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矫情地要骗取圈中

好友的点赞，实在是想给朋友

们分享我的幸福!千言万语说

不尽你的好，因为有些事我一

直忘不了。

去书店给女儿乐乐买学

习资料，寂静的书店，隐约传

来女子的啜泣声，你循声探

去，原来是书店老板娘心烦在

哭泣。素不相识，善良的你还

是走上前去劝慰。得知是因

为子女教育问题后，你结合女

儿疫情期间的学习表现和自

己的教育心得，耐心宽慰，最

终让老板娘眉头舒展、连连致

谢，并表示以后乐乐的学习资

料予以绝对优惠。你婉言谢

绝，从此不再叨扰。后来与我

谈及此事，我曾开玩笑地说：

“你的善良能感天动地。”

今年中考，乐乐能一骑

绝尘，旗开得胜，全是你的功

劳。疫情期间，女儿居家学

习。知道我忙，你主动承揽

了辅导功课的全部任务。我

清楚地记得你伏案疾书、念

念有词的样子和嘴咬铅笔、

仰面思考的神态。当然，还

有你耐心讲解试题和与女儿

争论不休的画面。宝贝如愿

考入高中后，你认真依旧，研

究数学，探索物理，遇到困难

时眉头紧锁，郁郁寡欢；茅塞

顿 开 时 双 腿 一 拍 ，欢 呼 雀

跃。你的努力没白费，乐乐

的成绩渐入正轨。我曾认真

地说：“乐乐的成绩，你居功

至伟！”

我说我特别羡慕流浪歌

手，想象着背一把吉他，拉一

个音箱，穷游世界。我说：“我

骨子里有流浪的潜质，渴望有

一把装有EQ的吉他和一个可

供连接的音箱来圆润我的梦

想。”你说：“滚一边儿去，好好

的光景不过，流浪要干啥？”

但，近三千元的音箱和流浪歌

手的所有装备，你还是毫不犹

豫地帮我买了回来。我弹着

吉他，用沙哑的嗓音唱着自己

喜欢的歌，看着沙发上一脸沉

醉的你。我在心里说：“我不

流浪了，我要守着这个家，永

远！”

我 有 时 候 喝 得 酩 酊 大

醉，你几乎没有生气过，因为

你知道，我有我的独立世界，

或许是最近心烦，或许是工作

压力大，或许是今晚亲朋好友

难得一聚。你知道，我对电

脑、手机等网络设备天生迟

钝，所以家里所有与查询、注

册、下载、转账有关的操作，统

统都由你来完成，而且绝对万

无一失。我是典型的“葛优

躺”，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喊

一声“我回来了”，说第二句话

时就躺沙发上了，洗碗做饭的

事只是在心血来潮时瞎玩一

通，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地交

给了你。你变着花样给我和

孩子准备饭菜，没有其他祈

求，只要我们能说一句“今天

的饭菜还不错呦”，你就欣喜

若狂，受宠若惊，傻乎乎地发

誓以后还要做更好的。家里

的一些设备维修的活，像下水

管不通、马桶堵塞、甚至还有

我吉他 EQ 的安装和音响的

调试等等，都是你来完成。如

果有朋友非要问我“你当时在

干啥”，我可以自豪地回答，我

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呐喊助

威……

千言万语道不尽你的好，

你还有太多的好我一直忘不

了，戛然而止是因为我不想让

别人知道你全部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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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母亲去世已

整整十六年了。经历了多年

的“欲语泪先流”，现在，我终

于有了谈起母亲的勇气。

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出

身贫寒，在食不果腹的年代，

母亲精打细算，用勤劳和智

慧，把穷日子变成了涓涓细

流，温暖滋润着我们姐妹长

大。

粮食短缺时，吃饱肚子

对于幼年的我是最快乐的

事，难免会翻箱倒柜到处找

吃的。记得有一次，我看见

米缸里还有能够见底的米，

可母亲做饭时，却只用五个

指尖抓一小撮下锅。不懂事

的我缠着母亲不依不饶，母

亲不恼，把自己碗里的米粒

全都挑给了我，说：娃呀，细水

长流，吃穿才会不愁呢，如果

我们一顿把米全煮光了，下

一顿就会饿肚子。

等我稍大点时，再也没

有闹过粮荒。可母亲却认

死理，非坚持一天三顿“两

稀一干”不可。中午一顿干

的，若剩下一碗饭，到了晚

上，她一定是把它煮成我最

不喜欢的稀饭，清汤寡水，

要多难吃有多难吃。有时，

我绝食以示抗议。母亲像

做了错事的小学生，弱弱地

对 我 说 ：

“娃呀，我们

总不能把这

么好的米饭

倒掉是吧！”

我 一 听 更 来

气：“那可以吃

鸡蛋炒饭呀！”

母亲不急，放缓语

速 给 我 讲 起 了 故

事。说从前有兄弟俩

都娶了媳妇，分了家。大

媳妇会过日子，常把剩下的

米饭在下顿煮成稀饭，够全

家人吃。而小媳妇呢，则把

剩饭炒了，只够一个人吃。

结果呢，时间一长，老大全

家吃饭不愁，老二一家总闹

饥荒。母亲生怕我没听明

白，还不忘做个总结说，大

媳妇煮剩饭，一碗煮三碗；

二媳妇炒干饭，一碗炒半碗。

除了吃饭，母亲还把“细

水长流”贯穿在一家人生活

的方方面面，比如穿衣。每

年夏天，母亲乘着好天气，必

把一家人的棉衣统统拆洗一

遍，晒得满院都是，弄得家里

像旧衣回收店似的。母亲

说，棉衣拆洗后不会被虫蛀，

耐穿又舒服暖和。而我总想

丢了旧的买新的，巴不得那

衣服赶紧短了破了才好。她

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

又三年”“外人笑破不笑补，只

要穿整洁就行”当说词，教育

我们勤俭持家。她总是那么

有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

的生活条件已大为改善，根

本用不着再为穿衣吃饭精打

细算了，而母亲依然坚持说：

“富不能癫狂”和“穷不能失

志”一样重要，日子再好，也不

能大手大脚。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

姐妹几个都秉承了她的持家

风格，直到今天，从不铺张浪

费，把各自的小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母亲已八十多岁，回乡

陪伴母亲是我节假日不可或

缺的内容。母亲一辈子勤劳

能干，虽已耄耋之年但仍劳

作不止，我们的陪伴往往就

是陪着母亲一起劳动。

五一劳动节，我陪母亲

种瓜点豆。菜园的一隅，瘦

小的母亲挥着锄头翻弄着泥

土。我欲拿过母亲的锄头帮

着挖土，母亲连连摆手：“你

做不了这个，别把衣服鞋子

弄脏了。”我只能帮着捡拾母

亲翻过的土里的一些杂草和

碎石。

“妈，这块地准备种什

么啊？”我大声地问母亲。

母亲患有中耳炎，近年来更

是听力剧降。“种辣椒，去年

种的茄子，今年换一个品

种，轮作的话收成会好一

些。”有着多年的劳动经验，

母亲知道如何做才能获取

最好的收益。

土地平整施肥后，母亲

和我去另一块地扯辣椒秧苗

来移栽。母亲掀开保温的薄

膜，四五百棵鲜绿辣椒苗密

密麻麻，四五厘米高的纤细

植株还只有三四片嫩叶。母

亲弯下身子，一次一根，轻轻

地拔出辣椒苗，我小心翼翼

接过捧在手心里。

刚准备拿着辣椒苗离

开，同村的张婶和李婶过来

了，对母亲说：“嫂子，我们又

来扯辣椒苗了。”母亲笑呵呵

地应道：“你们自己扯就是，

要多少扯多少，有的是。”张

婶又对母亲说：“嫂子，我每

年都是找你要辣椒苗，每年

也只有你留种育种。”李婶

说：“我去年赶集买苗栽的，

感觉没有嫂子家的品种好

吃，还比较贵。嫂，你也要收

点钱。”“收什么钱，邻里邻居

的，也值不了几个钱，你们看

得起来拿就是。”

“嫂的东西又好又免费，

不止是菜苗，每年菜园里的

菜，村子的人都要免费吃好

多。在城里打工的老谢一

家，每次回来，都是在嫂子的

菜园摘菜吃，临走时，嫂子还

要摘一大袋新鲜菜给他们带

到城里吃。”“不止是蔬菜呢。”

李婶回过头来笑着对我说：

“你真好命，有个勤快的好母

亲，你母亲做的酸菜我们都

觉得特别好吃。你看这边，

你母亲又栽了长长一排长豆

角，哪吃得赢，准备给你们做

酸豆角呢。我们也跟着沾光

可以吃好东西了。”

张婶李婶扯好辣椒苗高

高兴兴地回家了。母亲开始

移栽自家的辣椒，我在前面一

边帮着放苗子，一边陷入沉

思。母亲的生活方式看似单

一，但正因为劳动，才让母亲

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开朗的心

态、融洽的人际氛围和充实的

人生。劳动，让晚年母亲的孤

岛世界广阔无限，劳动创造幸

福！

每次回到老家，总喜欢坐

在门槛边的石凳上，深闻那浓

烈的油烟味和老屋的杉木味，

心中难免会滋生些许惆怅情

结。

眼望着，祖祖辈辈徒步踩

踏过仄逼的山间小路，每次都

会想起阿公紧握锄头，除去世

间荒芜的手。阿公的手，被岁

月雕刻成纵横交错的山川，紧

握着那闪光而迟钝的镰刀，仍

不知疲倦地收割着人世间的

沧桑，也收割着生活的希望。

儿时的岁月是天真的，是

无忧无虑的，鼻涕不知羞耻地

横在脸蛋上，糊了一层又一

层，还嬉笑着伸着那黑黝黝的

手指，在田间地头挖蚯蚓、捉

青蛙、抓蜻蜓，在墙头上的竹

笼筒内捕麻雀，用泥巴捏建房

屋、搭灶台，还用那破碎的瓦片

当盆当碗，办酒席、接新娘，我

们还有就地取材自制的三轮运

输车，木头手抢，小水竹做的射

水枪，还有用橡皮筋做的以小

石子为子弹的，带有一定杀伤

力的弹弓。所有这些只要能拿

得动的，想象得出来的，都成了

孩子们快乐的道具。

眼望着，多年不住的房

子，显得有些神伤。门槛上，

孩提时砍柴的刀痕，已苍老，

枯燥，就连门后那些捉迷藏的

童话都已霉变，还有门角落的

陀螺也早已陈旧不堪，无法立

足转圈了。

心想着，和我一起远走

他乡的小燕子，原先约定的

时间，如今没有了归期，和我

一起度过童年的小人书，也

都零零散散地锁在抽屉里。

老屋老了，累了，可它始

终苦苦地支撑着，为的是等待

游子的归来。还有那支牧童

短笛，音符沧桑，全身早已露

出了岁月的裂痕，千疮百孔

了。

曾经，一起走过艰苦岁月

的农耕工具，早已落满尘埃，

随着岁月的变迁，注定躺在杂

物间的角落里，只有神龛上的

香炉仍然固守城池和祖先一

起保佑着我们的家园。

眼看那，屋后的牛棚，早

已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牛棚内

的老黄牛，已是牛去栏空，就

连那只在人前人后转悠的小

黄狗也早已超度仙界了。

乡音循着离别时的约定，

两鬓斑白地归来，儿时的故

人，身段渐渐佝偻，高高的山

矮了，深深的水瘦成一湾，长

长的路只几步就能走过，我知

道，记忆中的模样都变了，可

当初的诺言还在心中。

我会把一生的记忆留给

故乡，因为这里有生我养我的

父母，因为这里是祖辈们曾经

梦想奋斗过的地方，因为不知

还有多少酸甜苦辣的故事将

要在这里深情地演绎着。

心系于根，系于故乡的山

山水水，系于鸿雁鸣叫过的这

片大地，系于孩童时在父母面

前无故哭闹撒娇争宠的地方，

系于祖祖辈辈挥洒过勤劳汗

水的地方。

如今，疲惫的身躯即将抖

去异乡风雨，心一直在回来的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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