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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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误
熬粥锅又漏
书生不堪伤
入迷常误事
灶台当书房

催眠
书读一半忽不见
左寻右找缸后边
阿狗抱胸专注看
原来午休为催眠

喂读
满纸文字如豆
精神粮食之源
试给鸟儿看看
是否可口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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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 我和朋友出去散步，
路过一个小吃摊儿， 正在出售热腾腾
的馄饨， 两种馅料的， 一种是韭菜鸡
蛋， 6块钱一碗， 一种是牛肉大葱， 9
块钱一碗， 我们两个不由食欲大动，
她一向喜欢吃素， 我则偏爱肉馅， 我
们各自要了一碗。

正当老板为我们煮馄饨时， 只听
身后吱呀一声， 停下了一辆三轮车，
车上放着几个鼓鼓囊囊的大蛇皮口
袋， 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车夫是
一个50多岁的男子， 他穿着一件灰色
夹克衫 ， 走到馄饨摊子前大声问 ：
“多少钱一碗？” 老板笑着指了指摊子
上面的价格表： “素馄饨和肉馄饨不
一样的价， 你吃什么馅？” 男子犹豫
了一下说： “来碗素的吧。” 老板答
应一声去煮馄饨， 男子又小声说了一
句： “肉的还要贵三块， 还是算了吧
……” 热腾腾的馄饨端上桌， 男子匆
匆的往里面倒了一些醋和辣椒酱， 不

过三五分钟的功夫， 呼噜呼噜喝完了
馄饨， 站起身来付了钱， 骑上三轮车
走了。

我无意中回头， 发现他使劲儿弓
着身子， 看来三轮车上的货物挺重，
而这个晚上9点还在卖力谋生的男子，
竟然舍不得多花三块钱吃一碗肉馄
饨， 真是不易啊。

听我发出这样的感慨， 朋友摇摇
头笑了： “其实啊， 大部分人都活得
不怎么容易 ， 只是不被别人了解罢
了。” 接着， 她讲起了自己亲身经历
过的一件事。 多年前， 她跟着一位亲
戚在某个小镇的超市里卖水果， 由于
品种不一样， 价格差别也很大， 榴莲
算是比较贵的， 一个至少得100多块，
有时， 他们为了好卖一些， 会把榴莲
切开， 分成几份来卖， 就算这样， 一
小份儿也得30块钱左右。 她注意到有
个在商场搞清洁工作的阿姨， 每天路
过水果摊时， 都会停下脚步， 动作轻

柔地摸索一番这些水果， 看到有切开
的榴莲， 她尤其会很兴奋， 总要深深
吸一口气， 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朋友
不喜欢吃榴莲， 也闻不惯它的味道，
看到这位阿姨如此喜欢榴莲， 每次都
以为她会买， 她却只是看看， 从来没
有买过。

一天，阿姨刚离开水果摊，就听旁
边卖蔬菜的两个售货员， 望着她的背
影在议论，一个说：“这人可抠死了，每
次都是买清仓的处理蔬菜……” 另一
个说：“你就有点同情心吧， 她老头子
瘫在床上好几年了， 每年医药费就是
一个不小的数目，儿女虽然都成家了，
也都是普通的打工族， 她一把年纪了
还出来干活， 就是不愿意给孩子增加
负担。 听说她老家是南方人，可喜欢吃
水果了，尤其是榴莲，以前老头子没病
的时候，她还买点尝尝，现在可是一分
钱都舍不得多花了……”

朋友不由同情这位阿姨的遭遇，

有时候会把装水果的纸箱攒起来留给
她， 虽然也换不回几块钱， 总归是一
点心意。 半年以后， 她不再帮亲戚卖
水果了， 离开小镇很久以后， 她还会
常常想起那位阿姨， 不知道她后来的
日子好过了一点没有， 舍得买榴莲吃
了吗……

很多时候， 我们会在朋友圈里各
种晒， 有人晒风景， 有人晒美颜， 有
人晒美食……好像每个人都活得很轻
松。 实际上， 许多人都是一样默默在
为生活挣扎奔波， 每个平凡的日子里
都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苦和乐。 或许
你和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一样， 正陷
于人生的困境， 舍不得多花一点钱吃
肉或买水果， 身上却背负着沉甸甸的
责任， 有时难免会气馁。 不过， 想一
想周围其实有多少个和你一样的人，
也同样在艰难地跋涉着。 那么， 咬咬
牙再给自己加把劲吧 ， 别人都在努
力， 你也没有理由去放弃。

□张军霞你爱馄饨，我喜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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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新年都有一种温暖 □周广玲

有大地的地方
就会有树
有树的地方
也就会有荫凉
可以用来纳凉
也可以用来遮蔽风雨

不是所有的树都能结果
就如同
我们不能保证
每个人说出的话都是真理
如果有树长在沙漠里
我想一定会渴死爱情
那爱情的骷髅
充满狰狞和恐怖
死亡的气息
会让你陷入绝望

什么样的一种爱情
让人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
什么样的一位女郎
让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苦苦守候

据说有一个人
伫立在一棵苹果树下
他要守候
他理想中的美丽女郎
在这棵苹果树下与他浪漫邂逅
苹果树花开花落几十载
那个痴情的人呀
被一只苹果砸中脑门
他倒下去的那一刻
他还意识到
是幸福抑或浪漫砸中了他

爱情的果实
□陈家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