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身心
窗外风呼叫 冬雨落叶敲
茶温书有趣 静待雪相邀

向前行
万卷读书罢 千山踏月行
初心秉持念 莫负不羁情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多少平凡的心愿
从八方四面
走进这公园
眉头锁紧困惑
步履裹足谜团

多少人间的纷繁
把四季云影
投进这公园
花草放下包袱
亭榭漾出欣然

但愿你我他她
跨出这公园
坦然一笑

陶然万般

中山公园

你这座公园
被首都捧在手心
最早是社稷坛
统领天下风云
又一度号称中央
何其威风凛凛
一字之易
为铭记开国功勋

九百六十万方圆
你有众多兄弟姐妹
你们同名同根同心

你是当然的长子
定居在九州中心
牵着景山太庙故宫
领着大剧院天安门
国博大会堂
广场大前门
一水儿高大上芳邻
日日列队迎候
东西南北多少游客
五洲四海万千友人

你很小
一枝幽兰一片温馨
你很大
全球在胸统领古今

总结
年尾回头看 天天有事干
收成得几何 屈指细盘算

迎新年
吉兆自天报 新年步步高
红光盈大地 来日耀征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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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新年都有一种温暖
□周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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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放一天假， 我还没想好怎么庆祝新年， 母
亲的电话来了， 催我们一家三口回家， 还是那句：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从小到大， 母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给你
们做好吃的。” 上大学时， 第一次离开家的我非常
想家 ， 想家时的画面永远是母亲系着围裙 ， 拿
着锅铲， 在烟火缭绕中变戏法般将最普通的食材
变成美味。

后来， 我结婚了， 怀孕了， 有了儿子。 母亲还
是那句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即使是到我们家来
做客， 她也是迅速系上围裙， 在厨房忙忙碌碌， 让
浓浓的菜香瞬间弥漫满屋。

母亲厨艺好。 荤菜素菜， 炖菜炒菜， 面条饺
子， 她样样都能做得有滋有味， 而且南北菜都会
做。 每次去餐馆吃饭， 遇上非常可口的饭菜， 母亲
准会往厨房跑， 虚心向厨师请教。

从我懂事起， 家中做饭炒菜大权一直掌握在母
亲手中， 厨房是母亲的专属阵地， 每次只要她系上
围裙， 挽起袖子， 就会将我推出厨房。 一边推， 一
边说： “女孩子在家就是 ‘当官’ 的， 厨房不用你

操心。 等你将来结婚生孩子， 厨房都是你的活， 脏
活， 累活都是你一个人的， 还怕没得忙？”

我噘嘴说： “我不学炒菜， 将来怎么会做饭？”
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树大自然直， 那时你有

老公有孩子， 一心只想将他们 ‘喂’ 好， 还怕练不
好厨艺？ 人呀， 只要心中有爱， 什么都做得好。”

果然， 结婚后第二天， 我就开始下厨， 虽然我
笨手笨脚， 可是， 我用心呀， 我买了一大堆食谱，
一个菜一个菜地照着做， 边做边思考， 很快便能做
出几道像样的菜了。 有了儿子后， 每次在外吃饭，
只要遇上儿子特别喜欢的菜， 我也会像母亲一样，
跑去厨房向厨师请教。

爱， 是我下厨的最原始动力。
我， 渐渐长成了母亲的模样。
而无论我长成什么模样， 在母亲心中， 我永远

是她的孩子， 只要有她在家， 就不准我进厨房。
大门是虚掩的， 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父亲，

母亲活跃在她的小厨房里， 右手锅铲， 左手调料，
将世界调制得色彩缤纷， 香气四溢。

□熊燕

当新年的钟声响起， 新年的气氛在空气中愈酿
愈醇， 我的心房早已填满了温暖。 新年， 多么温暖
的字眼， 照亮了寒冬， 在冬日的阳光下淋浴着快
乐， 在新年的钟声里感受着幸福。 新年， 贴着红红
的对联， 挂着红红的灯笼， 点燃着火红的鞭炮， 吉
祥如意， 一切都是温暖的。

新年， 有一种温暖。 新年新起点， 是春天的开
始， 有着刺破寒冬的喜悦， 万物开始复苏， 万象更
新。 新年的新， 孕育着希望和憧憬， 把温暖留在我
们心里， 让每个人心中充满着爱。 新年， 是温暖
的， 新的一年里， 每个人心底充满着阳光， 一切都
是暖暖的， 我们在新年里沐浴快乐， 描绘着属于自
己的幸福。

新年可以点燃人们的激情， 在新年的阳光里，
我们倾听春天的音符， 处处生机勃勃， 那是温暖的
交响曲， 奏响起春之声。

新年， 热热闹闹， 互致问候 ， 一句 “新年快
乐！” 就像一股暖流， 融入心底， 真诚的问候， 真
切的友谊， 总能够温暖我们的心房， 让我们倍感温
暖和感动。 新年是温暖的， 每个人的心里都粘满喜

悦和吉利， 美好的愿望在爆竹声中绽放。 新年， 新
旧交替， 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新年， 过的就是这份
温暖， 过的就是这种兴奋劲儿， 这种欢乐气氛和愉
悦感， 让幸福顷刻写在脸上。 新年这是个温暖的字
眼， 会带给我们一年的好运。

新年， 总会有一种温暖。 回家是最温暖的词，
互诉相思之情， 共话新年愿景， 回家团圆就是温
暖， 所以无论多么疲惫， 都要奔跑着与家人团聚，
有家人， 才有了温暖， 新年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新的一年放飞梦想， 开启新的启程， 承载新的希
望， 等待着我们去抒写， 等待着我们去实现。

每个新年都有一种温暖 ， 新的时光里有你同
行， 把日子过慢过简， 将一颗心沉淀下来， 在淡泊
中进取， 在恬淡中追求， 听禅语心经， 听晨鼓暮
钟， 拾花酿诗， 煮茶观雪， 这种心境便是安好， 让
我们每一天都会活出生命的意义。

新年， 做一个有温暖的人， 一个喜欢别人的
人， 跟他们说， 我爱你们。 每个新年都有一种温
暖， 只要我们的心灵充满温暖， 就一定能让所有的
梦想尽情地绽放。 本版邮箱：zhoumolvyou@126.com

元旦菜香

陶 然 缘 （外一首）

□赵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