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新历年一到袁 父亲就打电话给我袁 说院
野小五啊袁今年是你的本命年袁爸送你的礼物准备
好了袁周末过来吃饭啊遥 冶放下手机袁我的思维随
之飘飞噎噎

我的第一个本命年到来时是上小学五年级遥
可能我天资有限袁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遥 母亲很
是着急袁说院野眼看要毕业了袁你要努力啊袁你作文
写得不太好袁老拉分袁要赶上去遥 冶我低着头袁很是
惭愧遥 父亲给我解围袁说院野担心什么袁小五不比别
人差袁我有办法遥 冶第二个月袁出差回来的父亲给
我带回几本崭新的作文书要要要叶优秀作文选曳叶全
国获奖小学作文选曳噎噎我接过书袁眼泪不争气
地流了下来遥 父亲笑着说院野这是爸爸送你的第一
个本命年礼物袁以后每个本命年都有遥 冶我哭着笑
了遥

父亲不善言词袁平时也不送我礼物袁但在我
第一个本命年送的这份礼物袁让我感动不已遥 我
用百倍的劲头努力学习袁 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
业遥

时光匆匆袁转眼来到我的第二个本命年遥 那
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袁正处于浮躁期袁而与此同
时袁谈了两年的男朋友出轨了袁对方还是我曾经
的闺蜜遥 我灰头土脸地认为自己是个工作爱情的
失败者袁丢脸之极袁找了个理由请假回家抚慰伤
口遥

有一天晚上袁明月当空袁我一个人坐在院子
里遥 父亲走了过来袁站在我身后袁说院野这月亮千百
年来是一样的袁不同的是人间的物是人非遥 冶我答
非所问地说院野是啊袁月亮是永恒的袁可人就几十
年遥 冶父亲淡淡地说院野今年是你第二个本命年袁这
是给你的礼物遥 冶父亲递给我一幅卷着的画纸就
离开了遥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画纸袁是父亲用铅笔画的
骏马图袁还有一只可爱的小老鼠遥 我的眼濡湿了遥

第二天袁我就向父母告辞袁回到工作中去遥
我重新审视自己袁提高业务水平袁积极参与

策划袁虚心向前辈请教遥 在第二个本命年年底袁我
加薪升职了袁并且收获了另一份真挚的爱情遥

是我的父亲让我懂得袁任何时候都要让自己
有骄傲的资本袁才能算得上是人生赢家遥

时光荏苒袁今年又是我的本命年遥 这十二年
来袁经历了生活的起起落落遥 先是母亲去世袁后是
老公因病动手术袁再是我辞职闲置在家遥 还好我
渐渐走出低谷袁 通过努力找到人生前行的方向遥
记得父亲说过袁只要开始袁什么时候都不晚遥

而我最亲爱的父亲袁一直记得送我的本命年
礼物袁无论我年龄是多少袁在他心中袁依旧是需要
呵护鼓励的女儿遥 今年父亲送的礼物袁无论是什
么袁我都会喜欢遥 那是浓浓的父爱啊浴

父亲送我的本命年礼物
何小琼

亲情驿站

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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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寄语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袁在雪停的那个早晨袁披着霞光袁
犹如一位美少女袁微笑着款款向我们走来遥

野一粒沙里看世界袁一朵花里见天堂袁手掌里盛住无
限袁一刹那便是永恒遥 冶英国诗人布莱克曾经这样写道遥
也是袁当新年的钟声由远而近擦过耳际袁每个人总会有
不同的感受袁不同的心境遥 能够写给新年的袁不仅有祝
福袁更有希冀遥犹如窗台上那一盆悄然绽放的兰花袁也在
芬芳着新年遥

岁月如一杯老酒袁时间越长袁香味越浓遥那些曾经的
过往袁握过的手尧唱过的歌尧爱过的人袁都是一种不可复
制的幸福遥那些看见的或看不见的感动袁都曾经有过袁不
会轻易忘记遥

新年如一杯咖啡袁诱人味蕾袁香气扑鼻遥那些或轻或
重的希冀袁都在新年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遥 忘掉过去生活
中的艰辛袁记住过去生活中的喜悦袁去追逐生命中的厚
重袁将那些值得拥有的袁揽入怀中袁放大所有的亲情尧友
情和爱情遥

新年如期而至袁怀旧尧感动尧祝福尧希翼尧梦想袁组成
一首能动的乐意袁在岁月里弹唱遥或许明天也有泪水尧遗
憾尧懊悔和感伤袁但都是前进途中难以避免的袁也只是更
进一步的铺垫石遥

一年 365个日夜袁就这样在飘飞的白雪里划上了句
号遥即使有再多的留恋和不舍袁它还是按照固有的节奏袁
一步步离我们远去遥因为我们都曾努力过尧奋斗过袁也艰
难过尧痛苦过遥 可不论怎样袁我们都一步一步走了过来遥
所以昨日的记忆总是那样日益丰厚袁 那样更加隽永袁那
样回味悠长遥

走过昨日来到今天袁就知生命宝贵曰走过春夏秋冬袁
就知岁月无情遥春光易逝人易老袁世事如棋局局新遥生命
的年华袁容不得半点懒散与懈怠遥唯有进取袁才会有你想
要的生活遥

或是怀旧袁或是祝福袁都是一种心境遥 其实袁在新年
里袁每个人的脚下袁都有一条新的起跑线遥 目标或许不
同袁但都有希冀遥每个人的身后袁都会留下一串坚实的脚
印袁结果或许不同袁但都洒下过汗水遥只要我们从容地带

上一份追求上路袁无论行走到哪里袁定会长出一片生命
的绿袁头顶一片湛蓝的天遥

回眸逝去的那些日子袁记忆中或有些许艰辛袁但也
有丝丝清甜的味道遥 抬头仰望明天袁把心中的蒲公英尽
情抛撒袁化作一串串祝福袁陪伴我们的生命旅程遥

翻开崭新日历的扉页袁写下祝福袁轻抒心中所梦所
想遥 但愿岁岁花似锦袁年年事如意遥 让幸福和快乐袁美好
与成功袁在新年里一路相伴袁续写新年里别样精彩遥

新年物语
鲁珉

临近年末袁我越来越想念小时候度过的乡村年遥腊八之后袁
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袁年味儿越来越浓了遥
年味是有声的遥 野啪浴 冶野啪浴 啪浴 冶大人听到街巷里玩耍的

孩子燃放的鞭炮声便会喜悦地说有年味儿了遥 野大叔尧大婶袁你
们好噎噎冶在外打拼回家的人遇见乡亲就问好或发香烟袁乡亲
也不忘说句祝福话院野发财啊发财浴 冶年末结婚的多袁几乎天天
听闻喜庆欢快的唢呐声遥 院子里袁常常飘出欢快的音乐尧朗朗
的笑声遥

年味是有色的遥 你看那大门外挂起了大红灯笼袁门上贴上
了红对联遥 仔细品品袁大红灯笼寄寓着日子红红火火袁每副对
联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遥 年末的集市袁年货五颜六
色袁新衣五颜六色噎噎令人眼花缭乱袁欣喜不已遥着新衣的孩子
在人群里乱钻袁吃着红红的冰糖葫芦袁一脸的甜蜜样遥 红色是
年味的主色调袁年味因红色而充满了温暖和幸福遥

年味当然是有味的遥 家家户户炸年货袁香气扑鼻遥 鸡鸭鱼
肉袁葱姜酱醋噎噎酸甜苦辣咸都能做出诱惑味蕾的团圆幸福的
滋味遥一家子围坐在桌子旁袁有说有笑袁吃出一个幸福年遥走亲
戚袁主家会做出自己的拿手菜袁让客人品尝遥 酒是必喝的袁也最
能调动餐桌上的气氛袁你敬我袁我敬你袁吃好喝好袁相互祝福遥
过年袁舌尖上的味道袁是高兴袁是温馨袁是幸福袁让人心里回味
绵长遥

年味是有形的遥 圆圆的灯笼袁方正的野福冶字袁长方形的对
联袁精美的中国结袁喜悦的笑脸噎噎这些都是过年司空见惯的遥
哪家年底买了小轿车袁添了新电视袁娶了新媳妇噎噎这些在村
里家喻户晓遥 村里的秧歌队尧舞狮队会给乡亲们奉献精彩的节
目袁让乡亲们享受一场场快乐的文化盛宴遥 平时忙碌袁过年了
要把亲戚走个遍遥 带着礼品走亲戚的袁你来我往袁好不热闹袁构
成一幅美丽的风景遥

年味是有情的遥 过年讲究个团团圆圆袁在外工作的回家过
年是一家人的心愿袁 珍贵的是那份浓浓的亲情遥 再远的路袁也
难以阻隔出门在外的人回家过年的脚步袁亲情能消除路途的劳
顿遥 除夕之夜一家人在电视机前聊谈着看春晚袁其乐融融遥 过
年过的是亲情友情世情袁美好情感袁记忆永存遥

客居异乡多年了袁一想起乡村的年味这样有声有色有味有
形有情袁我就欣喜不已袁感慨万端遥 今年袁我一定要回乡下老家
过年袁好好地去听尧去看尧去尝尧去品尧去悟遥

乡村年味
刘代领

我是一名普通的二胡爱好者袁 和二胡结缘已
有半个世纪之余遥 每每抚琴袁我仿佛脱凡尘袁入仙
境遥 二胡琴音或委婉清丽袁犹如点点雨滴袁滋润心
田曰或高亢昂扬袁好似声声战鼓袁振奋精神噎噎宛
如一把千年的拂尘袁拂去我心中的污垢袁澄清我脑
海中的杂念袁真是野心旷神怡袁宠辱偕忘袁把酒临
风袁其喜洋洋也冶遥

二胡是传统的民族乐器袁 历史悠久袁 始于唐
朝袁 源于古代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袁 那时叫 野奚
琴冶尧野胡琴冶遥唐岑参有诗云院野中军置酒饮归客袁胡
琴琵琶与羌笛遥冶李贺亦有野胡琴今日恨袁急语向檀
槽冶的感慨遥 千年的传承袁二胡已成为民乐演奏中
不可或缺的乐器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袁我在小学读书遥一次音
乐课上袁老师带着二胡教我们唱歌袁给我留下了美
好的印象遥我很好奇袁于是就向母亲要求买一把二
胡遥记得我的第一把二胡只有三尧四块钱袁琴筒尧琴
杆都是竹子做的袁尽管如此袁我还是如获至宝袁爱
不释手遥 那时也没有老师教袁就自己拉着玩遥

1966 年袁我考上了陈洋中学袁当时文艺演出
盛行遥 公社的每场演出我几乎必到袁并溜到后台袁
站在乐队旁边观看学习遥回来后认真揣摩袁反复练

习袁二胡技艺有了不小的进步遥后来学校成立宣传
队袁我便成了宣传队员袁二胡演奏水平也随之上了
台阶遥

1972年底袁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遥 在部队袁
拉二胡是我唯一的业余爱好遥有一年袁我们在东海
执行修测任务袁 和我同组的是杭州警备区宣传队
的二胡演奏员遥我们一见如故袁成了好兄弟遥白天
一起出去测绘袁晚上回来切磋二胡技艺遥我们时常
坐在海边聊天拉琴遥遥望茫茫大海袁思乡之情油然
而生袁我们把情感付之琴弦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袁我离开了军营袁回到了
家乡袁被分配到县规划建设部门工作遥 工作之余袁
我坚持不懈袁每天练琴袁与二胡的情缘与日俱增遥
九十年代初袁局党委组建了一支业余民乐队袁特地
邀请县文化馆黄斌斌老师前来指导遥 于是我拜他
为师袁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规范化的二胡培训遥我还
上网收看二胡名家的教学及演奏示范视频袁 从中
学习演奏技巧袁汲取精髓袁提升自我遥

2013年我加入了县民乐团袁我们的民乐团在
全市的比赛中荣获第一名遥如今我已退休袁有了更
充裕的时间演奏二胡遥 我珍惜夕阳袁与琴为伴袁从
容愉悦地走向诗和远方遥

与二胡结缘
祖国柱

从出生起袁 我们就注定不可抗拒地卷入了茫然袁 茫然的时
间袁茫然的空间袁还有许许多多茫然的琐碎事遥 这就是生活遥

常听人感叹说院野我生活得非常有滋有味遥冶或是哀叹院野生活
很苦遥 冶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呢钥

饥饿时袁看到食物就会本能地忍不住猛地分泌唾液袁甚至想
到吃的也竭力吞口水遥 这是渴望的味道遥

工作时袁特别是做农活袁面朝黄土背朝天袁汗流浃背袁腰酸背
疼袁感觉不能承受工作之重的崩溃遥 这是累的味道遥

踏着微微的清风袁 哼着美妙的曲子袁 和自己爱的人陪伴爬
山尧玩海尧购物噎噎游荡于各种美景遥 这是幸福的味道遥

大雪飘飞袁树枯草萎袁荒凉得连一只小虫的影子也见不着袁
孑然一身木木地行尸走肉般在一片死寂里挪动遥这是寂寞尧凄凉
的味道遥

慢啃一块面包袁眼睁睁地看着一大块慢慢变小袁突然就觉得
生活就是一块面包袁我们逝去了的光阴就是被吞噬了的面包遥
生活无处不在袁我们无处不在生活遥但我们依然不知道生活确切
的味道是什么遥

也许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袁加入酸的就是酸的袁加入甜的就
是甜的袁加入苦的当然就是苦的噎噎你加入什么味道袁就是什么
味道遥 因人而异袁也因心情而定遥

生活的味道
江正

情怀如初

人生百味

站在 2020的门槛上袁我以高耸的姿态袁扑向新年的怀抱遥
你好浴 2020袁我来了浴
2020年 6月中旬袁我所教的初三学生将走进中考考场袁但愿他

们能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遥 家长一个又一个电话打来询问孩子的
学习情况袁我都耐心地给予回答袁哪怕再繁忙的事务我也放下遥 很
多家长就这一个孩子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遥 为了
每一朵花都能绽放艳丽的色彩袁 我这个园丁愿把最肥沃的泥土堆
积在他们的脚下遥
在写作的路上跌跌撞撞了三十个春秋袁成效甚微遥往往把自己

的疏懒归结于工作的繁忙遥 兴致来了袁就在键盘上敲打着一行行文
字曰偷起懒来袁便把肥皂电视剧植根于大脑的每一根神经遥 写作于
我是爱好而不是职业遥 近日获取一些准确度高的报纸副刊编辑的
投稿邮箱袁 欣欣然把敲打后尘封许久的文章邮发出去袁 等待 2020
年能开花结果遥 也强迫自己打起精神袁拒绝肥皂剧的诱惑袁高涨写
作的激情袁能变成铅字的文章更多些遥
健康是 1袁其他都是 0遥 这是宣扬野身体第一冶的言论者对我们

呵护生命的忠告遥 2019年的我袁总是感觉身体这儿不好那儿不适遥
或许年长了袁 我这台辛勤耕耘了五十个年头的机器也有部件生锈
了遥2020年袁我会拒绝许多繁琐的俗事袁走进健身馆袁把自己的身体
锻炼起来袁不再让慵懒的神情笼罩着遥 与此同时袁让懦弱的心态无
比的坚强遥当然袁我希望 2020年家人都能健健康康袁远离疾病的困
扰遥 年迈的母亲袁在敬老院里与那些老婆婆相安无事袁相处融洽袁将
生命的线段无限地拉长遥 步入中年的妻子袁劳碌奔波于工作与家庭
之间袁风风雨雨地摔打袁练就了一副硬朗的身板遥 走向社会的孩子袁
不要拒绝锻炼袁锻炼需要自己完成遥 愿孩子在干好工作的同时还能
拥有健康的体魄遥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中国会向全世界郑重宣布院
中国人不再贫穷曰2020年 5月 1日袁 上海世博会将举办 10周年纪
念曰2020年 7月 24日至 8月 9日袁 四年一度的夏季奥运会将在日
本东京举行曰2020年 10月 25日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周年曰2020年中国将计划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噎噎

2020袁我的期待铺天盖地遥
2020袁希望一切如愿袁美好的事物将会一件件轻轻敲打我的门

窗遥
2020袁我来了浴

2020，我来了！
徐成文

临窗随笔

春节年年过袁每年都有不同的滋味遥 小时候过年袁只要有新
衣新鞋袁只要有鞭炮烟花袁只要有美食袁只要有压岁钱袁就会高兴
得找不到北袁能快乐好长一段时间遥

后来渐渐长大了袁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热切地盼望过年袁因
为懂得了过年就会长大袁就会老去遥害怕长大袁害怕离开父母袁害
怕一个人过年遥 一个人过年是一件让人很郁闷的事情袁 孤孤单
单袁凄凉无边遥

第一次一个人过春节袁是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遥一个人在
异乡袁没有买到回家的车票袁心情非常沮丧遥那年风大雪大袁地湿
路滑袁火车站上人很多袁都是家在异乡的人遥 那时候交通远没有
现在发达袁为了一张小小的火车票袁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袁每
一次都空手而归袁扫兴而回袁折腾来折腾去袁一直到最后仍然没
有买到回家的车票遥

我懊恼袁失望袁那样一张小小的火车票袁那样一张不起眼的
火车票袁却卡住了我袁卡住了我回家的脚步袁挡住了我回家的路遥
不能回家过年袁不能吃妈妈包的饺子袁不能和父母一起守岁袁在
我的人生中还是第一次袁内心充满失落和恐慌遥

看着别人高兴的笑脸袁看着别人回家的脚步袁看着街上越来
越浓的喜庆和年味袁听着过年时的鞭炮声响袁我的心里很不是滋
味袁内心惆怅无比袁那种孤单无助的感觉袁像一只漂泊在大海上
的小舟袁无处揽靠遥

第二次一个人过春节袁是刚刚结婚的那一年袁准确点说袁不
是一个人过春节袁而是和他还有他的家人遥 这个巨大的变化袁让
我在心理上产生落差遥和别人一起过春节袁哪怕这个人是我生命
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袁一时间也让我无法接受袁无所适从遥 这么重
要的日子袁 不是和父母守在一起袁 而是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守
岁袁 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攫住我的心遥 那一年的春节过得很忐
忑袁虽然也很美好袁虽然也很幸福袁但内心里却始终觉得缺少了
点什么遥

有了自己的小家以后袁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袁这以后就很少
再和父母一起守岁袁但每年春节期间袁还是会在父母身边闹腾几
天袁包包饺子袁打打牌袁说说闲话袁一家子守在一起袁热热闹闹袁和
和美美遥

春节年年过袁虽然过法不尽相同袁但内容几乎都是一致的袁
看看那些思乡人的脚步袁你就会明白遥

中国人的年袁是吉祥的年袁是喜庆的年袁是团圆的年袁是祈福
的年袁无论怎么过都好遥 不过我还是觉得袁能在父母身边过年才
能咀嚼出真正的年味袁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遥

和父母一起过大年
积雪草

闲情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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