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做花奴
离家时日久
小院早荒芜
江湖事纷乱
何妨做花奴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画不像
诚邀模特狗
描绘出新姿
内外两相看
何来又一只

迷蝶香
风游山野过
细读草间花
随意翻书页
墨香迷蝶夸

雨中行
夏雨性情怪
乱来无限时
骑车如打伞
风里难奔驰

随笔

经常看到这类文章， 年轻的时候
一贫如洗， 住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
一边流泪一边啃着面包， 梦想有一天
可以住进宽敞温暖的大别墅， 从此摆
脱苦哈哈的生活。

未来有一天， 终于搬进大别墅，
便开始回想年轻时心无旁骛地拼搏奋
斗， 偶尔吃一顿大餐就可以快乐好几
天的日子。

于是感叹， 原来物质生活提升后
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幸福， 原来早年
的艰辛岁月却蕴含着最简单的快乐。
反而会觉得， 在过去的苦难日子里只

感受到了苟且和痛楚， 如今的美好生
活却又体会到了空虚和遗憾。

这类文章往往能收获很多人的共
鸣， 人们似乎更愿意沉浸在这种情绪
当中不能自拔。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对夫妻买过
一个很漂亮的碗， 使用一段时间后，
有一天突然发现碗边有个小豁口， 虽
然 不 影 响 使 用 ， 但 在 洗 碗 的 过 程
中经常把手划破， 于是每次洗碗变得
小 心 翼 翼 ， 但 丢 掉 这 只 碗 又 觉 得
可惜。 就这么一直纠结着， 直到有一
天无意中打碎了这只碗， 才觉得如释

重负。
不禁让人思忖， 为什么我们总喜

欢折磨自己呢？ 单身的时候渴望婚姻
的安全感， 婚后又羡慕单身时的自由
自在。 期待被关注， 但又怕被无数双
眼睛注视而不安。 成年人羡慕儿童的
无忧无虑， 小孩子又希望可以像大人
一样主宰自己的生活。 难道人人天生
就是个矛盾体？ 拥有鱼的时候还惦记
着熊掌， 得到熊掌的时候又渴望鱼儿
快上钩。

还是那只有缺口的碗， 它不影响
使用又很美， 舍不得将它扔掉， 那就

坦然接受可能被划伤的后果， 如果不
想洗碗变得紧张兮兮， 那就果断地将
其扔掉 。 如今过上了相对幸福的生
活， 适当忆苦思甜是有必要的， 秉承
早年的简朴生活也是很好的， 只要你
愿意， 继续保持简单的快乐更是无何
不可的。

说到底， 幸福是个不定式， 过去
的永远不再回来， 将来永远只是个未
知数。 与其纠结不定， 将能量榨干耗
尽， 不如多关注当下， 享受此刻拥有
的一切， 毕竟我们能够拥有的更多的
是当下某个幸福的瞬间。

幸福“不定式” □南山

春天的集结号吹响
八方涌来的老兵， 陆续入伍
在童年里报上姓名
找你， 也找自己

搜寻记忆密码， 开锁
原来， 你我的顽皮
都没有长大？

最后的拥抱

风慢下来， 云慢下来
河水， 慢下来， 时光慢下来
脚步也慢下来
唯有孤独快起来
催促体内的花， 盛开

眼睁睁看着你
急忙跑过去
却发现隔着无数个自己

给你最后的拥抱
有没有正常的阳光

把花儿灌醉

听， 花在开， 那么轻那么轻
带着欣喜， 带着泪
粉色长裙， 起舞， 飞旋
叶片儿也闪闪发光

细心浇水， 施肥
每天看着发呆：
把花儿灌醉， 把花儿灌醉
却忘了， 花朵不会喝酒
一喝就枯萎
春山， 春水， 春枝头
漫山小草， 绿树， 山花
隐秘的泉水， 小木屋

身中情花毒的女子醒来
掬一捧泉水， 甘甜
醉， 一片嫩绿

□王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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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 春节假期转眼过去，
对于外出谋生的人们来说， 在短暂的
团圆之后， 又将是长长地离别。

为生计所驱迫， 我和妻子远赴外
省 打 工 ， 把 年 仅 两 岁 的 儿 子 留 在
乡 下 老家 ， 由我的父母带养 。 在外
打拼的日子， 我们想的念的都是千里
之外的亲人。 熬到了岁末年关， 盼来
了春节假期， 我们大包小包地回到老
家， 就想着多陪陪家人。 然而， 相聚
的日子总是短暂， 转眼又到出远门的
时候了。

我家地处偏远， 交通闭塞， 为了
能在三次转车后， 于傍晚七点前赶到
市里的火车站， 我和妻子清晨六点半
就得坐首班车从村里出发。

出发前夕， 因了太多的不舍和牵
挂， 我和妻子彻夜难眠。 挨到凌晨四
点， 窗外仍是一片漆黑， 但厨房里已
经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声。 不用说，
父母早早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餐了。

接着， 堂屋里传来了母亲零零碎
碎的话音， 那是她在神龛上香时说的
祈福话。 每次我们要出远门， 母亲都

要上一炷香， 祈求祖先保佑， 让我们
平平安安地去， 平平安安地回。

行程紧迫， 我和妻子先后起床。
趁着妻子检点行李的空隙， 我走进光
线晦暗的厨房。 厨房里， 眼布血丝的
母亲正在打包几块腊肉和一些糍粑，
锅里煮着十几个鸡蛋， 显然是要给我
们路上吃的。 父母养了十几只鸡， 母
鸡没少下蛋， 但他们舍不得自己吃，
而是一个不落的存放着， 要等我们回
家了才拿出来。 记忆中， 母亲只有到
了隆重场合才会煮鸡蛋的。

父亲抱着我还没睡醒的儿子， 坐
在火炉边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一
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儿子从小跟惯
了我父母， 对我和妻子日渐生疏， 甚
至晚上都不肯跟我们睡。 我知道， 作
为一个父亲， 我是失职的， 却也无可
奈何。

火塘里火舌跳动， 将父母的影子
拉得很长很孤。 我们一家人都被笼罩
在离别的伤感情绪中， 气氛显得有些
凝重。 突然， 我心头一阵颤动， 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要流出来。 我好想再抱

抱哪怕是熟睡了的儿子， 虽然他纯净
稚嫩的心灵还感知不到离别的滋味；
我好想跪下来庄重地给父母磕一个响
头 ， 请求他们原谅我的不孝 ； 又或
者， 我该敬父母一杯酒， 什么都不用
说， 把话都融在酒里。 然而， 我什么
也没说， 什么也没做， 只故作轻松地
背过身去， 任凭心中百感交集， 思绪
万千……

吃过早餐， 是时候出门了。 父母
坚持要送我和妻子到村口。 儿子在我
父亲怀里醒来， 他不哭不闹地看着我
们， 摇摇手说： “再见。” 我鼻子陡
然一阵酸， 眼里有液体要流出来， 但
我和妻子都笑着对儿子说： “再见。”
临别之际， 我很想跟父母说几句， 让
他们多注意身体， 但我说的是： “你
们快回去吧。”

上了班车， 我和妻子找到空位坐
下来， 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一任心情
浸泡在伤感的情绪中。 是啊， 又出远
门了。 父母把家里的土特产塞进我们
的行囊， 鼓鼓囊囊的， 但我们知道，
我们带不走的是浓浓的乡愁。

散文 带不走的是乡愁
（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