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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更花
终日盯屏幕
行文谋此生
字如阿狗大
昏眼始看清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学理发
分寸之才艺
头须显功夫
仗义狗模特
无利也无图

补藕
风寒尤可畏
入水搅淤泥
为看清荷举
偷闲补藕齐

护雏
舐犊老牛爱
护雏母鸡情
天性无分界
人伦更重行

随笔

年， 在腊月的深处召唤。 幸福，
在酝酿， 在升腾……

儿时的记忆里， 每当迈进腊月的
门槛， 我们就开始天天板着手指头盼
着过年了。 其实， 当年盼望过年的理
由很简单： 因为只有过年， 才可以吃
到甜甜的糖果、 喷香的饭菜， 才可以
穿新衣服， 还可以得到长辈们的压岁
钱。 更重要的是， 终日忙碌的父母只
有过年了才有时间陪我们， 那段时间
才可以充分享受到父母的关爱。 简单
的生活， 纯朴的愿望， 让我们对 “幸
福” 有了最简单的定义———幸福就是
过年的感觉。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时下， 我
们已无需再为吃穿而烦恼， 但是激烈
的竞争加快了生活的节奏， 让我们都
负重前行。 为人父母的我们， 同时还
扮演着多重角色， 快节奏的生活， 让
我们很少有时间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 似乎只有等到过年了， 才有闲暇
和亲朋好友聚聚会 、 聊聊天 。 俗话
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 在这美好
的日子里， 大家一起总结过去， 展望
未来 ， 在聚会中相互鼓励 、 共同祝
福 ， 这 一 刻 ， 所 有 的 烦 恼 都 会 烟
消 云 散 ， 剩下的只有信心和希望 。
春节 ， 像一根忘忧的丝带 ， 连接你
我， 传递真爱， 而幸福， 就是劳累后
的一种轻松。

人到老年， 他们的幸福其实也很
简单， “常回家看看” 道出了天下父
母的心声。 在他们看来， 不管有钱没
钱， 只要一家人能平平安安、 团团圆
圆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年复一年，
他们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为儿女们
祈祷祝福。 就拿年夜饭来说， 每一道
菜都有它深刻的意义， 比如： 餐桌上
的鱼要吃一半留一半， 代表着年年有
余， 日子越过越红火； 最普通的青菜

和萝卜， 都有它一定的意义， 希望一
家人在新的一年里清清白白做人， 干
干净净做事； 再有除夕吃芋头是祝愿
全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能多 “遇 ” 好
人； 吃葱蒜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聪明会
计算……也许这只是一些没有根据的
习俗， 但这些美好的祝愿饱含着父母
对儿女深深的爱。 餐桌上一家人有说
有笑， 父母的心里比什么都甜， 其实
老人们的愿望很简单， 只要一家人能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举杯欢庆， 共度
新春那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

有一句话这样说： 团圆是一道长
长的线， 这一头系着一个叫 “家” 的
地方， 另一头系着一种叫 “爱” 的真
情， 而春节， 就是这条长线上那个最
有历史意义的刻度。 生活总在重复，
日子总在继续， 在无数的重复中， 有
一种幸福叫过年， 因为这个节日的主
题是团圆， 而团圆的名字就叫幸福！

有一种幸福叫过年 □徐学平

（一）
年，
是地标，
是花衣服、 新对联、 红灯笼
是大福字， 挂钱、 二踢脚

年,
是念想，
是擀面杖下的饺子皮
也是墙上的黄历牌

年，
是一炷香、 一个响头
是山茶花
是风花雪夜

年，
是小孩的游戏过家家
是忽忽摇摇的谷草垛

年就是年夜饭，
年就是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二）

与前两天比
柳枝柔软了
好像春风为它按摩了已久
它们一棵棵在河岸边
抻着懒腰， 舒展着筋骨
一个冬天的憋憋屈屈
一肚子苦水倒出来
小草一样顶着阳光
好不容易迎来了春江水暖

人们兴奋着
那些小孩伢子
忙忙叨叨
一把把二踢脚
把这个大雪覆盖的小山村
点亮了， 崩活了
山前山后
没有一处犄角旮旯
成为死角儿

过年， 人们
喜悦的往年跟前奔
一列列绿皮子火车
停在柴火垛前的三等小站
等着， 再等着
老亲少友、 背井离乡的人
围前围后， 一把鼻涕一把泪

过年， 家家户户
撕去了老黄历
翻开新的一篇儿
杀猪宰羊， 和面、 蒸年糕、 豆包
包冻饺子， 贴对联，
一切从头再来

过年好！ 大人们、 孩子们
抿着嘴， 笑呵呵
又长了一岁！

□张黎明

过年 （ 两 首 ）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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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雪后， 微信朋友圈里的雪景
图片也开始纷纷扬扬、 铺天盖地。 大
家的热情被一场久违的大雪点燃， 朋
友们在雪景下面配上优美的文字， 连
平日里性格最粗糙的人也变得细腻起
来， 发出图文并茂的微信， 抒发一下
喜悦之情。 雪， 帮人们找回了一颗温
润美好的心。

想起 《世说新语》 里记录的谢府
在大雪来临时吟诗的情景。 谢安问：
“白雪纷纷何所似 ？ ” 侄子谢朗说 ：
“撒盐空中差可拟 。” 侄女谢道韫却
说： “未若柳絮因风起。” 后来人们
用 “柳絮才” 指女子聪颖有才学。 书
香门第， 雪趣盎然。

雪从遥远的年代飘洒而来， 早就
被我们赋予了诗意和浪漫的色彩。 所
以大雪来临， 我们才会忽略了雪带来
的天气寒冷和交通不便， 只享受着雪
后的种种美好。

不仅仅是养尊处优的有闲阶级，
我们普通百姓也会因为雪而诗兴大

发 ， 尽情地抒发大雪带来的美好心
境。 雪是上天最公平的恩赐， 从阳春
白雪到下里巴人， 雪带给我们的惊喜
是一样的。

雪后银装素裹的世界怎能不让我
们惊喜呢？ 长夜里， 雪落无声， 等到
天明一看， 雪已经悄然铺展到每一个
角落。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天地之
间一片洁白。 我们仿佛忽然间置身于
琼楼玉宇之中， 整个人都变得那么高
洁与清雅。

这场大雪，那么可爱可亲，让我们
不由地想要融入雪中， 去享受缤纷的
雪趣。 堆雪人，打雪仗，大家在雪中追
着闹着。有人护着一方角落，不让别人
来踩踏，他要在雪上写字。他以树枝代
笔，写爱，写诗，为自己的心上人写下
最美的诗句。 爱意留痕，白雪为鉴。

文友圈里， 大家更是不甘寂寞。
一首首咏雪的诗歌， 真是的 “忽如一
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场
雪催生出无数诗篇。 即使是小孩子也

不示弱， 他们把老师教的咏雪诗句背
诵出来， 借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那些
关于雪的千古绝唱， 依旧可以让我们
触摸到千百年前雪的清凉和美丽。 就
连电视台也跟着一起凑热闹， 播完新
闻之后， 会加入一些雪景与雪趣的唯
美镜头， 诗情画意。 最有趣的是老家
的堂哥， 他多年里都是在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上忙碌， 下雪后他拍下了雪覆
麦田的图片发到微信上， 然后写上一
句： “今冬麦盖三层被， 来年枕着馒
头睡！！” 后面连用了两个感叹号。

因为雪， 我们变得诗情画意， 找
回了失落的诗心。 雪为什么让我们变
成了诗人 ？ 因为大家都带着感恩之
心， 雪是天上的精灵， 与我们来赴一
场冬的约会， 感谢上天的恩赐， 把圣
洁和美丽带来 ， 也把诗意和吉祥带
来。 雪， 是祥瑞之兆， 瑞雪兆丰年，
一场大雪足以让我们普天同庆。

雪让我们变成了诗人， 请为雪写
下属于你的优美诗行……

散文 雪让我们变成了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