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新棉被
小雪已在路上
走线紧跟飞针
新棉加厚床被
不怕大雪封门

身后无防
早市菜肉入袋
安步又当书虫
谁知身后意外
阿狗做了渔翁

惊梦
夜半惊坐起
厨房查火炉
哑然忽失笑
昨已改造无

电采暖
新花开小雪
室暖悦心颜
专心读写画
不愁煤火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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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像候场的神秘主角， 藏在
幕布后面， 即刻翩然而出。

年末岁尾 ， 一篇暖文 《谢谢你
们， 温暖了我的2019》。 我品味两遍，
宛如嗅闻旧年里的芬芳花絮： 104岁
母亲送给85岁女儿自己悄悄留着的糖
果 ； 58岁儿子跳给90岁老母亲的舞
蹈； 男孩用积攒的零花钱， 送消防员
叔叔冰激凌； 女孩地铁站痛哭， 地铁
工作人员送上热水与拥抱； 环卫工人
下班回家时跳起快乐舞步……

平凡人的温暖 ， 令我泪湿眼 。
2020， 我将择这个主题词———温暖 ，
作为修炼的目标。

予人暖者， 自己先暖。 新年里，
我将安静地读书， 多读明净向上充满
正能量的书籍， 瞧瞧别人的生活是怎
么过的； 勤和知心的朋友谈天， 谈天
内容， 以快乐为主题， 少发牢骚； 在
周末， 回家陪陪背已驼、 牙已摇的老
父亲； 晚上跟女儿勤通电话， 讲讲生
活中有趣或烦恼的事儿， 鼓励她敏于
观察， 多向同事学习。 在集体里， 做
一个温暖的人。

新的一年， 我会向大自然索取更
多的明亮。 有阳光的日子， 不浪费阳
光， 晒被褥、 晒衣物， 晒自己； 下雨
的日子， 不浪费雨声， 听雨在房顶叮
叮当当， 在檐下滴滴答答， 划过花和
叶子那一阵温柔的私语， 渗入地面时
像情人亲吻。 见到喜欢的人， 不像以
前那般羞涩扭捏， 伸出手去握一握，
或者抱一抱； 见到不喜欢的人， 也要
端一个微笑在脸上。

2020， 要努力祛除性格中冷漠的
铠甲， 尽力释放个性中的温暖。 我从
人性论中懂得： 其实， 人人都有向善
的愿望， 有时候， 只须外部轻轻一点
助力。 我向往做那种散发一团微光的
人。 用自己的力所能及， 让人看到美
妙， 看到欢乐， 看到希望的田野。

喜欢一个人， 一件事， 或一种事
物， 就诚心以待。 比如， 在银亮的屏
幕上， 种豆子一样种字。 那种吐丝一
样的感觉， 倾诉一样的情怀， 总是上
瘾。 那就瘾上一回两回七八回； 赖着
写字， 烧坏了锅， 烧溢了汤， 嘘……
别言声， 偷偷原谅自己一下。

进厨房 ， 来往穿梭要用心 。 做
菜， 煲汤， 蒸馒头， 要从容， 不抢火
候。 万物从容， 菜品也各有自己喜爱
的温度。 握着炒瓢把儿颠菜， 菜飞起
来， 不要慌， 凑一下准确接回去。 五
分之四留在锅里， 跌到灶上的五分之
一， 偷偷扔到垃圾桶， 那是过去式。
汤在锅里小沸， 可以揣着手机跟唱一
段于魁智的 “大雪飘”， 手执勺子打
板眼， “荒村沽酒慰愁烦”， 腔调迷
死迷活， 也要记得清醒过来， 不要醉
得连汤都忘了搅一搅。

我想， 这样一锅融合着爱意的汤
粥， 一定会温暖家人的肠胃和心情。

时光， 给了我又一轮打量四季、
不断成长的机会， 我将去留意更多美
丽的事物： 春风轻拂最初的萌芽， 气
息稚嫩若小孩儿； 夏天一场豪雨带来
凉爽和清心； 秋天， 在火一样红、 雪
一样白的枫叶和芦花前停步， 体味一
下凋谢前最盛大的灿烂； 冬野， 站在
窗前欣赏大雪最初的模样。

我会因此而充满能量， 也会因此
暖光氤氲。

□米丽宏新年里，温暖你

一觉醒来， 已是下午三点。 翻开
被子 ， 夸张地伸了个懒腰 ， 拉开窗
帘， 歪坐在床头， 任一缕阳光恣意地
抚摸着脸庞。 也不知过了多久， 泡上
一壶好茶 ， 捧着一本好书 ， 既不喝
茶， 也不看书， 在茶香和书香缭绕中
静静聆听着时光从指间流淌的声音。

这是我在每个休息日常常享受的
午后， 此刻我完全属于自己， 包括我
的灵魂。 记得席慕蓉在 《写给幸福》
一文中写道： “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
长长的下午， 我无所事事， 也无所惧
怕， 只因为我知道， 在我的生命里有
一种永远的等待。 挫折会来， 也会过
去， 热泪会流下， 也会收起。 没有什
么可以让我气馁， 因为， 我有着长长
的一生……” 在这样的午后， 我最喜

欢做的事就是发呆。 有人说， “喜欢
发呆的人， 心里一定有另一个纯净的
世界。” 我还想加上一句， “一个不
被别人打扰的世界”。

紧张忙碌了一个星期， 能在周末
拥有一个慵懒的午后， 这样的人无疑
是幸福的。 发发呆， 走走神， 让心灵
找到栖息的地方， 让奋斗的脚步稍作
停留， 该有多么的美好。 著名演员陈
道明说他在家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发
呆，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想， 就是
发呆。 他说： “我认为发呆是最放松
的事， 尝试把自己脑袋放空， 哪怕只
有几分钟， 其实也挺幸福的。” 偶尔
发发呆， 把生活节奏放慢， 也是一种
美好。

人生其实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河，

她途经很多美丽的流域， 昼夜奔流。
当她投入荷塘或者湖泊时， 便作片刻
的停留， 歇一歇脚， 然后继续流向远
方。 有时，适时的停留，是为了走得更
远。所以，人生路上莫慌张，该走时走，
该停时停，走走停停都是人生路。每个
人都有一个内心的世界，安静而孤独。
在这个世界里，做心灵的国王，做自己
的主宰，超然物外，不当英雄，不写传
奇，活得遗世而独立。

生活有千百张面孔， 每一种生活
都充满期待，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
说，“有生活的时候就有幸福”。如果有
一天，你有一个慵懒的午后，你也会听
到时光流淌的声音，感受到岁月静好。
不畏将来， 不念过去， 珍惜温暖的现
在，就一定会看到幸福的模样。

有生活就有幸福 □赵自力

生长在南国的温润和暧昧里
妩媚的裙裾
开在他年的梦中
妖娆的柔骨和酥香
醉迷了那份雪的轻薄
和那些倜傥的双膝
一支曲调
在风里流传多年

儿时枕边的翼幻
总是挂在高处或者揣在袖里
听那只黑白鸟的啼鸣
喜便从那朵枯枝上
流进荒凉的心际
窗外的寒风撕碎所有

北国的季节里
没有疏影
这里的冰霜是凛澈的

远山的呼唤
轻轻的一声问询
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那一袭白衫
在楚风里摇曳
青莲古卷
枕在兀自横舟的小溪边
听流水轻叩柴扉
一弯月儿将身影嵌在窗前

我浸在这如水的轻柔里
思念 漫过夜阑
微醺
笔端的墨香
从山那边吹来多少情怀

撩动那一抹清莹
可还在竹笛里孤寂
你哀伤的曲调
在梦里低吟
只是那桃源旧梦
已是昨日落花

唤你 在枕畔
泪湿了青丝

南飞的大雁

屋檐下落寞的海棠花
半掩着香腮
低眉沉思

泪儿滴在
红笺上 湿了小字一片
忽而 一阵啁鸣
划过天空

抬眼望去
一阵排开的大雁
啁啁着 飞过
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心
留下的哀叹
烟雾般撒在了四野

梅 花

□胡玉枝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