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活有趣
果熟便去摘果
茶好就来喝茶
花香自随风散

最怕活成 “事妈”

池塘戏
池塘最近繁忙
青蛙叶上宣讲
柳枝藏蝉附和
小鱼窃喜清凉

调空
外面骄阳炙烤
还有心火正旺
空调仅能止汗
自调心境清凉

除烦法
阿狗近来好学
文史哲美乱翻
其实只看图画
学学书生除烦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先生说， 待我们步入老年， 就将
城里房子卖掉， 寻个人烟稀少地， 养
一群鸡鸭 ， 买几头猪崽 ， 养几只羊
羔， 住土坯房， 修篱笆院， 植满院花
树； 书架上摆满书籍， 书桌上放个小
鱼缸 ， 养几尾金鱼 ， 屋子里垒个土
炕， 烧个火炉， 每天睡到自然醒， 早
晨逮住母羊挤奶 ， 中午蹲鸡窝旁等
蛋； 自己种地自己吃， 看蓝天， 沐溪
水， 呼吸湿润的空气……

我说， 好， 等我们七十岁以后就
去过那样的生活。 先生说， 七十岁太
老了， 等我忙几年， 事业成功了， 我
们抛下一切就去。

这话儿我俩说了一年又一年， 七
十岁还早， 日子永远忙不完， 事业走
走停停， 离成功远着哩。

一天， 我和单位门卫室的大爷闲
聊， 大爷说他老家在山里， 有个大院
子， 有一排土坯房， 院里开了几畦菜

地， 家里有井， 地里的蔬菜被浇灌得
水灵灵 、 鲜亮亮 。 老伴在山坡上放
羊， 大爷则在家做木工活， 五天一次
拿到集市上卖 。 我问 ， 那日子很惬
意， 怎么进城看大门了？

咳， 大爷哀叹道， 家里俩儿子都
在城里工作并安家， 老家就剩我和老
伴， 山里离城太远了， 开车也要一小
时， 夏天还好说， 要是冬天大雪封山
了， 我们老两口身体有恙， 孩子们赶
也赶不回来， 等120来了， 也晚了三
秋了。 所以， 我和老伴决定下来投奔
孩子， 可在哪家住久了， 儿媳的脸色
也不好看， 我和老伴商量， 在城区找
了份看大门的工作， 老伴白天去儿子
家带孙子， 晚上来这里和我看大门。
其实呀 ， 人老了 ， 就想跟儿女在一
起， 心才踏实。

我回家和先生说起此事， 他没有
说话。 过了几天，先生和我商量，想把

现在居住的房子卖了， 再买个大一点
的房子，最好是一楼，接地气。 等过几
年，父母老了，把他们接来城里住……

那一晚， 我俩都关掉了电脑、 关
掉了手机， 谈了很久， 关于现在， 关
于未来， 关于老年， 第二天， 我一觉
睡到中午， 起床后发现， 阳台上多了
几盆花， 书桌上多了个鱼缸， 鱼缸里
的鱼儿欢快地游着 。 先生在厨房忙
碌， 饭菜的香味儿从里面飘出。 我倚
在厨房门口问他， 假如有一天， 我们
可以放下一切 ， 去过我们想要的生
活， 但孩子离不开我们， 可咋办？

酸， 他说， 孩子离不开我们， 当
然我们不能走， 就怕有一天， 我们离
不开孩子了， 那才难办。

是呀， 无解。 我皱皱眉头说。
他笑着回答， 有解， 不等老了，

就要学会在车马喧嚣的城市， 在心里
修篱种菊， 心静了， 哪里都是田园。

一边喧嚣，一边田园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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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给老家打了个电话， 铃
声响了许久才接通 。 母亲边喘边问
我， 吃了吗？

我应了一声， 问： 你呢？
还没啊， 刚从地里回来！ 母亲疲

惫地说， 正种棉花。
我不由得心疼起来。 在城市， 我

早已吃过晚饭。 可在乡下， 母亲却刚
从田间劳作回来。 漆暗的厨房， 锅灶
冰冷。 我责备母亲， 不要不分昼夜地
忙活。

挂下电话， 想起了故乡的秋天，
成片棉地铺沿开来， 大朵大朵的棉花
在枝头绽放。 年迈的母亲， 步履蹒跚
地穿行在田沟里， 将那些白灿灿的花
朵轻轻摘放到腰间的布袋中。

小时候， 我的学费都是从一棵棵
棉树上积攒起来的。 到了棉花采摘时

节， 每天一回家我便扔下书包， 跟随
母亲到地里帮忙 。 我在前 ， 母亲在
后。 由于我身小轻便， 那些开在枝腰
的， 或者垂落地下的花， 我负责采。
这样母亲就不用弯腰了。 童年时期，
我与母亲都这般搭档。

长大后， 求学他乡。 偶尔放假回
家， 母亲也不肯让我下地， 怕耽误我
的学业。 而她自己依旧在那几块棉地
里起早贪黑， 俯首低腰地不放过一瓣
花絮。

高二那年秋天，周日早晨，母亲吃
过饭就匆匆系上布袋，到地里摘棉花。
我在院子里写作业。 直到中午十二点
母亲还没回家， 我跑到离家不远的棉
地里喊母亲。在地埂上，我看见母亲垂
头坐着，邻居李婶也在身旁。母亲中暑
了，多亏李婶及时赶到。望着母亲苍白

的脸，我胆战心惊，难过不已。
刚到省城读大学， 我打电话回家

告诉母亲， 学校的棉被十分单薄， 不
暖和。 母亲立即对我说， 我把今年摘
的棉花， 打床新被子， 给你寄过去。
半个月后， 我从邮局领到了新棉被。
几年大学的冬天， 母亲的那床棉被一
直温暖着我在异乡的漫长寒夜。

棉花， 在贫瘠的乡村， 是农家的
衣食之源。 我的母亲， 在田埂地头，
一棵一棵地栽种， 而后除草剪枝， 精
心地等待。 当一朵接一朵的白花绽开
枝桠时， 我那瘦弱矮小的母亲， 又开
始忙碌， 日复一日地采摘。

农家少闲月， 五月人倍忙。 劳动
节、 母亲节……乡下母亲从来不过，
与一棵棵庄稼相依为命， 从春分忙到
冬至， 日夜辛劳。

□吴婷乡下母亲不过节

我愿意是四月里
最细最细的那场雨
无声地走到你的窗前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虽是默默无语
我却分明看见
你眼睛里闪着的欣喜

我愿意是四月里
走失的那只风筝
流浪到远方
安静地落在
你找不到的地方
哪怕是粉身碎骨
我也会用影子
抓住春天的一角

我愿意是四月里
午后那段时光
你站在梨花和油菜花中间
听春风里的歌
忽然就累了就醉了
倒在我怀里

我愿意是四月里
一首饱含深情的诗歌
无关冷暖
我们周围
是不叫人绝望的绿色
是只有孩子
才想得出来的词汇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给你的春天

采撷一束春天的阳光
装在写给你的信里
不久之后
天气渐暖
雨水渐多
从你那里传来病愈的好消息

捡拾一片春天的花瓣
夹在借给你的书里
桃花红了
油菜花黄了
我还不知道
你的笑容是什么颜色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留住春天的脚步
照片发给你
山朗润水清凉
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株草
谁也不独享春天的怀抱

播下一粒种子
种你喜欢吃的菜
浇水 施肥
用目光传递给它爱
你说春天太瘦了
需要更多花开

□张彦英

四月里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