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嚯……嚯……嚯…… 清晨，小区门口
来了一位磨刀老人。虽然才七点过，但暑气
极盛，汗水顺着老人的额头往下淌，滴落在
磨刀石上。

老爷子，不急不急，我今天休息。一位穿
着考究的年轻小伙子对老人说。老人点点
头，依然不减磨刀的速度。太阳越来越高，年
轻人把衬衫脱掉，露出湿透的白色背心。他
静静地看着老人一下一下的磨刀，偶尔交谈
几句。看老人头上为数不多的头发全被汗水
打湿，年轻人眼神里露出了心疼。他说，“老
爷子，你别磨那么利，我家属手笨，我怕刀快
她拿不住。”老人终于抬头，用手摸了摸刀
刃，很满意地点点头说：“真是会心疼媳妇。
这两把给你磨锋利些，另几把就不磨那么
久。”年轻人连说好，看老人磨刀速度慢了下
来，干裂的嘴张开喘着粗气，他跑去买了两
瓶水，递给老人一瓶。老人道了谢拒绝了，拿
起木箱子上的一条旧毛巾擦了擦汗，又从马
扎底下拉出一个破旧的水壶，笑笑说，我呀
老了，习惯喝白开水，凉水喝不惯，身体吃不
消！说完咕嘟咕嘟喝了半瓶。

年轻人看还有一把刀没磨，抬手看了看
表，又看了眼手机，说老爷子，这样吧，我家
属急等用刀，我先走了，改天你来我再磨。说
完递过去二十块钱，老人把刀递过去，说十
块钱就可以了。年轻人说他没有零钱，老人
低头忙着找钱，年轻人一溜烟跑了。

老人喊，下次来不要带钱了！一看，一瓶
水留在地上。老人的眼角一片潮湿，不知是
泪还是汗。

一个妇女骑车带着孩子经过，看到老人
在太阳底下整理磨刀工具，温和地说，老大
爷，能不能请你进小区里来，我家里的菜刀
钝。老人快乐地点点头，又为难地说门卫不
让进。妇女去和门卫说，我家亲戚磨刀的，今
天碰到了，请到家里坐坐。门卫心知肚明，微
笑着点头。

老人推着他那辆吱吱嘎嘎的自行车，背
着木箱随妇人进了小区。他感叹道，这里真
不赖，楼真高，挡日头，树木挺多，凉快。妇女
笑着说，老大爷以后磨刀进来就是，外边太
热了。他委屈地说，人家一看我这身破烂，就
怕是坏人，不让进。再说了，我一个糟老头
子，进人家漂亮干净的小区里，不好看。妇女

说，哪里话，大家都一样。
到了楼下，妇女让老人坐到阴凉最大的

角落，到家里拿了几把菜刀，又给老人带来一
大盆干净水，老人千恩万谢，倒掉破塑料盆里
的黑水，先洗了把脸再磨刀。妇女的男人递给
老人一支烟，老人摆手说一辈子不吸烟。男人
陪老人拉呱，询问他多大年纪。老人边磨刀，
边回话。原来他已经七十有六了，身体时好时
坏，儿孙都已经成人成才，也都成家立业了。
大家都劝他吃好喝好玩好，没事溜溜弯打打
麻将，可是他闲不住。家里人都孝顺，啥都不
让他干，地不让种，鸡鸭不让养，接他到城里
住大房子，他一闲就生病了。最后他闹了几
次，儿孙们给他租了个房子单住，实在急得慌
就出来磨刀。他以前没干过，工具也不齐全，
就到超市里买。开始没几个人找他，现在附近
的几个小区找他的人多了。他磨刀有耐性，大

家伙儿都喜欢找他，已经干了四五年了。妇女
和男人劝他说，等天凉快再出来吧，夏天太
热。老人说，我也怕中暑给孩子们添加负担，
可是我这一闲下来，就胡思乱想。

刀磨好了，妇女和男人给老人十五块钱。
老人只收了十块，他说今天老头子敞开怀聊
得畅快，多久没人和我聊天了。夫妻俩拗不
过，又通知邻居来磨刀。老人又忙活起来了。
夫妻俩临走说，老大爷以后常来，把你老伴
带着。老人说，老伴去“土耳其”了。大家不
解，老人叹口气说，我老伴呀埋土里十几年
了。众人安慰，转移话题，老人却不再开口说
笑，一心只磨刀了。

烈日逐渐高过楼顶，树荫越来越小，磨刀
的人散去。老人坐在马扎上发着呆，喃喃自
语道，磨刀就不想老伴了。他从小木箱里拿
出一把旧菜刀，低头不紧不慢地磨了起来。

此刻，老人专注的样子让人动容，他分明
是在磨着他的余生和光阴啊。

之后，我们常看见他来磨刀。在夏日的鸣
蝉声中，这个认真的磨刀老人成了小区里一
道特别的风景，他那嚯嚯嚯的磨刀声，唤醒
了一个个美好的清晨。

温暖红尘

男人做家务事，这在过去，是件很没
面子的事儿。尤其是一部分男人，大男子
主义严重，从来不做家务事。可现如今，
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人的思想观念
也转变了，男人做家务事，不但不会被人
笑话，反而成为一种时尚和美德了。

刚结婚那会儿，我在银行办公室工
作，每天早出晚归，所以很少做家务事。
正因为如此，我对做家务事的感受不深，
直到现在，辞职做了自由撰稿人，有时
间，有机会做家务，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做

家务的快乐。
每天，我除了看书写作外，最大的快

乐就是做家务事。早晨，我为妻子和孩子
煎鸡蛋，热牛奶，西式早点让屋子充满了
浪漫情调。把他们打发走了，我就打开电
脑开始文学创作，一边喝茶，一边写作。
等写累了，我就开始找些家务事来做，以
此来缓解大脑的疲劳状态。

家务事虽然很杂，可做起来并不觉
得难，相反，我倒觉得做家务是件很有艺
术性的工作，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像央视著名主持
人朱军所说：“我觉得做家务是人生一大
乐事，把家务做得艺术化，这对我们更是
一种享受。”

在房间的摆设上，我不喜欢一种格
局，一成不变。我追求的是常变常新的感
觉。由于我的不安分，家里的东西经常被
我搬来挪去的，而且都是在家中只有我
一个人时完成的。我的每一次“革命”行
动，总能博得妻子满意的笑脸，我的幸福
和快乐也会在那一刻如花绽放。

有家的男人是幸福的，有幸做家务
的男人是快乐的。家务，是幸福的伴侣；
家 务 ，是
快乐的伴
侣！

我的那个妈，是个豁达开朗明事理的女人。这么说吧，当
初老公与我确定恋爱关系后，在我的催促下，回家告知爹妈
我的相关情况。当听到我的境况，妈是不同意的，不过，这事
是我多年以后才知道的，不然，我再怎么地，也不会嫁是不
是……

记得第一次去婆家，是1997年的那个中秋节，老公带着
青涩的我登门了。

虽然早在自己儿子的口中了解了我大致的模样，但当见
到我的那一刻，还是惊愕到了，多年以后和她闲聊家常，说起
当时的心情，她说，就是感觉这姑娘怎么这么黑啊！站在他儿
子身边，简直没法看(潜台词也就是不配)尽管如此不尽如人
意，心性善于周全圆场的她，在表面上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拉着我的手，在街坊四邻一脸可惜老公那么个好青年的惋惜
表情中，热情地把我领进了门。但是，后来听说因为此事，本
就多病的她，急火攻心病倒了，打了一周的吊瓶，在姐的耐心
开导下，终于想开了，接受了我这么个在外表看实在是不怎
么如意的儿媳妇。

因为我只身在外离家远，自从定下关系后，只要时间允
许，老公就会用摩托车载着我回去。妈心地善良，怜惜我隔家
远，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零食给我带上，回来宿舍吃，不
但是吃的东西挂着我，就连衣服也给我置办，从不吝啬，我心
里充满了被重视的温暖，知道她这当我是自己的亲闺女待
呢。

婚后一年半，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坐月子的时候，因我亲
娘隔的远，所有侍候月子的琐事就都落在婆婆一个人的肩上
了，从孩子的尿布、衣物到我每天几顿的月子饭，家里的琐
事、地里的农活把她忙活的团团转，脚不沾地的她早已忘了
自己的腿疼、血压高。每顿变着样的飘香饭菜盛放在我眼前，
她总是笑意盈盈的嘱咐我多吃点儿，为了让我晚上能睡个好
觉，自孩子出生，她陪我在一个热炕上睡了好几个月，晚上除
了喂奶，从来不让我做任何事。所有这些往事，一点一滴都清
晰地印在我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也不会忘。

当了母亲的人，谁都知道带孩子是最最辛苦的事。自从
儿子五个月断奶后，就一直留在公公婆婆身边带，孩子的吃
穿，偶尔的感冒发烧也都是他们在操心，直到孩子上幼儿园
才回到我身边来。刚来那段时间，我真真体会到了带一个孩
子的辛苦和为人父母的不容易。每次回去看他们，婆婆都是
笑容满面，极少在我们面前展露疲劳的倦容。可是，最近的这
几年，我明显的感觉到她老了，她这么多年不舍昼夜的操劳，
带走了她的红颜，也给我们留下那些无法追回的温馨往事。
这期间，跨越的不止是岁月的流河，还有那些沉淀下来的精
彩片段!有时候，我不太敢细看她苍老的面孔，也很少去触及
一直藏在心底的这段文字，但我知道，我心里清楚这恩情的
重量，应该也必须在心里存储这份恩情!

一晃，我们的婆媳关系已经20多年了，我们没有传统意
义上婆媳关系的剑拔弩弓，没有相对排斥的人后互黑，更没
有哪个，会忍心让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在我们中间难做的告
状和指责。我们有的是相互维护的善意，有的是真心不舍的
理解，有的是共同让家充满温馨的努力，这些珍贵的情感，感
染着这个家里的每一份子，孝
道传承着，快乐充斥着，同时，
好运也伴随着。我想这就是一
个有家道就有运道的逻辑吧。

婆媳想要相处
好 ，关键要相互 体
谅，各人克制自己的
犟性，尽好自己的本
分，多说、多做有意
大家相处的话和事，
总能化解矛盾，和谐
共处!

万家灯火

岳母在，家就在！岳母在哪家在哪！
人们常认为，与母亲的感情最深厚，

而我却对岳母有难以割舍的情感。
岳母是乡下人，出生于抗战全面爆发

的那一年。她一生养育两男四女，如今长
女都已经是“老干部”了。在她的生活中最
放心不下的是六个儿女中最弱的那一个。
这也许是天下母亲的共性。

在大队和生产队年代，岳父是大队书
记，她从来没有以书记夫人高人一等，总
是低调与人相处，几十年没有与任何一个
人“红过脸”。与人交流总是轻声慢语赞美
别人。

岳母一生忠厚老实，勤快能干。五十
几岁，岳父病逝，她就来到我家，帮我带女
儿理家务。直到那个大熊猫(我女儿)上大
学又参加工作，她才能得以喘息少问那个
大熊猫的生活。

岳母与我们共同生活了近三十年。三

十年来，没有听到岳母说过任何人一个
“不”字，也从来没有抱怨生活中的不平！

岳母没有念过书，但很有人生智慧。
她曾经告诉我“吃饭吃平碗”，“看人看长
处”。在与我们生活的岁月里，也有过与她
女儿争吵，作为女婿的我只有和和稀泥不
了了之。在我人生受挫后，她仍然告诉我

“一切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八年前，我们告别市区住到她老庄

子。在有前后院子的乡村大院里，她养花
种菜洗衣做饭，喂鸡喂鸭养狗狗。如今，院
内鸡鸭成群四季有蔬菜。

岳母善良贤惠人缘好。在原地委大院

她最受欢迎，与谁都合得来。年轻人不会
做针线，她手把手地教；城里人想吃农村
饭菜，她就做家乡小吃送人；邻居孩子无
人看管时，她主动为他们抱孩子……

岳母艰难地度过了前半生，她把幸福
快乐留给孩子和亲朋好友，把痛苦酸辣埋
在心里。在今后的岁月里，依她的人生智
慧和勤劳，有五代同堂儿孙绕膝的福报，
有亲朋好友的关心，她老人家过百岁是一
点问题都没有的！

磨刀的老人
方筷子

婆婆也是妈
小安

做并快乐着
唐英

岳母如家母
黄有味

流冰 摄

长假畅享文旅大餐
编者按：以前，利用国庆假期出远门

旅行往往是很多家庭的第一消费选择。
而现在，随着各类文旅活动、近郊旅游
的兴起，市民可以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
过节方式。今年国庆期间，我市各种文
化旅游活动精彩纷呈，即便不出远门也
能享受金秋风情、文化大餐。

本报讯(记者 邱杨/文 王丽/图)

“今天上午带孩子在家里观看了国庆阅
兵仪式，下午带她来参加‘礼赞祖国主
题绘画’活动，都是对孩子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好机会，借此培养她的爱国情
怀。”10月1日下午，市民唐女士正和8

岁的女儿配合默契，用手中的颜料绘制
作品，参与“童心筑梦，礼赞祖国主题
绘画”活动。当天，70组家庭的孩子和
父母用画笔尽情挥洒，表达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与无限热爱。

另一边，几位市民正在欣赏三行情
诗献祖国诗展，“红，你那炽烈的红，

就是黑 夜中的 歌 ， 亦 或 我 跳 动 的 心
房。”……首首诗作都是来自读者笔
下，注入他们的深情。市图书馆精心打
造国庆主题书展及图书盲选、三行情诗
献祖国诗展、翰墨初心寄祖国、童心筑
梦，礼赞祖国主题绘画、STEAM儿童教
育实践、“我和我的祖国”合唱快等多
场活动，与读者互动、共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此外，整个国庆假期间，馆内还安
排了人工智能、历史、古琴艺术、中医
养生等各类主题讲座、《论语》诵读、
儿童绘本故事等系列阅读活动，丰富、
活跃了市民的假期精神文化生活，进一
步推进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开展、建设
书香社会。

国庆主题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邱杨)10月8日，记者从市文
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里，全市共计接待国内外游客654 . 2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1 . 036亿元。

客源地市场持续升温。来自江苏、上海、
浙江等临近省 (市 )及合肥、安庆、淮南、淮

北、阜阳等周边游客较往年有所增长，返乡
游、探亲游、学生游比例较高。全市旅游饭
店、农家乐、特色餐饮等场所消费需求旺盛，
呈现出繁荣的节日景象。

旅游和消费方式呈现多元化。自驾出行、
家庭亲友结伴出行，天堂寨、万佛湖、白马

尖、佛子岭水库、皖西大裂谷、独山革命旧址
群、龙井沟等景区成为自驾游的首选目的地。
据统计，各主要景区假日期间自驾车达70%以
上。全域旅游吸引游客，随着乡村旅游接待设
施的不断完善和农家乐接待水平的提升，乡村
休闲游、养生康健、农事体验等新兴旅游点不

断增多，乡村游成为假日旅游重头戏。全市的
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特色文化街区成为
游客的共享新空间，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了
热闹祥和、文明有序的旅游氛围。

节庆文旅活动丰富多样。假日期间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主题营销活动和节庆民俗活动，如

举办“2019‘小康之约’红色六安国际徒步大
会”、“壮丽70年拼国旗”、“传唱红歌 祝
福祖国”、“我与红旗留个影”、广场舞、戏
剧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既有助于打
造六安旅游品牌，增进游客对我市民俗风情的
了解，又有助于丰富旅游假日市场，提升了旅
游经济效益。

据悉，假日期间，我市各景区游客承载量
在有效可控范围内。全市旅游市场秩序井然，
旅游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游客满意度明显提
高。采取电子屏、宣传栏、志愿者等多种方式
向游客普及旅游法知识，宣讲文明旅游、安全
出行事项，坚决打击非法经营旅游业务、强迫
消费、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广告等行为，维护
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了“安全、有序、
优质、高效、文明”的市场环境。

国庆假期我市旅游市场揽金31亿

近日，霍邱县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中心举办了“挥毫颂祖国，脱贫奔小康”
书画篆刻展。此次展览共收到投稿作品205
件，经过评委认真负责的遴选，最终确定
入展作品100件：其中书法作品66件，绘画
作品30件，篆刻作品4件。

张正武 记者 徐有亭 摄

10月2日，“十一”黄金周第二天，金寨县
各重点旅游景区游人如织。图为游客在拍摄
山川峡谷的美景。
小长假期间其独特的自然人文魅力吸

引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据初步统计，1
日全县纳入统计的6个4A以上景区共接待游
客9 . 2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838万
元，旅游市场火爆，游客量再创新高。

(何娟 文/图)

近日，长安社区开展“我爱我的祖国”文
艺汇演。活动以优雅的舞蹈《山海情深》拉开
了序幕，快板《人人有医保、医保为人人》，诗
朗诵《履行检察院职责、坚守初心使命》，独
唱《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受
到了广大党员群众的好评。这次文艺汇演，
丰富广大居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增强社
区居民之间的友谊，营造了热烈喜庆的节日
氛围，强化了党员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

(陆松 记者 张玲玲 文/图)

国庆长假期间，不少市民选择了避开拥堵的人
群，来到图书馆、书店等场所为自己“充电”，将长假
安排得极为充实，在书香中享受假期。图为长假期
间在六安市图书馆内阅读的市民。

(记者 邱杨/文 王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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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香香伴伴假假期期 市市民民““充充电电””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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