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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建行龙支付

感悟人生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每一个新年的到来，都使我感到涓涓
不息的生命之泉又跨越一道新的闸门。当
零点的钟声敲响在际，我时常看到联欢晚
会的人们在互祝新年快乐，佳节幸福，窗外
会响起清脆的鞭炮声和孩子们的笑声。时
光荏苒岁月流逝，当岁月悠悠地催自己迈
向天命之年的门槛时，心灵深处突然透出

一股瞬间的顿悟：新年是
“乐”的，辞旧迎春，一股崭
新的美好时光又焕发出勃
勃的生机；新年又是如此的

“快”，岁月如缤纷的落英无
声地飘洒，轻盈而庄严。计
划中的许多事情没来得及
做，时光就浩浩荡荡地迎来
了一个新的轮回。

新年是快乐的。生命
的年轮由四季的轮换镌刻，
人生的段落由于岁月的交
替而更加臻熟至真。昔日

的一切，无论是沮丧是荣耀，成功与否，关
键是要把路子走起来。过去都已成为人生
一段经历，一段美好的回忆，向你绽开五色
的光彩。新年是人生中一个个意味深长的
驿站，它让你在辞旧迎新的欢愉中，去感受
时光的魅力，然后，它又浩浩荡荡地裹挟着
你向前迈进。

新年是那么的“快”呀。一个
人，只有在“少年不识愁滋味”时，
才会忽略时光之快。当你被时光
催得无路可走时，你才会觉得这一
次次新年的到来，如零点为你上紧

了生命发条。细想起来，一生的时光又有
多少个新年呢？如果你是父母，你会感到
你的大手牵着小手，不经意间孩子就度过
了咿呀学语的年月。如果你已经跨越了不
惑之年的门槛，你会倍感少年时对新年的
期盼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回忆，晚年的人

生之路正向你招手呢。
丰子恺先生说“新年，是在混沌

的寒暑中用人工划分出来的时间
段落。”在昔日的时光里，如果你
欣慰于曾有过的拼搏与劳作，你
就欢乐地微笑吧。无论是琐碎的

家务和忙碌的工作，无论是缠身的病痛和揪
心的离别，无论是炫目的荣耀和哗然的掌
声，都已经淹没于你内心无愧的时光之中，
你又有什么理由不轻松片刻呢？即使生活
中有扯不清的疙瘩，有生活的失落，有生存
的压力，有难挨的挫折，新年它是一扇窗，它
会好不吝啬地把充满新希望新气派的每一
缕阳光，展现在人们面前。

新年不期而至，多少旧景会被新年打
扫，多少颓唐会被岁月振鼓。几多炎凉，几
许冷暖会被新年调和与平抚。让我们把美
好的祝福，当成自己和他人的喝彩，让我们
胸怀一种愉悦的心情，快乐地踏上新的人
生之旅吧。

（作者单位：西南商报社）

半月前，女作家沙龙聚会，一位有心
的女诗人带来一大包礼物，原来是各式各
样的布艺狗，分发给在场的二十多位姐
妹，作为狗年的礼物。我拿到的一只是白
底蓝点小花狗，毛茸茸的样子十分可爱。
望着这只憨态可掬的小狗，不禁想起一些
文学作品中有关狗的典故……

在文化传统中，狗往往和忠诚、勇敢
联系在一起。狗能看家护院，防窃防盗，
对主人忠心耿耿，不弃不离，俗话说“儿不
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古以来，就有许
多“爱犬守家”“义犬殉主”的传奇为人们
所称道。

《史记》上有一个“鸡鸣狗盗”的故事，
可谓妇孺皆知。说的是齐国的孟尝君善
于招贤纳士，有门客数千之众，三教九流，
各有所用。大约公元前300年，孟尝君被
齐王派到秦国谈判，却被秦昭王所囚，进
而欲除之而后快。随行的门客为了救他，
只好走夫人路线，找到秦昭王的宠姬，求
她在秦王面前说情。这位宠姬长得很美，
也很爱华贵的衣饰，她早就听说孟尝君有
一件价值千金的狐白裘，提出要以这件狐
白裘做为交换条件。

然而，孟尝君已经将这件狐白裘献给
秦昭王了，无法满足宠姬的要求。遍问随
从的门客，谁有办法？一位很不起眼的门
客答：“臣有办法得到狐白裘。”此人随身
带着一条训练有素的爱犬，趁着黑夜混进
秦宫的库房，指挥爱犬从高阁上将狐白裘
偷了出来，经过一番包装，献给那位宠

姬。美人见物大悦，在秦昭王枕边说了一
堆求情的话，秦昭王终于放了孟尝君。为
了争取时间，孟尝君一行立即乔装改扮，
易名换姓，连夜逃离秦宫。夜半时分，守
衣库的人发现狐白裘被盗，驿馆又人走室
空，赶紧报告，秦昭王马上派兵追赶。

孟尝君一行逃到函谷关，只见关门紧
闭，插翅难飞。按照当时的秦法规定，要
等早晨鸡鸣之后，才能开关。孟尝君担心
追兵赶来，十分着急。门客中有一位善口
技者，便模仿鸡鸣，引得关内外雄鸡齐鸣，
守关者以为开关时辰已到，就打开关门放
行。待追兵赶到时，孟尝君一行早已到达
安全地带。自此，汉语词汇中增添了一个
新成语：“鸡鸣狗盗”。

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是写狗的高
手，他的小说《野性的呼喊》中，一只忠诚勇
敢的狗，跟随主人到阿拉斯加淘金，每当主
人遇到危险时，它都冲锋在前，全力相救，
从狼群中夺回主人的生命。最后一次，主
人伤势过重，再也未能活过来……在风雪
交加的严酷环境中，它无法独自生存，最终
在狼群的呼喊下，逃入莽林，与狼为伍。

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
木》，更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小说情节很
简单：农奴盖拉辛是个哑巴，尽管他力气

很大，一个人可以干四个人的活，但庄园
女主人却丝毫不尊重他的人格，先是蛮横
地剥夺了他的爱情，将他喜欢的女洗衣工
强行嫁给了一个酒鬼。接着，她又看上了
盖拉辛的宠物。这是哑巴从水中营救的
一条濒死的小狗，经他精心呵护和喂养，
出落得浑身雪白，反应灵敏，取名木木，和
盖拉辛相依为命，寸步不离。女主人却要
横刀夺爱，让她的保镖将木木带到客厅，
喂它牛奶，可木木根本不理她，对她露出
呲牙的厌恶表情，它很快逃出了女主人豪
华的客厅，直奔盖拉辛的草棚。

女主人的自尊心大受其伤，对木木
怀恨在心，以狗吠声妨碍她的睡眠为借
口，威逼盖拉辛勒死木木。哑巴无法为
他的宠物求情，又不能违抗女主人的命
令，在为木木置“宴”隆重饯行后，流着泪
将它重新沉入水中……读到这里，任凭
铁石心肠也会受到感动，为盖拉辛和小
狗木木的命运黯然神伤。

上一个狗年，我的朋友杨志军写了一
部有关狗的长篇小说，名曰《藏獒》，出版后
成为畅销书，并获得“红楼梦小说奖”，入围

“茅盾文学奖”，这是狗年带给他的好运，也
是作家对一切生命充满大爱的必然回报。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刚进腊月，90多岁老父亲老母亲的
车轱辘话就开始了。

老二抽时间去乡下灌些香肠，灌那种
土猪肉的；老三负责早点买牛肉，还是自
己卤吃着放心，晚了不好买，价格还贵；老
四是电工，负责把家里的电器都检修一
遍，冰箱，空调，烤火炉，浴霸，电热毯，一
样都不能有问题，别像那年一样……

南方不像北方室内有暖气，免得你大
哥他们回来住不惯；

大女儿每年过年早早就清洗窗帘被
褥，今年老大他们要回来，更得早点准备了；

阳台上的老物件，该丢就丢了吧，买点
彩灯，再买两个大点的红灯笼，挂上喜气；

幺女儿把理发的家什拾捣拾捣，给你
妈剪发，剪什么样式这次你说了算，别依
你妈的，她老顽固；我还是剪平头吧，留了
一辈子平头，也不讲什么时兴不时兴了；

老太婆，你负责把红包装好，过年红
包要人人有份；奖励红包，要仔细统计，别
拉下哪一个，不光看成绩，课外兴趣也得
算，进步大的，都要考虑进去……

“叫你这么说，每个小孩都会有俩红
包。”老母亲盘算着接了话茬。

有是好事，就怕没有。咱俩这把年纪
了，好事还怕多吗？

“你以为我舍不得？我才没有呢！我

只是算算，看我一个人的工资够不够包红
包，不够就拿你的钱来添。”

我的你的不都是你在掌管吗？你这老
太婆！一辈子没别的大出息，就会管钱！

不过你放心，哪个想蒙我，想在我这
蒙混领奖励红包，那是没门的，总裁判的
关我得严格把守。有我在，谁也别想在我
这打马虎眼，奖勤罚懒这个家规不能破！

听着老父母不时自言自语，不时对
话，我们兄弟姐妹时不时地交换个眼色。
当过领导的老父亲是有原则的，也是有威
严的，这种威严在家里被牢不可破地保持
着，维护着。

“东北你们大哥这次回来，”我们还没
顾上插嘴，果然老父亲又念叨了，“也不知
道到底回来几个人，大孙媳妇要生二胎，
大肚子8个月了，估计怕是不能一起回来
了。”停了片刻，又说：“要不你们再打电话
问问？看到底能不能回来？我们这边好
早作准备……”我们知道，父母亲这是想

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儿子大孙子了。每
到过年，父母就会显得尤其激动。返老还
童这一点，我们是见证了。

过年白酒就不用准备了，你们大哥说
了，他带一箱回来，他那边早早就备好了
……

听着父亲的车轱辘话，我们总是一边
笑，一边用提高一倍的声音，向耳聋的父
亲重复一遍他给我们下达的最高指示，让
他放心。他的“圣旨”我们都接领在心了，
并且尽快让他看到我们的行动。不时向
他汇报一下进展成果，他就笑得铁树开花
般灿烂和满足。

我的老父亲，如今他的守望变成了
“四世同堂，晚辈向上”。一进腊月，他就
时不时地：年来了，年来了，还有20来天
了，还有半个月了，还有十天了，如痴如醉
地念叨着……

在父亲的盼望中，年的脚步咚咚咚地
走近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变形记
就连称呼都会

改变
以前，人们会

说她是我的女儿
现在，习惯把

我叫做她的父亲

流浪记
我就站在一些云朵之上
飘啊荡啊好多年了
总有哪天，会有人喊我下来

人是渺小的
像一根蚯蚓
努力挣扎几十年
也未必搅乱大地的内心

温度计
每个人都是温度计
或粗实或纤细，或显长或偏短
都能探知尘世的冷暖

恋爱
无言，对未语
时光就像身旁的河水白流
你我却一点都不觉疼

心雨
我的内心将下一场雨
默爱我的人啊，请躲开那眼泪
深恨我的人啊，请接受这洗浴

平常
他们和许多小菜一起
必须慌忙地离开，从而让这条街道
像什么都没有一样，恢复到平常

（作者简介：罗凤鸣，四川巴中人。作
品散见《重庆晚报》《星星》《绿风》《诗歌月
刊》《诗选刊》等。著有诗集《岁月的回声》
《逆光》《献辞》等。现就职于四川省巴中市
广播电视台。）

标题 作者 发表时间
从此，我有了故乡 安卡 1月7日
乡村年俗 向求纬 1月22日
人在文登 蒋登科 1月23日
桔子红了 邹安超 1月24日
感悟太极 王福梅 1月28日

重庆晚报副刊月度好稿奖
（2018年1月）

让我们把美好的祝福，当成自己和他人的喝
彩，让我们胸怀一种愉悦的心情，快乐地踏上新的
人生之旅吧。[ ]
祝福与喝彩

冯国平

絮语飞花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爱犬守家”“义犬殉
主”的传奇为人们所称道。[ ]
狗年话经典

邢秀玲

家长里短 一进腊月，他就时不时地：年来了，年来
了，还有20来天了，还有半个月了，还有十天
了，如痴如醉地念叨着……[ ]
年的脚步

陈改英

短歌（组诗）
罗凤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