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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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读者》原创
版2019年第12期，其中有一篇《人鼠恩
仇录》，作者把一只只吱吱叫的小老鼠
描绘得妙趣横生，读了一遍，我觉得不
过瘾，又趁热打铁地重温一遍。

这篇散文讲的是作者与老鼠之间
的恩怨。出租屋里作者与几本书相伴，
当然， 还有几只不安分的老鼠在天花
板上夜夜笙歌。 人鼠各据一方的格局
很快被雄心勃勃的老鼠打破， 主人只
好用粘鼠板与老鼠开战。 老鼠节节败
退，然而，老鼠又相当聪明，屡败屡总
结教训， 逐渐庞大的老鼠部落对粘鼠
板逐渐敬而远之，多次交锋之后，主人
只好采取最简单的方法， 往天花板扔
书。人鼠在斗争中获得短暂和解。鼠丁
兴旺，书本因其行之有效的作用，也在
数量上繁荣昌盛， 主人埋藏在书堆中
也渐渐熏陶出儒雅的气质。

被人人喊打的小老鼠在这里让人
几多欢喜，几多忧虑，几多痛惜，还夹
带着小可爱的情愫。

《诗经·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
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大老
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们的谷子啦，多
少年养活你们，却没见你们看顾我们。
离开你们，我们自己去找乐土，那才是
我们安身之处。其情其景倒是与《人鼠
恩仇录》有异曲同工之妙。

掐指一算，马上就到鼠年了。鼠是
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之首。 更是一种文
化习俗。传说，玉皇大帝要挑十二动物
代表人间生肖，在规定的期限内，按动
物们到达天宫的先后顺序作为排名次
的顺序，只取前十二名。

老鼠和猫是好朋友， 约定一起去
天宫。老鼠担心自己相貌平平，就失了
言，偷偷藏在勤劳踏实的牛身上，到达
天宫时， 牛还没抬蹄， 老鼠就先跃过
去。玉帝只好封它为十二生肖之首，稳
坐第一把手的交椅。猫一直等老鼠，也
不见影，只好自己去天宫，可是十二生
肖名额已满，从此，猫恨毒了老鼠，一

见老鼠就咬。 老鼠心虚，一见猫就跑。
老鼠虽貌不惊人，可是，却知己知彼，
透着一股机灵劲。

《韩非子》中记载，齐桓公问管仲：
“什么是治理一个国家最担忧的事？ ”
管仲回答：“是社鼠。您看见过祭庙么？
木制的，老鼠在里面打洞。用烟熏怕熏
到木头，水灌怕塌了，这就是除不掉社
鼠的原因。现在您周边的奸佞之人，杀
了他会让您不安， 不杀让国家秩序混
乱，这就是国家的社鼠。 ”管仲以社鼠
来进谏， 提醒开明的君主提防奸佞之
臣。如此看来，老鼠习性倒是做了反面
教材，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

周末， 社区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动，剪纸艺术家为庆祝鼠年的到来，
用剪纸艺术创作了很多可爱的老鼠形
象，比如鼠兆丰年，年年有余，万事如
意等。 一只只活泼可爱的小老鼠在剪
纸艺术里传递出吉祥的喜庆气氛。 欣
喜之余， 想起一句朴素的不能再朴素
的祝语“鼠年吉祥”！

□宫佳鼠年吉祥

过年， 春节， 以前叫年关。 可不
是嘛， 缺衣少吃， 催债还钱， 捉襟见
肘 ， 各种难一拥而上 。 时光过到岁
尾， 它就像大口变小口的一个洞， 一
人当关、 万夫莫开的样子， 谁也跑不
了， 让人很是胆怯。

你以为现代人不过年关吗 ？ 也
过。 花样还更多哩！

小孩过关。 过年放假， 真是大好
事， 好吃好喝好玩， 小孩是最稀罕过
年的。 可有一样， 也是重要的一关，
恐怕躲都躲不过。 “学习怎么样？ 考
了多少分？” ……对于学霸来说， 这
个问题不是事 ， 对于大部分小孩来
说， 那可就尴尬了。 哼哼唧唧， 似说
非说， 要不就是喊叫着跑开。 可是饭
桌上怎么跑？ 亲戚们都要问的。 爸妈
的同事、 朋友、 同学都要问的， 且最
终要明里暗里相互攀比。

年轻人过关。 毕了业， 有没有好
工作？ 是不是朝九晚五、五险一金？ 有
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对方什么家
庭背景……年轻人的关更不好过，真
是针针见血。无论怎么回答，总有下一
个问题等着你，走也不是，答也不是。
这一关，硬着头皮也得过。 怪不得，一
到年关， 害怕折磨的年轻人总是千方
百计找理由不回家。 是啊，太难熬。

中年人过关。 “我太难了！” 这
是中年人一年的心声。 一到年关， 那
就更难了。 年度总结， 新年计划， 公
司团拜 ， 置办年货……上有老下有
小， 新年礼物少不了。 再或者各种聚
会， 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其中滋味，
弃之可惜， 食之五味杂陈。 人什么时
候最累？ 周末加班？ 错！ 商场购物？
错！ 医院陪床？ 错！ 过年关最累。 年
关是各种累的集合、 叠加， 而且， 必

须笑着接受。 咬着牙， 过吧。
老年人过关。 老人最累———伺候

完老的 （老伴）， 伺候小的。 你瞧这
年关， 过完腊八就开始准备了， 吃的
喝的用的 ， 还得顾及到所有人的口
味、 喜好。 把红包发完， 自己口袋空
空， 也罢！ 热热闹闹吃一顿吧， 还没
说几句话， 大的小的， 男的女的， 都
埋头钻自个儿手机里去了。 碗谁刷？
桌子谁收拾 ？ 地谁扫 ？ 还是自己来
吧， 指使谁都不忍心。 平时小孩忙，
放假了， 该放松放松， 心疼； 大人们
一个个上班 ， 业绩 、 客户 、 出差加
班， 没完没了， 也是累， 心疼。 只有
自己， 好像是个闲人。

不管怎么说， 过年的主色调是高
兴， 是热闹。 只要日子过得有滋味，
只要能吃能喝能睡， 累点都值得。 花
样年关嘛！

花样年关 □张彦英

小年的锣鼓一响
年的大幕
便徐徐拉开
年的味道
弥漫开来
一天比一天浓郁
一些动词和名词
变得格外喜庆
那些耀眼的红
迫切地想站起来
映红一张张笑脸
给这红红火火的日子
增喜添色

祭灶神

摆上糖瓜
送走旧灶神
让他上天
多言好事
迎来新灶神
请他下界
多降吉祥
善良仁厚的母亲
祭灶神时
虔诚的样子
让我敬畏
我昨天晚上
偷吃掉的那个糖瓜
灶神会不会
怀记在心

幸福年

不管远在天涯
还是海角
不管有钱
还是没钱
再忙都要回家
陪着父母一起过年
年是一张网
粘着游子的心
年是一根线
牵着游子的魂
年是一桌
团圆美满的年夜饭
年是一帧
喜笑颜开的全家福
忙碌张罗是父母
永永远远的幸福年

忙年

扫房子
买年货
磨豆腐
蒸花馍
越忙越开心
越忙越快乐
宰鸡鸭
炖羊肉
写春联
挂灯笼
越忙越欢腾
越忙越喜庆

过 年
□尚庆海

（外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