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剪辑

让一场雨构成鸟鸣

仿佛一抬眼，所有的江河都开了

那些用风筝丈量天空的孩子

启用了春风，夏天

开始飞翔

站在六月的彩色中，童年

扑通扑通地

一只小蜜蜂、小蝴蝶。在自由中

寻找

快乐时光

淡淡的香

花儿，开

顺着风

流出的眼波

让一个个柿子

红了脸

远远地

挂上枝头

被一口古井

印在心头

孩子

天空蓝，适合飞翔

偶尔的旋转和白云一样

贪玩，耍赖、小脾气

将你惹得又笑又气，举起的手

狠狠地

却又轻轻地

这些是他们的天真

是孩子们特有的

翻开碧绿的书页，一些童话

请继续发言

继续做鬼脸，继续

小小的坏

一颗老柳树

一颗老柳树蹲在那

只是望着远方

将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抽。

袅袅的烟，绕山而上

我坐在树下

看他的枝、叶、根系

和他

在月光下倾谈

直至满天繁星

专栏

老嫂子
文/唐毅

一串红
文/耿艳菊

坊间

一场凉风吹过，雨滴飘落，秋天

才真正到来。悠长的胡同寂寂的，两

三片叶子在空中飞舞，又落下。它们

是受凉的秋蝶，头重脚轻地摔倒在大

地。一个穿着深蓝马甲的老人站在

家门口看天儿，他是要慨叹“天凉好

个秋”吗？我却在这凉凉的秋意里抱

紧了双臂；冷风吹薄了衣。

恍惚间，一个温情洋溢的春天突

然从对面冒出来。绿油油的一辆三

轮车前的小篮子里开着一把花，红红

的，十分绚烂。开车的男孩瘦瘦的，

很精神，脸上有酒窝，似在笑。

我扬起手叫那男孩：“一串红，一

串红”。除了他，谁还会在工作时有

闲情带着红彤彤的花招摇过市？

他笑嘻嘻停下来，从篮子里拣两

枝红花送给我说：“姐，天凉了，送给

你，看着暖。”一贯的油嘴滑舌，却蕴

含着客气周到的诚恳。

嘴 甜 、腿 勤 、阳 光 、厚 道 、真 诚

……这大概是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喜

欢他的原因吧。他是送快递的，叫柳

阳，负责我们这一片胡同。可是他真

不像送快递的，倒如一个老友。

我们不喜欢叫他柳阳，他也不喜

欢，笑着对叫他的人说，连名带姓的，

多生疏。那叫阳阳，小柳，又觉得别

扭，不像他这个人的风格。

“一串红，你过来一趟，我有个包

裹要发。”两年前，不知道谁第一个这

样叫起来的，一串红一下子就成了他

的绰号。他很开心，快递车前红红的

花更多了。若哪天多和他聊几句，或

者见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就会把红

红的花分享给你。

一串红这个令他有些得意的绰

号就是源自他车前那些红红的花。

他告诉我们，这花叫一串红，又叫爆

竹花，最是喜庆，他妈妈在城郊的旧

院落里种得满院都是，热闹得很，简

直不留缝隙。

从我们见到他的那天起，红红的

花就在他车前绚烂，真是不同往日看

到的急匆匆满脸风霜的快递小哥。

他还把车身刷成了橄榄绿，个性又任

性，夺目得很。

有人夸了他两句，他眼睛里闪着

快乐的光，嘴角漾着神秘的坏笑，骄

傲地说：“我这身行头，赚了不少回头

率呢。”

他嘴角的坏笑变成了哈哈大笑，

然后扬长而去。那姿势，像极了一个

玩世不恭的公子哥。

那时的一串红 19 岁，而他真的竟

是玩世不恭的公子一个。这是我们

后来才知道的事。

他生在一商人家庭，有一个好爸

爸，他和他的妈妈在爸爸的宠爱下生

活得恣意风光。他原是可以拼爹的，

家里也为游手好闲的他早安排好了，

高中读完，再读几年大学，学管理，回

来帮爸爸。学校都给他找好了，可是

晴天却霹雳，爸爸的投资出了问题，

一败涂地，把所有能赔的都赔了，一

家人只好退回到郊区的老院子立身。

这似乎像影视的剧情，他们一家

人却真真切切地面对凄楚的境况。

更糟糕的是曾经为家人遮风挡雨的

爸爸受不了这重击以致精神恍惚。

而妈妈柔柔弱弱的，以泪洗面。他跑

出去一天一夜还没回去，都以为他们

这个家真的过不下去了。

第二天清晨，他突然兴冲冲地站

在了爸爸妈妈的跟前，抱着一怀热烈

烈大红的花。妈妈一眼认出来，那是

一串红。他从兜里拿出一个纸包，交

给妈妈。纸包里是一粒粒一串红的

种子，他要妈妈种满一院子。

那天，他跑出去，去了以前和妈

妈常去的植物园。他平时虽游手好

闲，不学无术，唯独对植物感兴趣。

在植物园里，他遇到了侍弄花的张

伯，便把家里的境况讲给了他听。张

伯带他来到一大片喜洋洋的一串红

前说：“和植物打了半辈子交道了，能

送你的也是这些植物，你折些回家

吧，好好照顾你父母。”

是的，带些喜洋洋的温暖回去，

家 中 的 寂 寂 孤 寒 不 就 渐 渐 化 解 了

吗？这个家还有他，他要给爸妈撑起

一方喜庆的天空。

一年又一年，老院子静谧安然，

摇曳着一串红的温暖，还有一串串笑

声。一串红的爸爸精神在渐渐好转，

妈妈也开朗了。

有一天，一串红突然跑来向我们

告别，他不送快递了，他要去植物园

向张伯学园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

愿望。过去，他爸爸把他的路给他安

排好了，绝不同意他和花花草草打交

道。现在爸爸放手了，让他去做自己

喜欢的事。

后 来 ，我 们 就 没 看 到 过 一 串 红

了，他一定在他喜欢的园艺中恣意悠

然吧。天凉时节，走在寂寥悠长的胡

同，总是会想起他笑嘻嘻的模样，还

有他的一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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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
文/刘亚华

一位朋友，又去桂林旅游了。

她不断地更新朋友圈、晒美景、晒

美食，晒美好心情，让我们这些人

又羡慕又嫉妒。要知道，朋友是

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年初离婚的

她，按理说应该还沉浸在痛苦中，

可她却很快调整过来，活得像个

少女，不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

亮 的 ，而 且 生 活 过 得 有 滋 有 味 。

她给自己订了计划，每个季度都

要出去旅游一次。她说，结婚这

么多年，为他和孩子操碎了心，现

在走出来才知道，外面的世界这

么精彩。她还说，若是当年能试

着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释放

心头的愁绪，也许生活是另外一番

样子。

可不是，婚姻生活里烦琐事太

多，若不及时排解不满愁绪，很可

能就会让家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

战场。若是适时地出去放松放松

自己，让身心得到自由，让坏心情

得到释放，那么我们对待问题的态

度，也会换个角度去思考。

还有一个朋友，三十六岁了还

未把自己嫁出去。我们都为她着

急，而她却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

一个人依旧安静地生活。她说爱

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除了等，

别无选择。她在等待爱情的过程

中，读书、旅行、做瑜伽、研究茶

艺，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遇见她

的人，都说她看起来像个二十多点

的小女生，这也让我明白，心静是

最好的美容品。朋友说，原先的她

可不这样，因为是个大龄剩女，父

母又催得急，她急得不得了，没日

没夜地相亲，可结果却总是不尽人

意。心力俱疲之下，她病了一场。

后来她渐渐想开了，觉得婚姻这

事，操过之急，只会害苦自己。

这之后，每个周末，她都会抽

出时间，做一顿丰盛的下午茶。自

己磨一杯咖啡，再配上几块香喷喷

的刚出炉的蛋糕，一个下午，就把

自己扔进这些闲散的时光里。她

说，这是她最柔软的时光，只要每

个星期就这样呆上一下午，她就会

觉得，生活还是充满无穷乐趣的，

爱情是马上就会光临的。工作上

的苦闷，生活中的压力，全都释放

了。

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用

太远，不用太贵，去一个安静的地

方将自己释放，抚慰。旅行，就应

该只是单纯地出去走走。去哪里，

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

我们每个人都要尝试给自己

一段柔软的时间，让自己享受生活

的乐趣，在书海里畅游，在大自然

的美好山水间流连，放松下来，心

怀美好。

一个人喝喝咖啡品品茶，一个

人读读书看看报，一个人背着行囊

出去走一走，尝试给自己一段柔软

的时光。

行吟

风筝（外三首）

陈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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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家的平辈叫她姐姐，李家的

平辈则叫她嫂嫂。老嫂子姓衡，也

有人叫她建华姐姐或者建华嫂嫂。

湾里的人家，拐来拐去也都沾亲带

故，不会随便称呼的。

黄总家的李女士与老嫂子是姑

嫂关系，老嫂子的先生即李女士之

胞兄。从年龄分析，应该是李先生

入赘到衡家，过了若干年，又将妹妹

介绍给相邻的黄家做了媳妇。

老嫂子现在一个人居住。她家

先生大概四五年前在整饬自家瓦屋

时，不慎从高处坠落，可能是摔到要

害处，送医不治。那时我们已经不

时在湾里小住，但还不认识李先生，

见过与否，也记不得了。

后来，老嫂子在说到自家先生

时 ，总 是 会 讲 他 们 去 新 疆“ 捡 棉

花”。所谓“捡”，其实就是“收”。

棉花地里的棉果开了，经过太阳暴

晒会慢慢失去水分，但还连在棉果

上，便需要有人一朵一朵捡摘下来，

放入背篓。然后集中起来晒干，再

通过简单的机械处理，去除棉籽，就

是可供使用的纯棉了。

天山南北，新疆地广人稀。其

他作物好像都实现了机械化收种，

唯有棉花，还要靠人工采撷。所以

一到用工季节，那里的农场会临时

雇大量捡棉花的民工。老嫂子是个

能干人，特别是捡棉花这样的手工

活比一般人要快，是老板最希望雇

到的那种工人。

据说，有一次李先生同她一起

上了老板的车。老板来清点人手，

好像不肯雇李先生，要他下车。老

嫂子也准备下车，老板又不肯，终于

将李先生一并雇了。老嫂子说，李

先生做工是要慢一点，但她可以帮

他呀！意思是这样的组合，老板其

实并吃亏。

这让我想起衡家大哥常对我说

的一句话：“人家揽子找你做工，如

果一天的工价是一百块钱，你至少

得干一百二十块钱的活才对得起别

个，要让人家有赚才行……”

湾里的人，这是真善良！

据说去新疆捡棉花通常能够工

作两个月左右，除去路费（还有伙食

等花销），能攒下三四千、四五千元

不等，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还是

一笔不菲的收入。

那么，不捡棉花的时候，老嫂子

原来可能也在外面做另外的工作。

具体做过些什么，她没说，我也没

问。她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大

儿媳妇在广东某个地方的什么工厂

做工，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老嫂

子说，要不是孙子在村里读书，她一

个人也要去新疆，随便做点什么，也

比在家里挣的钱多。在家里，就只

能去农业公司做杂活，或者跟素兰

大姐一起去挖麻芋换钱。现在孙子

虽然在镇里“读住校”，周末回家，还

得老嫂子照看。

之前说到过李家二娃子去非洲

务工，能攒不少钱，那就是老嫂子家

的。二娃子在城里买了房，去年才

结婚。婚礼是在湾里办的，广场摆

了好几十桌“坝坝宴”，舞台的背景

是巨幅婚纱照，还请了主持人，比起

城里的办的婚礼，规格一点不低。

婚后，好像把漂亮的新娘子也带去

非洲了，说是那儿也有适合她做的

工，比如在食堂帮厨之类。

最近，听说老嫂子还帮人打起

了“抱不平”，几次三番去找村里、镇

里，为本村的一户人家争取“低保”。

事情是这样的，那对夫妇大概

六十岁左右，丈夫精神方面有点问

题，有一个儿子学了一门修理汽车

技术，自个儿租门市开了一间修车

铺，也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其他

什么原因，生意非常冷清，有时连房

租都付不起。所以非但不能帮家里

分担，还成了母亲的拖累。老两口

呢，住的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

建的老屋，也没有钱弄一下，到处漏

风漏雨的。

不知道是不是政策规定有子女就

不能享受“低保”，这事好像还没有一

个结果。但是，老嫂子这种为他人仗

义直言的行为，还是值得赞许的。

我在前面说过：湾里的人们，那

是真善良！

（《山居杂记》连载之）

本版投稿邮箱：bszmlq@163.com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

到来。作为中国主要传统节日

之一，古往今来，中秋节都是众

多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这个合家团圆的美好时刻，

《遂宁日报》特发起“遂宁诗人中

秋诗会”。

一、作品类别
现代诗歌或符合格律的旧

体诗词（诗为近体），需为作者代

表作，不一定与“中秋”有关。

二、参与对象
在遂宁工作、学习、生活，或

遂宁籍在外地的诗人、诗歌爱好

者。

三、征稿细则

1.作品要求原创，主题鲜明，

立意新颖，内容积极向上。

2.每人限投五首，每首诗歌

不超过 20 行。

3.截稿日期：2019 年 9 月 12 日

4.投稿方式：以“中秋诗会”

作为前置标记，把稿件投至本报

编 辑 部 电 子 邮 箱（bszmlq@163.
com），稿件中注明来稿人的姓

名、简介、联系电话和银行卡信

息。

5.本期征稿将择优在《遂宁

日 报·巴 蜀 周 末》上 以 专 版 刊

登。

《遂宁日报·巴蜀周末》编辑部
2019年 9月 1日

“中秋诗会”征稿启事

《人间词话》以简隽明晰、

深入浅出的条分缕析，首次开

创性梳理出词的脉络、规律。

作者用短短 64 则笔记，便讲透

词之美学核心。

这是一部被誉为“是一部

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

甚精，断制也甚谨严”的小说

史专著，是二十世纪一部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

五味

枣儿香
文/马从春

秋风好像一个神奇的魔法师，

只那么呼啦啦一吹，大地便是一片

耀眼的金黄。果实累累的树上，也

飘起了诱人的香味。枣儿成熟的

季节到了。

漫步在集市上，每一个水果摊

上都有新鲜的枣儿，长枣、圆枣、葫

芦枣、鸡心枣、马牙枣……一簇簇

一堆堆，红红的颜色像是跳动的火

焰，惹人眼球。走进村庄，随处可

见挂果的枣树，细长的叶子中间，

沉甸甸的枣儿点缀其间。它们有

的半青半红，宛如孩子的娃娃脸，

秋风拂过，在树枝上蹦蹦跳跳，仿

佛能够听到顽皮的笑声；有的已经

熟透，通体透红，好似一个个喝醉

了酒的汉子，躲在枝头上酣睡；还

有的随风掉落到地上，满地耀眼的

落红。

记得小时候，香甜的枣儿是我

的最爱。老屋后面有两棵枣树，一

棵是爷爷栽的，枝繁叶茂很是高

大，粗壮的身子让我抱不过来；另

一棵是父亲栽的，树龄不大，却也

已经挂果。夏天的时候，枣树上结

满了米粒大的果子，我便急不可耐

地去观看。一天天过去，枣儿渐渐

生长，从小到大，由青到红，到了最

后，终于成熟了。站在树下，一眼

望去，满树红艳如火，秋风阵阵，一

股特有的枣香味氤氲弥漫。

打枣子开始了。父亲拿着长

竹竿，我挎着篮子，全家一起来到

枣树下。父亲用竹竿伸向枝头，用

力地一阵敲打，地上便下起了一场

“枣雨”。母亲赶紧往篮子里捡，我

最心急，刚想挑个最大的尝尝鲜，

又一阵“枣雨”落在头上，砸得我抱

头逃窜。枣子打到最后，只剩下树

梢上的一些，父亲的竹竿派不上用

场了。我抱着大树，“哧溜溜——”

一口气爬到树顶，使劲地晃动着枝

梢，那些又大又红的枣子便成了囊

中物。

记忆中，父亲总是会在树梢尖

儿上留下一些枣子。这些枣子，高

高地挂在枣树的上方，最先接受阳

光雨露的滋润，硕大而红艳，宛如

村庄上空闪闪的小红灯笼。我觉

得可惜，父亲却不以为然，说：“枣

儿这样的果子不是粮食，不需要像

稻子那样颗粒归仓。秋天，留一些

枣儿在树上面，好看，给孩子们一

些念想。”多年以后，我慢慢明白了

这话的含义，懂得感恩，索取有度，

方能持续享受岁月的恩赐。

枣 子 营 养 丰 富 ，颇 受 人 们 欢

迎。老人们说：“日食三枣，青春不

老。”小孩子们不懂其中的道理也

不管它，打下的枣儿，成了我们最

爱的零食。我喜欢生食，咬在嘴

里，甜蜜香脆，慢慢咀嚼，味道好极

了。也可以煮熟了来吃，香甜绵

软，易于消化。勤快的母亲，把枣

儿去核捣碎，加入面粉等，做成枣

泥糕，味美而滋补。

今秋回到老家，枣树仍在，密

密麻麻的枣儿满院飘香。女儿吃

着枣儿，高兴地说：“这里的枣儿又

大又甜！”临走时，母亲挑些好的给

我们带了一大包，一颗颗一粒粒，

里面贮藏着秋天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