， 大都是办公楼里的白领。 他们
工作繁忙， 又追求简单生活， 于是多
数人选择轻松快捷方便的网购。 这些
上班族对快递的依赖到了前所未有的
程度， 不仅买衣服要快递， 买菜订餐
也让快递员操办。 朋友戏谑自己像个
售货员， 手上什么商品都有， 比超市
还全呢。

有网购， 快递就形影不离， 无处
不在。 快递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简单
和快捷 ， 但对其过分依赖并不是好
事， 张弛有度、 丰富多彩的生活状态
才健康。

快递时代 □吴婷

□路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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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 进入冬天， 能一直绿着
的树木， 已然不多。 竹子， 是其一。
竹子 “瘦”， 因此， 我习惯于称之为
“一角瘦竹 ”。 我想 ， “一角瘦竹 ”，
其作用， 大概也是为了 “点缀”。 在
万物凋零的冬季里， “点缀” 一角一
角的竹绿， 让人在寒冷中， 遥想夏天
的葱郁； 在心情上， 点缀出一份诗情
画意， 营造出一份浪漫的温情。

我常在丹河边散步， 南北百米的
距离， 就有两角竹子： 一角在北， 一
角在南。

在北的 “一角”， 植于河岸边上，
它的周围 ， 栽满了连翘 ； 对面望着
的， 就是丹河， 丹河里， 则栽满了荷
花。 冬天里， 周围的一切都枯了： 连
翘， 只剩下一根根的秃枝； 丹河里，
则是河面冰封， 一些枯荷残枝， 纵横

地衰败在那儿。 唯独这 “一角瘦竹”，
依然绿着。

我每次走过它， 都会停下来， 看
着它 ， 就让我生发对其它季节的怀
想。 比如春天， 周围的连翘花开了，
遍地金黄， 一种油亮的黄； 这 “一角
瘦竹” 被包围着， 它的绿， 就仿佛急
速膨胀 ， 要肆意流淌开来 ； 风来竹
摇， 它简直就成了金色海洋中， 一艘
飘摇的船， 感觉好美。 若然是夏天 ，
丹河里 ， 满河荷花 ， 清晨从丹河走
过， 荷花馨香扑鼻； 瘦竹清露莹莹，
把孟浩然 “荷风送香气 ， 竹露滴清
响” 的诗意， 演绎得淋漓尽致。

所以 ， 我总觉得 ， 这 “一角瘦
竹”， 虽然只是 “一角”， 也许只有几
十株， 但却是与其周围的花草， 相得
益彰， 极尽美的情致。

在南的 “一角”， 是植于桥头下。
一边 ， 是桥头 ； 另一边 ， 则是一陡
壁， 它是真正被栽植在一个角落里。
也只有几十株， 好在几十株瘦竹间，
还安放了大大小小的石头。 很显然，
种竹人 ， 是想表现一种 “竹石 ” 情
境。 我觉得， 这种竹人， 不俗。 更美
的是， 桥下还有流水， 流水潺潺， 水
声脆响， 很好地渲染、 烘托了 “瘦竹
摇曳” 的情致。

这 “一角瘦竹 ”， 最有画面感 ，
看着它， 你就置身于中国画家的 “竹
石” 画境中了。 很容易让人想到 “修
竹独逸群” “细韵风初发” 的诗意。
而每次走过这 “一角瘦竹”， 都会让
我生发 “逸人 ” 之思 ： “小结屋三
间， 开一径， 俯清溪， 修竹栽教满。”
小屋， 应当是茅屋， 人居屋中， 一场

雨过， 能闻到修竹散发出的细细的清
香 ； 早晨一起床 ， 能于 “清风枝叶
上”， 传出山鸟婉转的啼鸣。

真好。 更好的， 还是要有一场小
雪。

竹叶上， 碎碎的雪挂着， 那么莹
白， 那么轻微， 轻微出一份颤栗感。
而青碧的竹叶 ， 恰好把碎白的雪托
住， 颤巍巍地托着， 一直等着太阳出
来。 阳光下， 碎雪发出七色的光彩，
然后在 “华丽” 中， 慢慢融化成一滴
滴水， 顺着竹叶、 竹竿缓缓流下。 被
雪水滋润的竹叶， 愈加葱绿了。 那份
绿， 染绿了你的眼睛， 你会觉得， 冬
天不再寒冷； 你的心， 会生发一份绿
色的暖意， 让你在寒冬中， 遥望那些
蓬勃的季节， 并且， 生发一些诗意的
畅想。

散文 一角瘦竹

乡村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