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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李秀芹
早上遛弯遇到邻居老卫，

他小跑过来问我：“七夕节我想
给我家老燕子送点礼物，您给
我参谋下，买啥好？”这可不是
老卫的风格，老卫是标准的老
直男，听老燕子说，她跟了他48
年了，老卫从未给她买过东西，
这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当
然得帮他好好想想。

都一把年龄了，送礼物若
像年轻人那样，送花送巧克力，
有点“俗套”，老年人送礼应该
更接地气一些，买件衣服或送
双鞋，老燕子应该更喜欢，因为
花只能摆家里，衣服就不同了，
可以穿出去，外人问谁给买的
时，可以假装“生气”地说：“我
家老头给买的，净胡买，他又不
会买衣服，这款式我都没相
中。”

——— 云淡风轻地就把老伴
给自己买衣服的事情给宣传出

去了，顺便“凡尔赛”一把，秀了
一下恩爱。

按说老夫老妻，在一起过
了半辈子了，恩爱用不着“秀”，
但老燕子不同，她和老卫的婚
姻是被老卫母亲“绑架”成功
的。当年，老卫自己处了个对
象，和老卫是中学同桌，人也长
得好看，但老卫母亲瞧不上女
同桌，说女同桌一看就不是过
日子的人，老卫若娶了她，老卫
得把她当娘娘伺候。老卫母亲
给老卫相中了个姑娘，就是老
燕子，当年老燕子还是小燕子，
虽然人有点胖，模样长得一般，
也没读过一天书，但庄稼活、家
务活，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老卫若娶了她，日子肯定过得
差不了。

老卫当然不同意这门婚
事，老卫母亲是个厉害角色，他
这边控制着老卫，那边去找到
老卫的女同桌，说她儿子已经

订婚了，以后就别惦记他了，两
人不合适，即便老卫愿意，她这
关也过不了。

老卫这边还在坚持，女同
桌退缩了，和老卫提出了分
手。老卫迫于母亲压力，只好
娶了老燕子。婚后老卫和老
燕子争吵不断，老卫隔三差五
就离家搬到单位宿舍去住，大
家都说，强扭的瓜不甜，老卫
根本没看上老燕子，身在曹营
心在汉，这日子肯定过得鸡飞
狗跳。

去年，老卫生了一场大病，
幸亏抢救及时，他算是又捡了
一条命。老卫出院后，像变了
个人，不仅不和老燕子吵架了，
还主动帮老燕子做家务。老燕
子对我说：“老卫得了一场大
病，知道需要人照顾了，儿女都
各自有家庭，关键时候还得是
老伴，他疼我是假，其实是疼他
自己，帮我做家务，还不是让我

留着点力气照顾他。”
老燕子虽然发牢骚，但心

里还是高兴的。我告诉老卫，
若老燕子知道老卫七夕节还给
她买礼物，估计她做梦也得
乐醒。

老卫不好意思地说，我和老
燕子打了半辈子架，没给孩子们
一个好的原生家庭，现在老了，
主动修补一下家庭关系，希望能
弥补孩子们的心灵创伤。

原来，老卫对老燕子好，还
有这层原因，人到老年，老夫妻
的感情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还关乎整个家庭，原生之痛不
能只靠孩子们自己治愈，当事
人的主动弥补才是最佳的治愈
良药。

七夕，不单是年轻人的节
日，我们老年人也可以跟着浪
漫一下，送点小礼物给老伴，这
份温暖不仅可以哄老伴开心，
还会让孩子们感到温馨。

秀“七夕”

七夕夜
（外一首）

□ 罗裳

在天上
牛郎织女，鹊桥相会
在人间
我淘米洗菜，准备晚餐

此刻，
你坐在十二路公交车上
怀抱一束鲜花
途经二十七个站牌
花香，让车厢静谧而温馨

星河远阔，晚风低拂
我坐在灯影里
一分一秒等着你归来

桌上，饭菜冒着热气
把暖暖的幸福
一点点升向高处

尘世静好，岁月安然
我只愿执子之手
笑看流年，优雅地老去

今夜，
我们不关心天上的事

花香不浓不淡
月光不深不浅
我们牵手走在
湖畔的小径上

多么美好，两个相爱的人
穿过斑驳的疏影
没有惊扰露珠里的芬芳

今夜，
我们不关心天上的事
低声说起尘世之美
每走一步，
路边就开出一朵花

喜鹊都赶去银河了
大地上只留下我们
相牵着，
走在清浅的月光里

多希望，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一颗心依偎着另一颗心
从青丝走到满头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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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芹
姥姥姥爷是新中国成立之

前结婚的，他们的婚姻是“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听姥姥说，
有一次她的父亲与姥爷的父亲
吃喜酒时坐在同一桌，两人相
谈甚欢，又得知家里的两个孩
子年龄相仿，两个老父亲一拍
即合，定下了这门亲事。

姥爷掀开姥姥红盖头的那
天，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姥姥
说当时心里担心极了，就怕自
己遇人不淑。然而没想到姥姥
却嫁了良人，姥爷的话不多却
愿意听姥姥唠叨，姥爷本不会
做饭却为姥姥做了一辈子饭。
他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起把小家的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

姥姥姥爷可能都不知道什
么是爱情，但是对他们来说，陪

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姥爷去世
多年以后，姥姥依然不愿搬离
老屋，经常拿着姥爷的照片说
着家长里短，我想姥爷一定懂
姥姥的那份深情。

爸爸妈妈1980年结婚的，
他们是相亲认识的。当媒人说
妈妈比爸爸大三岁，奶奶笑得
合不拢嘴，因为那时候流行“女
大三，抱金砖”。当时爸爸刚刚
高中毕业，打算考大学。姥爷
看上了爸爸这个“潜力股”，觉
得爸爸是将来的大学生，能让
妈妈吃上“公家饭”。只是造化
弄人，爷爷因病去世，奶奶思念
成疾，家里的生活一落千丈，于
是爸爸放弃了考大学的梦想，
提前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爸爸觉得妈妈跟着自己会
吃苦，于是主动提出让妈妈再
寻良人。但是妈妈却觉得爸爸

这人有担当，跟着这样的人错
不了，于是妈妈坐着自行车嫁
给了爸爸。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从来
没有吵过架，偶尔的拌嘴也会
有人主动让步，在平平淡淡中
相濡以沫。他们没有轰轰烈烈
的爱情，却在柴米油盐中陪伴
着彼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
夏秋冬，把日子过得羡煞旁人。

我与老公是2014年领证
结婚的，我们是自由恋爱。我
们因为共同的朋友而相识，而
那时候付先生在驻地当兵，我
在另一个城市读大学，见面的
机会不多，我们一直是通过电
话联系。我大学毕业时放弃了
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来到付先
生驻地，结束了异地恋。

结婚时，我们虽然没房没
车没存款，但是却义无反顾地

走向了婚姻。结婚以后，我支
持他所有的工作，他尊重我所
有的选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
的自己，也慢慢成了彼此最信
赖的人。如今我们结婚八年，
养育了一双儿女，日子虽不富
裕，但是却都庆幸身边的人是
彼此。

“择一城终老，携一人白
首”，这是我觉得婚姻最美的样
子，而我们两人正在经历着。

姥姥、妈妈和我，我们三代
人的婚姻都打上了时代的烙
印，我们在不同的年代遇见了
自己的伴侣，虽然婚姻故事的
起点不同，但是却都为自己的
小家庭而努力，都在践行着“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诺
言。看着渐渐长大的女儿，有
时候我会想，女儿这一代的婚
姻会是啥样的呢？

三代人的婚姻

人人间间““七七夕夕””
□□ 郑郑峰峰

银银烛烛秋秋光光冷冷画画屏屏，，
轻轻罗罗小小扇扇扑扑流流萤萤，，
天天街街夜夜色色凉凉如如水水，，
卧卧看看牵牵牛牛织织女女星星。。
唐唐代代田田园园诗诗人人杜杜牧牧的的这这首首

《《秋秋夕夕》》，，每每次次读读它它，，总总是是给给人人无无
穷穷的的遐遐想想！！诗诗中中虽虽并并未未说说明明这这
是是写写““七七夕夕””，，但但字字里里行行间间，，牛牛郎郎
织织女女的的故故事事贯贯彻彻其其中中，，用用语语瑰瑰
丽丽，，境境界界高高远远，，堪堪为为古古人人写写七七夕夕
诗诗词词中中的的上上乘乘之之作作。。

据据考考证证，，七七夕夕这这个个节节日日，，始始
于于上上古古，，应应该该与与古古人人的的天天象象崇崇
拜拜有有关关，，至至西西汉汉普普及及到到民民间间。。
在在《《诗诗经经》》里里就就有有萌萌芽芽，，《《诗诗经经··
小小雅雅··大大东东》》记记叙叙：：““维维天天有有汉汉，，
监监亦亦有有光光，，跂跂彼彼织织女女，，终终日日七七
囊囊。。虽虽则则七七囊囊，，不不成成报报章章。。睆睆
彼彼牵牵牛牛，，不不以以服服箱箱””。。到到了了南南朝朝
时时期期，，梁梁殷殷云云的的《《小小说说》》，，开开始始有有
了了故故事事的的雏雏形形：：““天天河河之之东东有有织织

女女，，
天天 帝帝
之之 女女
也也 ，，年年 年年
机机抒抒劳劳役役，，织织
成成云云锦锦天天衣衣，，容容貌貌
不不暇暇整整。。天天帝帝怜怜其其独独处处，，
许许嫁嫁河河西西牵牵牛牛郎郎，，嫁嫁后后遂遂废废织织
衽衽。。天天帝帝怒怒，，责责令令归归河河东东，，许许一一
年年一一度度相相会会。。涉涉秋秋七七日日，，鹊鹊首首
无无故故皆皆髡髡，，相相传传是是日日河河鼓鼓与与织织
女女会会于于汉汉东东，，役役乌乌鹊鹊为为梁梁以以渡渡，，
故故毛毛皆皆脱脱去去。。””这这个个故故事事很很有有意意
思思的的是是，，喜喜鹊鹊在在七七夕夕这这天天之之后后，，
会会褪褪去去头头上上的的毛毛，，因因为为去去搭搭了了
鹊鹊桥桥，，牛牛郎郎织织女女相相会会时时踩踩过过它它

们们的的脑脑袋袋。。
七七夕夕，，以以凄凄婉婉的的爱爱情情故故事事，，

成成就就了了中中国国民民间间一一个个神神奇奇的的节节
日日。。历历朝朝历历代代，，留留下下了了无无数数的的
故故事事，，文文人人墨墨客客更更留留下下了了灿灿若若
星星辰辰的的诗诗词词歌歌赋赋，，成成为为华华夏夏民民
族族民民间间文文学学宝宝库库中中璀璀璨璨的的艺艺术术
瑰瑰宝宝。。

““纤纤云云弄弄巧巧，，飞飞星星传传恨恨，，银银

河河迢迢迢迢暗暗度度。。金金
风风玉玉露露一一相相逢逢，，便便
胜胜却却人人间间无无数数。。
柔柔情情似似水水，，佳佳期期如如
梦梦，，忍忍顾顾鹊鹊桥桥归归路路。。
两两情情若若是是久久长长时时，，又又

岂岂在在朝朝朝朝暮暮暮暮””。。
这这是是宋宋代代诗诗人人秦秦观观

最最著著名名的的诗诗篇篇之之一一。。他他借借
牛牛郎郎织织女女悲悲欢欢离离合合的的神神话话故故

事事，，讴讴歌歌人人间间的的真真挚挚、、纯纯洁洁、、坚坚
贞贞的的爱爱情情。。令令人人耳耳目目一一新新的的
是是，，秦秦观观的的这这首首词词，，一一反反前前人人歌歌
咏咏““七七夕夕””委委婉婉凄凄恻恻的的悲悲鸣鸣，，独独
辟辟蹊蹊径径，，将将人人们们对对爱爱与与占占有有、、陪陪
伴伴等等传传统统观观念念，，来来了了个个极极大大突突
破破，，反反其其意意而而用用之之，，将将词词的的境境界界
升升华华到到一一个个崭崭新新的的高高度度，，为为千千
古古佳佳作作，，咏咏爱爱唱唱情情之之绝绝唱唱，，成成为为
中中国国民民间间文文学学洪洪流流中中，，一一簇簇标标
新新立立异异的的美美丽丽浪浪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