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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寒

说走就走，放飞心情。
女人越来越喜欢旅行了，随
便跟个团，就走了。

男人陪女人去旅行过几
回，陪女人飞翔在沿海国家，
在森林国家，男人也如鸟儿
如鱼儿，跟上女人的生命节
奏。男人大多时候顾及事
业，顾及家庭，守住大本营，
给女人一份自由飞翔的踏
实。女人爱男人，每次都要
百般温存，留下点什么，然
后，鸟儿一样飞去……

又要去泰国，女人问男人
去不去？男人没吭声，女人似
乎明白，男人担心在市内上大
学的儿子周末回家，家里空荡
荡的，说：“都快二十岁了，让

他独立安排。”
“要上班，还是你去吧。”
男人是借口，女人攒了几天假，想出去看

看，刚刚进入小雪，天气转凉，到热带透透
去。是啊，包裹得很严实，北方的城市又三天
两头雾霾，实在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感觉生活
的重负。

“你去吧，别挂念家中。”男人说。
女人就扑过来，吊着他，破天荒说：“其实

我也舍不得你们，总是单飞，我也牵挂着你们。
每次就好比自己是风筝，飞向大海森林的时候，
总感觉有两根线拽在你和儿子手里，紧紧地拽
着，一刻也不放松，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尽情
地飞翔，很开心很快乐！谢谢你，老公！”

深情地吻，火热的唇，燃烧的心，为这个
冬天带来了格外的温暖。

女人开始收拾家，整理屋子。没有出征
前的迹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帅。男人也
明白，真正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刻意，如此
自自然然，平平淡淡。男人提醒她收拾行
李。女人笑了笑，说没什么收拾的，背个包就
走了。也是，说走就走。

送到电梯口，女人突然转身对男人说：
“再抱抱我。”

男人放下行李，紧紧地抱住女人。
女人快化了。
男人赶紧松开，说：“不早了。”
女人说：“我不想去了。”
男人还是按了电梯开关。
女人依依不舍地进了电梯，紧紧地抱着

男人，手在颤抖，从未有过的颤抖。
周末儿子回来：“老爸，我妈呢？”

“你妈加班。”
“拉倒吧，微信时代还撒谎，我都见我妈

发朋友圈的普吉岛风景照了……”
还说什么呢。

“老爸，你咋不去呢？”
“还不是因为你，每周末都要回家蹭吃蹭

喝，走得开吗？”
儿子鼻孔一哼：“拉倒吧！别把我当小孩

子，我可是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我还想等你
们都出去，自由一回呢！”

“臭小子，不早说，早说我就跟你妈出去
了。她一个人在国外我还担心呢！”

儿子嘁了一声：“没出息。”
男人顿感无地自容。被儿子看出来了。

好男人就是给人没出息的印象，怎么着吧！
出门，碰见小区老张遛鸟。
老张问男人：“听我媳妇说，弟妹又去国

外单飞了！你咋不看着点？”
男人不明白：“她喜欢飞就飞呗！”
老张严肃了：“没听说小区的凤姐吗，也

这样，飞着飞着不着窝了，跟别人跑了。”
男人觉得老张有些无聊，指着他笼子里

的鸟儿问：“养鸟，有乐趣吗？”
“有啊。”
“关在笼子里，她快乐吗？”

老张哑口无言。
几天后，女人从泰国回

来，如一只轻快的鸟儿，远远
的就能听到她的歌声。小区
窗户纷纷打开，像迎接春天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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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惠琴

我家的年终总结

“妈妈！妈妈！”尖叫声从书
房传来，如响雷撞击着耳膜。我
一惊，坐在沙发上的身体不由得
弹了起来，手里的书随即掉在了
地上。慌忙中我扫视客厅，发现
刚刚还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的
儿子不见了。心想，糟了！肯定
又去书房找姐姐玩，捣乱了。于
是，赶紧朝书房走去。

说到这姐弟俩，总让我啼笑
皆非。

姐姐今年十四岁，读初三，
正值青春期；弟弟四岁，上幼儿
园中班，属懵懂期。这一大一小
俩孩子，只要同时出现在家里，
时不时就会擦出“火花”。当然，
这“点火”者不是别人，而是弟
弟。姐姐大十岁，很多时候总让
着弟弟。在她眼里，这弟弟纯属
一不懂世事的“小屁孩”，天真幼
稚到可笑；而弟弟，总以小自居，
仗着姐姐一贯谦让而肆无忌
惮。每天晚上，只要姐姐在书房
写作业，他即便在客厅玩或是看
动画片也会心不在焉。时不时
趁大人不注意，偷偷跑去书房找
姐姐，甚至捣乱……

当我推开书房门的一刹那，
傻眼了：姐姐的两盒英语磁带正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满地都
是被扯出的磁带线，乱糟糟地散
落一地！此时，姐姐背倚着书桌
一脸愤怒地瞪着面前的弟弟，而
弟弟也乖乖地立地那儿一动不
动，原本穿着整齐的外套此刻敞
开着斜挂在身上，连衣领也耷拉
在左肩上。他低着头抿着小嘴，
两只小手在胸前不断地相互揉
捏着。看样子，俩人已小有“动
武”。见到我，弟弟眼泪刷刷地
流了出来，挂在了两边圆鼓鼓的
脸颊上，似乎还很委屈。见此
景，我又气又好笑，连扯带拽地
将他拉回了客厅，转身又折回了
书房。

看着地板上被扯乱的磁带
线，我皱起了眉头。要知道，听
英语录音是姐姐每天必做的功

课。而现在面对着这即将要报
废的磁带，难怪姐姐怒不可遏。
于是，我走到姐姐面前，一边安
抚姐姐，一边将散乱的磁带线用
笔小心冀冀地转回磁带内。还
好，所幸没有损坏。姐姐告诉
我，弟弟趁她不注意，偷偷将书
桌上的磁带拿去玩。当她发现
要回时，弟弟一气之下便将磁带
线给扯了出来……我一边听，一
边继续安慰姐姐，告诉她，等下
回客厅一定对弟弟严惩不贷。

回到客厅，弟弟正怡然自得
地玩他的“挖土机”，全然没有了
惹祸时的委屈样。我走到弟弟
面前蹲了下来，问为什么要弄坏
姐姐的磁带。他撅着小嘴，说是
姐姐不让玩才弄坏的。我问他，
如果姐姐的磁带坏了，老师不让
她上学怎么办？并接着问他，小
手不乖要不要挨打，要不要给姐
姐道歉？他低头不语。为了让
他认识到犯错的严重性，我托起
他的小手，用电视遥控器在他掌
心连打三下。打毕，他眨巴着眼
睛看着我，小嘴抿了两下，突然
很认真地说以后再也不弄坏姐
姐的东西了，还要给姐姐道歉。
说罢，屁颠屁颠地跑向书房。我
尾随其后。书房里，弟弟站在姐
姐身旁，拉着姐姐的手奶声奶气
地说，“姐姐，对不起，我以后再
也不弄坏你的磁带了！”姐姐见
弟弟一脸萌样，不禁“噗”一声，
破涕为笑……

平日里，这样的事时有发
生。无奈于这懵懂期的弟弟总不
安分，似乎觉得与姐姐“作对”是
件非常开心的事，且自得其乐。

姐姐平时学习很紧张，一周
下来，仅周日下午可以休息半
天。所以，如遇节假日学校放全
天假，那么早上姐姐定要好好睡
个懒觉，以满足平日想睡懒觉的
夙愿。可是，这弟弟偏不遂人
愿。

弟弟晚上睡得早，早上自然
也醒得早。通常，天一亮就吵着

要起床。这本是好事，可问题
是，当他起床后必定要去姐姐的
房间（因姐姐的房间面朝街道），
然后，站在落地窗前看楼下来往
的车辆。如果看到喜欢的车，便
旁若无人地扯着嗓子学车叫。
兴极时，甚至跑到客厅，拿起音
乐玩具车，放在窗前放起儿歌。
此时，被吵醒的姐姐定会从床上
一跃而起，气呼呼地拉着弟弟的
胳膊往房门外拽。一边拉一边
大喊“妈妈，快把他弄走！”闻讯
的我，只得连哄带骗将弟弟拉出
房间；而如果姐姐睡懒觉时间超
过九点，在我再三催促下仍不起
床，弟弟便又来了劲。他抓起随
手玩着的音乐玩具车直冲姐姐
房间，打开音乐并放在姐姐枕
边。被吵烦了的姐姐起床哄赶，
他就抓着音乐玩具车笑咯咯地
从房间里跑出来，待姐姐继续睡
觉时，又蹑手蹑脚地跑进房间继
续恶作剧，直到姐姐将其赶出并
反锁了房门，闹剧才得以结束。

当然，别看这弟弟总“欺负”
姐姐，但这懵懂期的“小屁孩”总
归是“斗”不过青春期的“睿智
姐”。比如，弟弟喜欢通过网络
点播动画片，而姐姐又想看地方
台的娱乐节目。在抢台过程中，
姐姐知道硬抢是不会得逞的，便
灵机一动，将家里的宽带信号关
闭，然后拿着遥控器站在电视机
前，一边摇控电视，一边皱着眉
头喃喃自语：“耶，怎么没信号
了，坏了吗？哦，是网络坏了！”
此时的弟弟正仰着头，十分认真
地看着姐姐的表情。直到姐姐
复述了三四遍“没有用”，然又不
见动画片出来，才悻悻地说：“姐
姐，坏了呀？那明天叫别人来修
吧！”姐姐低头看着弟弟，强忍着
即将爆发的笑声，头点得像鸡啄
米似的。接下来，弟弟很安静地
玩他的玩具车，姐姐也就如愿以
偿地看她的娱乐节目了。

说起这姐弟俩，尽管平时时
有纷争，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和谐
互爱的。比如，姐姐早上去上
学，弟弟总要亲自给姐姐开门，
然后奶声奶气地嘱咐着：“姐姐，
你上学要慢点走，记得走斑马线，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哈！……”而姐
姐，一有时间就会抱着弟弟并给
他讲故事；或者晚上，在弟弟临睡
前陪他聊天，问他当天在幼儿园
乖不乖，有没有自己吃饭，等等。
而此时的弟弟也一改往日的叛
逆，乖巧而认真地回答着姐姐。

“妈妈，我要洗脸睡觉。”弟
弟从沙发上爬了下来，右手拉着
我的衣角，左手揉着眼睛，嘟囔
着小嘴说着。而此时，姐姐正好
从书房写完作业出来，看着一脸
呆萌的弟弟，笑呵呵地说：“哇！
你好乖呀，等下睡觉的时候，再
告诉姐姐一个秘密好不好？”“好
呀！好呀！”弟弟眼睛一亮，咧着
小嘴连忙应和，笑脸如花。大家
可能不知道，这弟弟有个“坏”毛
病，他所谓的“小秘密”一般不告
诉爸妈，却一定会悄悄告诉姐姐
……

看着眼前这青春期和懵懂
期的姐弟俩，我不禁又回想起一
个小时前的闹剧，只想说，当青
春期遇上懵懂期，其实是件特别
美妙的事情！

当青春期遇上懵懂期当青春期遇上懵懂期

这一刻（外一首）

◆张萌

阳光真好
这是立冬后的第二天
从厨房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里
我仿佛听到什么
在哔啵作响
我和母亲面对面坐着吃饭
岁月在不知不觉中
把我们推到了
中年和老年的站台
像两台在时光里交错的列车
心底升起对逝去的挽留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无非是那些生老病死
或喜忧参半的家族琐事
海蓝色的云在天空奔跑
我知道
像这样的时刻
在以后的日子里
已经见一次
少一次了

敲门声
安静下来后
这才听到
不知何时起风了
贴着海面卷过来的风
咚咚地敲响了
楼下的木门
一副想拼命挤进来的样子

突然想起有一年冬天
半夜时，父亲从外地回来
站在楼下轻声敲门
朦胧中，听见母亲下楼
开门的声音
那遥远而清晰的敲门声
一直响在心底

咚咚咚，咚咚咚
风还在使劲拍打着
这一刻，我真想下楼去
打开门，把它
迎进来

路
◆吴万夫

路很长
人生却很短
一个人的步履
无论如何铿锵有力
最终还是在长路的尽头
留下一缕尘烟
岁月太深了
纵使人老成精
也不过是一个容易迷路的孩子
走着走着
红尘掩盖了去向
我们迷失了
路还在

时光

◆崔文强

日历的纸飘零一页
就如同翻过的时光
每一片都划过你的手
划过你的心田
划过你绷紧的神经
就这样翻时光
你在天涯游走的每一年每一天
每一个瞬间，某一个场景
总是被你翻来翻去

跨过岁月的河

◆张云

2017年的最后一天
我以跨过一座桥的仪式
辞旧迎新

笑，必不可少
即便过去的三百六十五天
并不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即便有些遗憾
依旧隐隐酸涩

许我相信，新的一年
每一天都可以成就我的知足
只要，我想要的
并不是那种
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奢望

冬雨

◆夏雨

谁家的冰凌花
凋落一地
村前屋后
院里院外
嘀嗒
嘀嗒
嘀嗒
原来，万物归入尘土都有声响
这多像那些与尘世走散的故人

代江西省参加中华诗词学会代江西省参加中华诗词学会
“中华诗教（镇江）会议”“中华诗教（镇江）会议”

◆段兴朝

高端与会独荣膺，广识骚朋至顶层。
踱步成诗才八斗，遵规节饮酒三升。
学疏兴雅浓情注，人陌书香暖意凝。
博采他山攻玉石，好风借力再攀登。

心疾自嘲心疾自嘲
◆卢象贤

迩来天植欲无为，拖误工时未有期。
护士长针难友善，医生小结很高危。
岂同后主悲亡国，愧与先施学皱眉。
虽旧灵台尘不染，抛力依然可化诗。

题家新科老赠硕果图题家新科老赠硕果图
◆胡剑

葡萄垂架庭前熟，双雀飞来羽翮轻。
闲向其间置藤椅，好从近处听嘤鸣。

山居山居
◆朱苏

中年得意是山居，远避尘嚣竹隐庐。
幽壑云浮随作雨，轩窗鸟近不关书。
沾衣花气拂还郁，绕室泉声听有余。
卧看群峰真默契，低头拱手总如如。

秋思秋思
◆潘松

星分河汉迷人眼，月落秋蝉起夜声。
杨柳随风来度曲，葡萄顺势结为晶。
吟诗酌酒因怀古，玩世经年渐悟情。
一枕高楼身百尺，神仙作伴梦相迎。

光阴似箭，转眼间，又到了
一年的年底。我坐在电脑旁，准
备盘点一下 2017 年我家的年终
总结。

刚打了“我家的年终总结”
几个字，女儿就“哒哒哒”地跑进
来，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问我：

“妈妈，你在干什么？”
“我在写我们家的年终总结

呀。”我回答。
“什么是年终总结？”女儿好

奇地问。
“就是想想，今年我们家有

什么收获，我们每个人有什么进
步……”我话还没有说完，女儿
就抢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说说看。”我鼓励她说。
“我今年可以喝牛奶，也可

以吃鸡蛋了。”她高兴地说。
“嗯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我点点头。女儿因为
是早产儿，所以身体一直都比较
弱。她两个多月的时候就确诊
为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有很多，
牛奶，鸡蛋，西红柿，小麦……所
以她能吃的东西很少。在家里

的时候还好，但是到了上小班的
时候，她就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
别的小朋友开心地喝牛奶，吃鸡
蛋，或者吃蛋糕。而她只能吃家
里准备的米糕和果汁。好不容
易到了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医生
说可以尝试一点点地放开。一
直到现在可以吃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可是她今年的一大盛事
了。

“那爸爸呢？”我问她。
“爸爸当上了老板。”她大声

说。
“嘿嘿。”这个精灵的孩子，

我溺爱地摸摸她的小脑袋。老
公今年五月份从公司出来，跟朋
友合伙开了一间小小的工作
室。虽然他没有跟我说有多么
地操劳。但是我看到他才三十
多岁，却在这半年间，两鬓已经
花白，而头顶上也慢慢成了地中
海。由此可知，他的压力是多么
的大。好在，他上个月告诉我，
他们的工作室已经开始盈利。
总算是对得起他们大半年的辛
苦付出了。

“那妈妈呢？”我继续问。
“妈妈呀，考了一个证书，有

钱给我买史努比。”她高兴地手
舞足蹈。

我听了哈哈大笑。原来小
孩子什么都懂。这个造价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试，我已经考了三
年，终于在今年过了。我已经不
记得多少个挑灯夜读的夜晚，也
不记得多少个早起看书的清
晨。还有，这三年间，我是多么
地亏欠女儿，每到周末都窝在家
里看书，而不能陪她玩。想到这
里，我不禁愧疚地搂紧她。

但是她却反过来给我一个
大大的吻。然后跳下地，跑到客
厅，拉着老公走进来：“爸爸，看
看我跟妈妈写的年终总结。”

老公左手抱着女儿，右手搂
着我，一起看着这份年终总结。
他看完以后，对我们两个人说：

“我们一起努力，2018 年更加进
步好不好？！”

“好！”我跟女儿一起回答。
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努力

下，未来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