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木槿

□赵国培

你精致的粉腮红唇
涂抹着阳光的脂粉
翠绿丛中结对成群
嘴角的甜蜜笑纹
倾倒每一个游人

绿海里长久的芳芬
隐在树们的顶层亲吻
彩蝶吐出翩翩情话
令往世今生纷纷泪奔
其中或有三两诗神

倘若能返回年轻
我定奉上火样的青春
向你倾诉绵绵心声
滚烫滚烫的本真
不会疲倦丝毫半分

我将余生的满腔赤忱
与你惊艳的红尘迭印
与你融成密不可分
那个字眼却深深珍存
决不轻易蹦出内心

水上之画

黄昏时分
垂向池塘的柳丝
格外安静
夕光的斑影
闪动在水面
溺于幽暗中

夕阳坠落
天色越来越暗
水上丛丛阴影
拉开更多的地盘
一对白鸭抒发游兴
红掌拨弄水墨画中
两点嫩嫩的白
融入夜色浓浓

自豪与荣耀

无论看到还是听到
一和你亲密接触
就有许许多多
闪光的名词
在我眼前与心头
蹦蹦跳跳———

四大发明孔孟之道
琴棋书画中医草药
绫罗绸缎首饰珠宝
满汉全席十大菜肴……
哪一宗都是国粹，
哪一件不是国宝？

但京剧啊，
你在我心目中最好！
我们是乡亲啊，
一个 “京” 字
让我这个京城 “老炮”，
说不出的自豪与荣耀！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肉汤池
人性本存善 施加需分时
好心为洗澡 却成肉汤池

错认亲
出壳入尘世 儿语乱啾啾
悲喜不知命 军师拜狗头

烙大饼
烙饼卷鸡蛋 简单又解馋
儿时稀罕物 如今算一般

火锅好
窗隔寒气入 屋漫火锅香
岁到冬极至 补阴渐向阳

古稀妈妈的秀发
□楚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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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灯与近光灯
□王卉

曾经， 我问身边的司机朋友， 如
果晚上开车在路上 ， 遇到对面车辆
开着远光灯疾驰而来 ， 你会怎么做 ？
有人会平和地说 ： “我会用双闪来
提 醒 对 方 。 ” 有 人 则 会 恨 恨 地 说 ：
“那我也开远光灯啊， 耀不死他！” 而
我， 则会开近光灯， 小心翼翼地走自
己的路。

我知道， 对于一名合格的司机而
言， 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开近光灯， 什
么时候开远光灯。 但是， 知道是一回
事 ， 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 所以 ，
对于明知故犯的人， 你的提醒有用吗？
正所谓，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当然， 我也不会去开远光灯跟对方比
谁的灯光更强烈， 这没有可比性。

其实， 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

到远光灯主义者。 这类人通常以自我
为中心， 不管不顾他人的感受， 无视
别人的存在， 往往有意无意地具有侵
犯性。 以前遇到过一个同事， 同在一
个办公室。 那人如果需要用什么东西，
总是喜欢在别人抽屉里自己翻找了用，
不管别人在不在场， 允不允她用。 而
且她白用别人东西行， 别人想用她的
东西 ， 那可是要按物作价的 。 总之 ，
这类人只图自己方便， 从来不为他人
考虑。

生活中也不乏近光灯主义者。 他
们懂得与人方便， 为别人着想。 记得

那次骑车过一个路口， 看见一辆车过
来， 正欲停下来让车先过时， 那车却
停了下来， 司机示意让我先走。 匆匆
地上电梯时， 陌生人让电梯稍等的那
抬手一按……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享
受近光灯的人， 也会变得谦和与合作，
双方都相处得很舒服。

不知有没有人， 在生活中遇到远
近灯光转换的微妙时刻 。 想象一下 ，
两辆对向车在黑夜中都开着远光灯对
向行驶。 对峙似的， 两道刺目的白光
直射对方眼睛 。 但是在交错的瞬间 ，
对方忽然良心发现， 将远光灯改为近

光灯， 另一方也在瞬间变换过来———
那该是个多么惬意和温暖的时刻， 对
双方而言！ 原来情绪是会在瞬间被对
方传染的， 并且把这些情绪接连不断
地传递与蔓延开来。

心理学上著名的 “踢猫效应”， 讲
的是一位父亲在公司里受了批评， 回
到家里就把儿子臭骂了一顿， 受气后
的儿子踢了家里的猫。 猫怒冲到大街
上， 司机为了避猫撞伤了孩子。 这种
不良情绪的恶性循环， 就像远光灯主
义者那坏情绪的传染一样， 常常会殃
及无辜。

相信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深陷恶性
循环中， 那么， 别忘了近光灯需要良
性互动！ 只有近光灯主义者多了， 我
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文明。

人活七十古来稀 。 76岁的妈妈 ，
顶着一头黑色秀发， 让朋友们惊叹。

头发， 人类的第二张面孔。 尤其
是女人， 头发被比喻成 “是藏不住的
灵魂”。 张衡在《西京赋》记载：卫子夫
头发一打开， 如瀑布， 一泻而下。 少
年天子汉武帝一见倾心 ， 纳入宫中 、
封为皇后。

妈妈的秀发， 76年依然熠熠生辉。
可是，不为人知的是，妈妈身患类风湿
已36年，经历了5次大手术，左右髋关节
先后置换为假肢，体重也由90多斤锐减
到40多斤， 形销骨立的妈妈， 在一头
秀发的掩饰下精气神满满， 看不出是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头发，最懂女人美。这个美，伴随母
亲一生。 母亲出生在陕西汉中，汉中自
古气候温润，多出美女。 天生丽质的母
亲就是代表， 秀发更让她与众不同，成
了中学里的“校花”，父亲的妻子。

秀发也给她带来了灾难。 那年月，
是讲“成分”（家庭出身）的年代。母亲一
嫁给“右派 ”的父亲 ，就是她厄运的开
始———随父亲下放 “劳动改造”。 为多

挣点工分， 弥补父亲义务劳动的不足，
母亲专挑男劳动力干的挑粪、 开山修
渠、铺石修路、深山伐木等重体力活。

在男人的世界里， 母亲的美， 常
常是她的 “祸根”。 引来不少男人的嫉
妒、 挤对、 欺压。 还有个别 “心怀不
轨” 者， 故意把最重最脏最累的活派
给母亲干， 但母亲总是迎难而上。

在秦岭山脉 ， 凿石修东干渠时 ，
母亲两次遇险。 一次是在开山放炮中，
右胳膊被飞来的石块砸得粉碎性骨折。
至今 ， 每遇天气变化都还隐隐作痛 。
另一次， 是从山下背碎沙石上山。 体
重80多斤的母亲， 背篓被装了150多斤
重的沙石。 起步中， 背篓太沉， 几次
都起不来。 勉强背起来了， 没走几步、
母亲就一屁股 “坐” 到地上了。 这一
“坐”，就起不来了。当年母亲20多岁，没
有在意。坐了一会，母亲继续喘着粗气，
强忍着疼痛， 艰难前行， 将沉如大山
般的一背篓碎沙石， 艰难地背上了半
山腰的隧道。 一到洞口， 母亲就倒下
了。 被抬下山后， 休息了两天， 又开
始了劳动。 多年后， 经检查， 母亲当
年这一 “坐”， 脊椎被压弯变形了。 因
没及时治疗， 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秀发， 也让母亲赢得了尊重和高
贵。 在父亲沉冤的20多年中，母亲是里
里外外“一把手”。 家中每遇大小事，都
是母亲“出头”。秀发，让本来爱打扮、精
致、讲究的母亲，更加光彩照人。

在那个年代 ， 每遇家庭 “外交 ”
大事 ， 长发飘飘的母亲只要一 “出
马”， 便会引来 “瞩目”。 谁也不敢小
觑这位成分不好又瘦弱的女人。

女人， 再迷人再坚强倔强， 也藏
不住内心的柔弱 ， 正如头顶的头发 ，
每一根发丝都柔弱无比。 生活没有压
倒坚强的母亲， 病魔却时时折磨着她，
多次卧床不起， 如今与轮椅相伴。 为
此， 母亲也失望过、 痛苦过。 但她始
终如自己的秀发一般 ， 光泽 、 飘逸 ，
胸襟豁达 。 她常常一边梳理 、 清洗 、
养护一根根秀发， 一边反思岁月人生。

如此，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母
亲， 青丝依旧， 情怀依旧。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