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主编：朱学蕊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71��□邮箱：nengyuanren@126.com

□ 2021 年 1 月 11 日

琐琐语语

鲍红星
（作者供职于淄博市周村供电中心）

■王保林

父亲属虎，年逾古稀，平日除了打太极、看电视，
似乎没什么爱好。 可不知从何时起，他竟迷上了短视
频，几乎到了“机”不离手的地步。

母亲不时吐槽，说父亲不听劝，看视频看“傻”了，
连饭都顾不上吃！父亲“傻”了？我暗笑：他做事的那股
子犟劲，真是有点“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父亲从陕北来到关中煤矿。
当时，大家看他从农村来，人又老实本分，问他愿不愿
学瓦工，父亲满口答应。 瓦工是个苦力活，工友们笑
他：“大家都不愿做这事，就你傻啊！ ”父亲嘿嘿一
笑，低头劳作，并不作答。

父亲工作从不偷懒，几个人的活，别人干干歇歇，
就他不喘气地干，唯恐做得少，而且苦活累活总抢着
做，没一句怨言。 就这样，他“傻”干了一辈子。

父亲的瓦工手艺，在矿上是出了名的。 他为人
和善，有求必应，有难必帮。 那年秋天，矿上刚分配
了两栋单元楼， 矿工们家家户户像过年一样高兴，
装新房、搬新家，好不热闹。 当时，市面上没有电磁
炉，矿区更没通天然气，烧水做饭全靠砖砌的土炉子。

砌炉子，成了每家每户的大事。 那阵子，没到下
班点，我家就拥满了“客人”，父亲进门来不及换工作
服，便被人请了出去。 东家门出，西家屋进，一天砌三
四个炉子，有时忙到深夜才回家。

每每看到父亲回家后累得直不起腰，母亲便责
怪他不懂拒绝，但每次一边嘲讽他“半夜三更回来，
连顿饭都没混上”，一边还是把热饭端到父亲面前。
父亲总是边吃饭便打趣： “吃人家一顿饭，肚子总
有饿的时候。 ”

也难怪，别人垒的炉子就是不上火，经父亲一垒，
准旺！ 半个多月下来，矿上新分配的楼房，他过手的炉

子，就占了多一半。
父亲不善言辞，老实且木讷。 有一年冬天，他感

冒发烧，请了病假在家休息。 吃午饭时，有人来请他
帮忙，说正做着饭，炉子不上火，想让他帮忙给看看。
父亲二话没说，放下碗筷，便跟人去了，一去便忙到
了大半夜。 见那家原先砌的炉子有问题，他就帮忙
拆了，重新砌。 那晚，父亲感冒加重了，咳嗽了一宿。
可能是迎了冷风，落下病根，如今天气稍有变化，他
就会剧烈咳嗽。

还有一次，好像是春节，全家人正在一起吃年夜
饭。 突然，父亲的工友在楼下召唤，说井下风门的墙倒
了，需要他下井重新砌墙。 一听说井下有事，父亲急匆
匆出了门。

父亲是井下通风工，成天修风门、砌风墙，这事母
亲是知道的。 若是风门坏了，那可是大事，母亲一边

催促他快点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
回来后，父亲说工友家里的炉子不上火，怕大过

年的请不动他，就“唬”他跑了一趟。 母亲气得半晌没
理他，说他犯“傻”，啥当都上！ 父亲却一点都不生气，
依旧笑着说：“能帮就帮，吃亏是福！ ”

这些年，电磁炉、燃气灶已非常普遍，人们的生活
也发生了巨变，父亲的手艺渐渐无处施展，那个放置
瓦刀、抹泥板、吊线坠的帆布包，也早已被尘封起来。
后来，虽然搬家数次，但父亲的“瓦工包”从未遗弃。
每每提及那是个“累赘”时，原本好脾气的父亲就像
变了个人似的， 常常会厉声反驳：“就这个占地儿
了？ 碍着你们什么事啊？ ”

如此这般，时间久了，也就没人敢再提。 我知道，
那是父亲的命根，它承载着父亲的流年“傻”事。

（作者供职于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

■汪成友

广场一角的树荫下， 一辆三轮车上猫着两
个人。 走近才知道，头几乎抵在一起的他们，在
下象棋。

落日和路灯已在嘀咕着换岗了， 棋盘上几
只红黑子仍各据一端，彼此远离，却暗藏机锋。

这年头，街边下象棋的人少，只能“网上
谈兵”的我看一眼便挪不开步子，“实战”可比
手机屏幕上的隔靴瘙痒强多了。 晚风旋起地
上的叶子，也扬起他们灰扑扑的短发，暮色又
加重了些许。

那张不辨底色的棋纸，毛边、缺角，红实线
漫漶，该有些年头了，只有“楚河汉界”几个篆
字老辣而妖娆，翘头勾尾，似有无穷变幻。

红方两士拱卫老帅，另高吊一炮弄得对方
狼烟四起；黑方老将仅一士紧随，一马在对方
阵地左冲右突，换作我这臭棋篓子，往往会和

棋大吉。
可黑黢黢的棋纸边，各有一卒隐在渐暗的

暮色里，前面都是大片开阔地，此时都拼了命
的拱过河，又都叉士歪将，架炮飞马，如临大
敌。 小卒过河大如车，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
决胜负的主角，不可等闲视之。

许是久了，坐车两端的二人换了姿势，一人
歪靠车帮上，对面这位一屁股坐车内，这让我
得以看清他们。 虽黑些，却也眉目清朗，衣着
齐整，那坐车内的大概觉得矮了些，便团起车
上灰扑扑的絮毯垫着，这毯是搬运玻璃、家具
的必备之物，此时正物尽其用。 四条腿，一盘
棋，马嘶炮鸣，人又进入老僧入定模式。

这时我才注意到，不远处还有辆三轮车停
在如盖的樟树下，相同的款式，车帮上有“运
货、搬家”字样，车内也有磨烂的紫色絮毯。 看
来俩老乡或同行在此偶遇， 一看不早不晚，再
做一单不能了，或干脆推了活计，畅快摆棋！

狭窄的车厢若一叶扁舟， 将他们载回那
炊烟袅袅的村庄。妻在田头劳碌，老母在煨一
罐酽汤，孩儿上学未归，一壶老茶，两只马扎，
老父和老叔拈些山村风月，斗些休闲时光。

可如今通讯方便，难道不是事先约定？ 筋
骨之劳渴望心智愉悦， 一子在手迟迟不落，有

什么能比这枚带着家乡人指印的棋子更能慰
藉乡亲？ 此刻他们沉浸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可
以暂时忘记世俗的世界， 这有他们难以言说
的快乐和满足， 被城市里灯红酒绿搅动的心，
此时也格外恬静。

腿蹬肩抗， 他们的致富梦流淌过宽街小
巷，直直通向国道、省道，最后是村村通的一个
小岔口。 他们告别村头那棵老槐树，便是纵横
阡陌的人生棋局中突破自我的新招，他们不可
躲在帅府后偶发冷炮，也不能如高头大马恣意
驰骋，只能是一小卒，明知路歧有陷阱，却义无
反顾，虽可左右徘徊，但绝不可以后退。

可这过河的小卒，又与我们想象中的有些
不一样，他们左冲右突、荷重前行时，也拈一
枚棋子，撩一缕城里的晚风，喝一口杯中的热
茶，忙里偷闲，品味一段城里闲散的时光。

路灯亮了，他们又摆上新的一局。
（作者供职于芜湖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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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清

小寒是农历第二十三个节气，意
指天渐寒，但尚未大冷。 俗语说“冷在
三九”，因隆冬“三九”基本上处于小寒
节气之内，因此有“小寒胜大寒”之说。

如何之寒？ 杜甫有诗曰：“汉时长
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李贺有
诗曰：“三尺木皮断文理， 百石强车上
河水”； 黄庭坚亦有诗曰：“江雨蒙蒙
作小寒，雪飘五老发毛斑”……

虽说小寒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
刻，其实这时阳气已动，即高天滚滚
寒流急，大地微微暧气吹。 小寒分为
三候：一候雁北乡 ，二候鹊始巢 ，三
候雉始雊。意思是，动物们已感受到
了天地间萌发的阳气， 南迁的大雁
开始往北飞， 喜鹊开始在树上筑巢，
野鸡开始鸣叫。

小寒时节，天寒地冻，万物敛藏，
人们劳作了一年， 也该顺应自然界收
藏之势 ，做到早睡晚起 ，休养生息 。
起居要防寒、防燥、防感冒。 日常饮
食要注意精粗搭配、减咸增苦、荤素
兼吃，多食用温、热的食物以补益身
体，防御寒气侵袭人体。

时值小寒，好友相邀，说他家乡
的腊梅已经盛开。 腊梅其实非梅，但
比梅更早感知到春气， 由此开在梅

前。 一行人顺着山谷冒风前行，远处
有清幽的香气濯人肺腑 ， 循香望
去 ， 一株株腊梅树干粗壮黝黑 ，弯
曲有致 ，枝头上缀满一粒粒开放和
尚未开放的花骨朵儿 。 再往远看 ，
一抹淡淡的金黄沿山脚次第爬上山
腰，又迤逦延绵至山头，山岭因梅瞬
间灵动、俏丽了起来。

与往年一样，从立冬开始，我将蒜
头状茎块水仙置于盆中， 再拾几个小
鹅卵石垫着，注上清水，置于案头。 小
寒前后， 水仙细长绿叶中抽出一茎，
吐出花蕊，亭亭玉立，散发着清浅幽
香，文静素雅。如此，一盆清清简简的
花就能使满室生春，令人心生喜悦。

小寒时节，我在网上看到一组探
访中国最南端的学校———三沙市永
兴学校的图片。孩子们穿着短袖短裤
坐在教室里，老师身穿连衣裙正给孩
子们授课。三沙的冬天仍然是霞飞帆
影，漫天鸥鹭，也许在他们的认知里，
小寒就是一个书面语，但对于北方人
而言，小寒真是与搅天风雪，水瘦山
寒为伍的。

小寒之后是大寒，大寒之后便立
春了，大地离新启万物的春天不过只
有两个节气的距离而已。 想到此，心
中便如春天般明媚了起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我我 的的““傻傻 ”” 父父 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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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琴弦
从未休眠
理想的召唤
引燃执著的信念

钻塔通天
穿越时空尘封的雾霭
山川无言
游弋于夜与昼的边界

多少双不寐的夜之眼
与星月守望相伴
多少回踏朝露追斜阳
弹指又一轮酷暑霜寒

青春岁月之河啊
由此减了几朵
喧嚣浮躁的浪花
添了几分力拒庸碌的奋发

遥远欢腾的绝响
喷绘一片凯旋的金黄
恢弘的气虎油龙
映红一群自豪的胸膛

为了边陲不再贫瘠
大地慈母那石油儿郎
愿如搏击长空的雄鹰
永不退缩和彷徨

油油
郎郎
抒抒
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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