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陈丽伟 责编：李勇 校对：肖仲 制作：王金刚6本土作家 Local Writer

雪儿问答
■ 张秋铧

雪儿，就在立冬这天
你迫不及待挤进门槛
飘飘扬扬向大地坠落
挟五千万玉龙甲片
裹呼啸大风助威
闹得世界一片银白
搅得周天异常寒彻
为什么你来的这么早
行动如此急切

没有为什么
只是我想这么做
恶劣的生态，压抑的心情
我需要痛快淋漓的渲泄
我不是你的掌中物
需要我时招之即来
不需要时不愿见我
我就是我，我就是雪儿
隆冬严寒炼就浪漫的气节

我知道你喜欢我
只是不愿那么说

你见到第一瓣雪花时
为什么朝圣般跑到门外
用手捧着，用唇吻着
惊喜的眼眸光焰灼灼
仰起脸颊，伸长颈脖
让我尽情滋润你的干涸

你欣赏如云的樱花
我比樱花更柔美
你怜惜弱弱的梨花
我比梨花更纯洁
我是寒风苦雨萃取的
天地间最单纯的颜色
哪怕沾一丝儿污渍
染一丁点异色异味
就扼杀了我一世名节

你不要问我
也不接受你的斥责
我就是我，天上的精灵
飘洒自如，漫天飞舞
就是我天造地设的性格

时光的小溪
缓缓淌过2021的身躯
阳光透过指缝
精准记录着
既平凡又不舍的或得或失

春天最是寂寞
愿望在源头一个个涌起
你无从挑选
索性顺势而下
让实践去逐个检验

夏天总是繁忙
你无暇为鲜花与彩蝶驻足
而是努力磨平脚下生活的棱角
向着大树的模样
与野草一起成长
一路清歌远行

秋天有喜有悲
枝头挂满成功的收获
等待与人分享
而失败的落叶
随流水静默地漂向远方

冬天酷爱总结
你用一层薄薄的冰
将各色各样沉寂的叶子塑封
所有的来龙去脉
经纬分明

好想对你说：歇歇吧
突然记起时光没有暂停键
索性甘泉煮茶 与往事干杯
别了，2021
抖擞精神 张开双臂
你好，2022

你好，2022
■ 李耀斌

没事可做的时候就是有闲，闲的时间

多了，就连做梦都显得荒唐。

前几天有一个梦，我梦见一个相识多

年却无论如何想不起名字的友人，直到梦

醒，才恍然知道原来是“他”！于是对自己

这种无意识的疏忽感到惭愧。

还是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

说要与多年前的一笔借款至今未还的另一

个朋友绝交。这个事情早有耳闻，但没想

到会严重到如此地步。我只有说：“这样一

来，以后你可能就永远收不回这笔钱了。”

他气急败坏地在电话那头说：“我不要了！”

好像他在和我赌气。

退休以后的日子里，回顾最多的是友

情，感动最多的还是友情。友情几乎寄托

了我几十年的生命历程。所以，无论是梦

是真，友情传递的每一个信息都为我提供

了一个反思的参照。

我曾设想，有谁能统计出自己叫得上

名字的人的数量？估计那一定是一个很庞

大的数字。尽管量很庞大，但真正能称为

“朋友”的却又是少数，真是所谓“浮生若

梦，为欢几何”了。

恰恰是这个“少数”，往往能带动那个

“多数”，其中的核心叫“善待”。因为能坐

到一起的人必有某些相同的特质，否则，一

面之交之后难有第二次相遇。

时常有朋友向我抱怨，说自己的时间大

都被无聊的应酬占去，仿佛自己的空气被别

人没收了一样，抽不出一点空闲去读一页

书，去写一个字，甚至还给我背诵古罗马一

位贤人的名言，“只有当我独处之时，我才感

到不孤独。”我相信这是一句真话，但我也同

样相信这不过是所谓“贤人”的一句宣示，宣

示一种人格独立的精神。基于这一点，我便

不能同情这位朋友的这种抱怨，总觉得看似

委屈的背后含着沾沾自喜的味道。

我认识许多人，许多人也认识我；我将

许多人视为朋友，但我不会关心那许多人

是不是视我为朋友。我从不将与人共饭当

作应酬之举，也从不将别人请托我办点什

么事当作有求于我，如同我也有请托别人

为自己办点什么事的时候，也不会被看作

有求于人，只要彼此善待，只要尽其所能，

结果如何，没人料得到，或没人在意。

友情没有边界，友情的基础是彼此信任。

不必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也不必说

萧何月下追韩信，即以“竹林七贤”中的嵇

康与山涛绝交为例，双方都受到心灵的伤

害，都在精神上留下一块空白，成为那个时

代诠释友情的另一番风景。嵇康临死之前

叮嘱他的两个儿子，不是勉励他们自立、自

强，而是要他们有事的时候去找“山涛伯

伯”商量。其实不用找，山涛一手挽住这一

对弟兄，在抹不去的光阴中抚育提携他们

成长。山涛知道自己不是履行友情的责

任，而是尽友情的义务。责任是被动的，唯

有义务是主动的付出。

当今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随着人们价

值观、是非观、荣辱观的转变，自我意识的

发酵淡薄了群体意识的自觉，友情的体验

越来越成为某种奢侈。孔子说，三人行，必

有吾师焉。从这个“师”那里学到的东西，

往往是在书本中找不到、学不来的，因此就

更宝贵，更有价值。然而，人们好像更愿意

相信内心的指引。

友情曾丰富了我从前的生命，友情也

必将营养我的今后。我想转告我的那位朋

友，善待友情，坦荡相交，一旦掺杂功利之心，

以为有利可图，这种相交往往注定会失败，

而且败到以后别人看见你会远远躲开。

友情，是情，是缘，也是温暖。友情是

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通过友情的纽带

从微观走向宏观。

有时和久别的朋友相逢会有些惆怅，

有时和久别的朋友相逢再分别则是伤感

了，有时就感到人生总是这么奇奇怪怪的。

我总想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寻找某个

背影，寻找青春贴着光阴领跑自己的一路

风尘，让我掂量友情的分量，让我体会友情

的牵挂，让我在友情的目光中发现新的自

己，找回曾经的自己。

善待友情
■ 瀛洲

正是螃蟹上市时。妻子告诉我，有一

家水产店买卖兴隆，你早上五点多去排号

儿，领到号儿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买个

螃蟹还要提前去排号儿？这倒是个新鲜事。

于是，在那天早上五点半前赶到了那

家店。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

到那儿时，已有几个人站那儿聊天了。五

点半时，来了个大爷打开卷帘门，大家蜂拥

而入。桌子上早备好了一个个纸条，上面

写好了号儿，我抢到了一个2号。

因为初步完成了任务，开车去找早点

铺。正是小城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的季

节，路边、各店铺都在售卖对虾。于是我边

吃早点，边看清晨卖虾的场面。

汉沽滩涂辽阔，盐水汪子星罗棋布，养

殖南美白对虾逐渐成为了一种产业。虽说

养殖对虾受天气制约和影响，但运气好，没

有自然灾害时，大多都能赚个盆满钵满。

每年五月份撒苗，农历九十月份即可出虾。

但就是这三四个月，是最难熬的。在池

子边搭个窝棚，天天吃住在虾池边上，喂饵

料、量水温、看池子。无遮无拦的海边，奇热

无比，蚊虫叮咬，大雨瓢泼，都得忍受。出虾

一般是在后半夜，许多闻讯的商贩开着大小

不一的车辆来到池子边，看到围网下到池子

里，一点点合龙，看那些虾族们上蹿下跳、竞

相奔突的场面，令人兴奋异常。

此刻，紧邻这家早点摊的水产店正忙

得热火朝天。几个方形的大铁簸箕摆在地

上，一个人手持大捞篱，一次次从一小货车

上捞出虾来，一大溜水印画出奇形怪状的图

画。虾们显得极不安分，刚一倒进硕大的铁

簸箕里，立刻欢呼跳跃，凭借高超的弹跳能

力，纷纷跳出生天。怎奈又都是徒劳的。

方形的铁簸箕前，早就依次排好了十

斤一个的白色泡沫箱子。几个人分工合

作，手脚麻利地倒虾、上秤、过秤、砸冰、打

包，配合默契，一气呵成。我坐在那儿，慢

条斯理地吃着浆子大饼果子，默默地看着

这几个人在早上就这样节奏紧张地忙碌，

几百斤虾一会儿就处理完了。

有几个可能是老主顾，或是老相识，径

直走过早点铺来，开口跟老板说：“来几个

虾，我在这儿吃！早点铺老板就接过来，在

水管那儿冲了下，转身扔进了一个砂锅

里。这种豪横令人瞠目结舌。只一会儿工

夫，就端出了一锅大虾手擀面。不知是因

为虾的个头太大，还是过于新鲜，几只大虾

就那样在还滚沸着的锅里翘翘着，虾子须

子耷拉在锅外。汤太红了，锅里起了一层

红沫子，鲜灵的海虾味也刺激着我们这一

群人的嗅觉，诱惑着让人欲罢不能。

早上七点半，妻子的手机里响起了直

播的声音，原来是早上拿号儿的那家水产

店拉螃蟹的车到了。与此同时，手机微信

群里也开始喊：“老铁们、家人们，螃蟹到

了，晚了螃蟹就没气了！”直播带货这种新

兴产业，不仅催红了相关产业，带动商家的

货物销售，也拉近了店家与顾客的距离。

近年来，国家对大海实行休养生息、耕

海牧渔的保护政策，每年的5月1日到9月1

日，实施为期四个月的休渔期，对掠夺式生

产起到了一定的扼制作用。这些举措，使

大海得到了进一步休养，保护了海洋资

源。所以今年成效显著，螃蟹等海产品格

外丰盛，且质量好。良性循环的结果，老百

姓最受益，所以今年的螃蟹价格也十分美

丽，让百姓尽享口福！

一会儿，妻子就买回了18只三疣梭子

蟹，且都是圆脐的，个个有黄，足够我们一

大家人大快朵颐。女人的快乐，表现在她

们对所购商品的满意度上。她说：“今年才

花了不到二千块，比往年便宜了一千多！”

蟹肥虾美时
■ 王雅鸣

大运河带着汉唐遗风从远古奔来，滔滔

不绝的水声奏响千年的遗韵，在历史的天空

里反复回荡。大运河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

动脉，古道与运河相伴逶迤了两千里，古道上

的脚印和汗水成了一部厚重的史书，甚至连

古道上的灰土都有人文的温度，古道上发

生过的故事至今还在传颂。名震中外的义

和团在这里抵御外来侵略者悲壮苍凉的故

事；抗战的硝烟犹在眼前缭绕，一门三英烈

的抗战事迹融入到运河流动的血脉中，被

代代相传；前些年的抗洪，以运河和古道为

屏障，保卫天津，保卫津浦铁路，谱写了一

曲亢奋的乐章。从成为古道开始，就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成了重要的通道，展现了古道各

个历史时期的烙印，承载了千年的兴衰苦乐。

古道与两岸的新建筑隔空相望，漫步

运河古道，远方深邃纯澈的天空挽留着最后

一抹夕阳，湿润的空气中散发着野花的幽

香，运河两侧的百年古槐遥遥相望，飘拂的

落叶伴着和煦的秋风轻舞飞扬，潺潺流动的

河水温润着灵魂的暗礁，欣赏着现代繁华的

变迁，构成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田园美景，仿

佛行走在画廊中，为自然的风光所陶醉，将

生活中的琐碎烦恼全部忘掉。

站在古道上的一瞬间便感受到了这片热

土的血脉，品味着每一个在日月精华浸染下

的亘古经典，循着古道去触摸被遗忘的运河

文化。一首“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

行”的诗句将思绪拉入到历史尘烟里的古道，

灵魂便穿越到一个通灵的天地。曾经的古道

也是官道，车马骈阗，脚步匆匆，贩夫走卒川

流不息，叫卖声不绝于耳，两旁的翠柳风摆婆

娑，黛瓦白墙鳞次栉比，好似《清明上河图》铺

展开来，如同浮雕画展示在运河古道上。

纵横南北的古道随着河的走向且弯且

直，随着河的命运走出一段荡气回肠的历

史。古道上，纤夫们的脚印重叠又重叠，汗

水浸透了古道上的泥土，吭唷吭唷的号子

已渗入铜帮铁底的河岸。送别的码头上寄

托着母亲对儿女的祈望，泪眼彷徨地挥着

手，无数次回头、再回头，湮没在行色匆匆

的人群中，留下那温暖的叮咛在时空的长

廊里徘徊。妻儿的期盼，千言万语还未曾说

尽，紧握的双手传递着彼此离别的愁绪，回

味着相聚时的缠绵与柔情，默默诉说着离情

别愁，那恋恋不舍分离的画面在历史的尘埃

中飘来飘去。鼓乐喧天迎亲的队伍浩浩荡

荡，装饰华丽的大花轿披红挂绿引得路人驻

足围观，在一片说笑中送去祝福的目光，海

誓山盟后演绎着人类繁衍的故事。

夜晚幽静安宁，怡然雅致，邂逅那段菡

萏葳蕤的岁月，将那些叠起的斑斓湮灭在

时光的褶皱里，在醉韵清秋中倾听远古的乐

章。运河文化像随风飘拂的种子，由古至今

经历了朝代更替，见证了时代变迁，续写着

岁月的新篇章。古道依然在，只是风物改，

如今古道成了柏油路，伴随着运河上无边的

风景，装点着两岸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运河古道
■ 于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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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三岁的时候，刚生下弟弟的母亲

便因病长期住院。照顾我们小哥俩的事就

全部落在父亲一个人身上，那时父亲在海

军旅顺基地服役。母亲住的医院很远，在

山东，住院的时间也很长。我和弟弟在非

常漫长的时间里见不到母亲的面，心里既

悲伤又无奈。

弟弟稍大一点，被送到旅顺海军幼儿园

全托。我刚到上学的年龄，被送到旅顺八一

小学上学。小学同学大都在学校附近住，放

学后就回家了。我家也在学校附近，但我放

学后一般不回家。中午放学买一个面包加

一根冰棍就算午餐；下午放学就在家门口的

马路上和小朋友们玩耍，直到父亲下班。有

时候父亲要加班到深夜，小朋友们一个一个

被家长叫回家了，我只好独自坐在路灯下等

候，经常趴在马路牙子上就睡着了。

长时间的放养，涣散了我的纪律性，逃

学、旷课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旷课后到

海港玩耍，不慎掉进海里，差一点被淹死。

还有一次逃学攀爬悬崖，险些摔伤。特别

想念母亲的时候，我就独自爬到能够看到

大海的山坡上，在那儿默默地坐一会儿，眺

望海天相接处时隐时现的船影，渴望着有

一天母亲能够乘船回家。

九死一生的母亲终于乘船回家了！我

还没来得及高兴，对我伤透脑筋的班主任

老师就闻讯前来家访，她对母亲说我由于

长期逃学旷课，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建议留

级。母亲听罢非常平静，她用温和但不容

置疑的语气让老师放弃了她的想法，我得

以继续在原班级读书。

我当然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于是

发奋认真学习每一门课的内容，我的学习

成绩很快就名列前茅。母亲虽然已经回

家，但还需要长期卧床静养，她的管控能力

有限，父亲工作又很忙，我和弟弟依然处于

半放养状态。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和小伙

伴们在野外玩打仗游戏，钻洞翻墙无所不

为。我们每次回家时一定是满身灰土，需

要母亲在门口拿扫床的小扫帚从头到脚扫

一遍才能进屋。

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和弟弟灌输

要上大学的想法。母亲让父亲在我和弟弟

的床边墙上贴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

图，告诉我们她所知道的那些著名城市的

位置，比如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以及我们

的四川老家等，激发我们对天下名胜的好

奇心。她告诉我们，只有上大学，将来才能

走遍天下。

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几乎是父母为我

和弟弟从小到大买过的唯一“玩具”。天气

不好的时候，我和弟弟最喜欢的室内游戏就

是默记各省省会和各国首都，并互相测验。

每年元旦时，父亲会买新的地图把旧的换下

来。旧的地图已经被我们“指点”坏了！

母亲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五十多年

后，在天津住院的母亲被护士问及学历，我

代为回答说“小学”，母亲面带愠色地纠正

说“高小”。但小时候我们觉得母亲无所不

知，我们最早的天文地理知识都是母亲教

的，而且与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没有任何

相悖之处。

我初中毕业时，大部分同学及其家长

的想法都是不再读高中，打算早下乡早回

城。父亲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联系好了

接收我的公社和生产大队。但母亲坚决要

我读高中，目的就是要上大学。要知道，当

时还是文革时期，尚未恢复高考，上大学是

非常渺茫和不可思议的事。我困惑地服从

母亲的决定，继续读高中并依然保持着优

异的学习成绩。没想到一年后国家真的就

恢复了高考。至今我都非常佩服母亲的先

见之明。我高中毕业当年顺利考上大学。

次年，弟弟也考上大学。

放养的孩子，就这样长大成人。

放养的孩子
■ 曹军

夏天住乡下老家，一个细雨霏霏的傍

晚，撑伞散步于院中竹林下。突然止步，是

因看到脚下有一只湿漉漉的小鸟，趔趔趄

趄又摇摇晃晃，正挣扎着起步练飞而不能。

我惊喜地意识到，这是一只刚出窝的

雏鸟——院中有鸟窝。因为乡宅四周院墙

不矮，雨天大门又未曾开启，雏鸟还不会

飞，只能来自院中。再说，前两年曾有过鸟

在竹林里做窝孵蛋的经历。

我怕小鸟年幼经不起雨淋，便将其捉住

带回室内，放入纸盒里，置上水米，是想养大

后放飞。谁知小鸟一入室不要紧，招来室外

几只成鸟，在院中飞翔俯冲，叫个不停。小

鸟听到了呼唤，在纸盒中也急躁地鸣叫着回

应。我意识到我可能是“好心办了坏

事”——这生灵本来是野外生存的物种，哪

怕风吹雨打呢——便将其复放在竹林下，由

它去吧！随后，小鸟便钻入花丛中，成鸟的

鸣叫也归于平静。一夜又小雨淅沥，我还惦

记着那只小鸟的命运。因为，这种不知叫什

么名字的鸟，成鸟的首尾长度也不过10厘

米，而幼鸟才不过五六厘米，太小了。

但次晨在院中竹林下，竟又发现了三

只幼鸟并立于此，其中应有我昨天“搭救”

的那一只。后两天，院子里，空中成鸟翻

飞，地上幼鸟乱蹿，是成鸟在“带教”幼鸟们

练飞啊！我和家人们便有意居室不出，尽

量回避，好给它们腾出练飞的时间和空间。

幼鸟们在院中的竹林间、花丛里，以及

黄瓜架中练飞乱蹿了好几天，快要具备飞

出院中的能力了。因院中的小竹林长得高

大茂密，我未能看到那小小的鸟窝。又过

几天后，院子里没有了这种不知名的成鸟

幼鸟们的鸣叫，一定是远走高飞去野游

了。那几天院子里“热闹”时，倒没觉得烦

人；趋于平静了，却有些怅然的失落感。不

知它们能否记住：我家也是它们的家。

退休在家，院里的小鸟出窝飞走了；年

过花甲，我的“青春小鸟”也一去不回来。

但院里的莲花正盛开。祝愿小鸟平安。

院里的小鸟
■ 杨银华

“你帮我看看，我这手机才买三年，怎么

就卡得厉害？”一大早，邻居张叔就找到我。

这时，在一旁漫不经心玩手机的侄女

不屑地说：“这有什么想不通的？一般手机

用了三年，就是这个样子了。”见我和张叔

脸上的疑云还未散尽，又说：“张大爷算是

用得时间长的了，我们经常玩游戏，下载的

东西多，一般能用两年就算烧高香了。”

我问为什么，侄女说：“没有为什么，商家

肯定早给你算好了。要不，每年出产那么多

手机，卖给谁去？”侄女的话，让我恍然大悟。

商家给我们“算好了”的东西，岂止是手

机？我们平时购买的电脑、电视机、洗衣机等

等，莫不是如此。只是，过去我们通常称之为

“寿命”。人的寿命有一定年限，一些物品寿

命有一定年限，就一点不让人感觉奇怪了。

不过，进入智能时代，很多东西从不可

捉摸变得逐渐可以精准掌握，却多少又让人

感觉出一些异样来。平台经济发展起来之

后，衍生出很多新职业，很多人对新职业趋

之若鹜。但结果，何尝不是被平台“算好了”？

一个孩提时的伙伴，认为做快递小哥

自由，于是买了一辆摩托车，干起了送外卖

的职业。一个月下来，所有的美好想法，全

部化为泡影。平台的算法过于精细，或者

说过于苛刻，在送外卖过程中，如杂技演员

似的不说，有时还闯红灯。可是，把命豁出

去了，到头来也只是勉强养家糊口。

还有一个孩提时的伙伴，在外打工挣

了点钱，也不想再过流水线上的生活了，于

是利用几年的驾龄优势，回家买了辆轿车，

跑起了网约车。同样的，也由于平台算法，

一天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净收入也只有

200元左右，一个月一天也不休息，跟在工

厂上班时差不多。

当然，最让我这两个孩提时的伙伴伤

心的是，如此辛苦付出，不但只有微薄的收

入，还因为被平台经营者把身份虚化掉，之

前在工厂的五险一金从此戛然而止，合法

权益被高高挂起。

一天，我再见到张叔，当我把这些跟他

说了一气，他说：“你说人都活在算法里了，

我一个手机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不知道，

张叔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我孩提时的

伙伴，还是安慰自己。总之，之后我们都在

笑，莫名其妙地笑。

活在算法里
■ 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