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宋志英

母亲，是“50 后”，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
下过乡串过联，当过
乡村老师，做过工人，
最后为了响应企业减
负提前内退了。按母

亲的话，她就是正
宗的“吃过的盐比
你走过桥要多”的
人。虽不能体会母
亲的过往经历，但

却造就了如今眼前
这 个 风 风 火 火、 麻

利能干、自带“大喇叭”
的母亲。

在 我 看 来 母 亲 仿
佛有魔法，因为她总能将这平淡无奇的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上世纪 80 年代，
工厂施行单休，早上 7 点上班，母亲天
未亮便起床，做煤球、烧炉子、揉面。
怕我们吃腻，她总是变着花样做面食，
在满足视觉的同时还能满足味蕾，让人
无法抗拒。飘香十里让周围的邻居甚是
羡慕，刚开始总有人寻着母亲要学做面

食，和母亲同起同做。可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渐只剩下母亲一人准时迎接清晨
第一缕阳光。因为母亲的坚持，记忆中
儿时的我从未饿着肚子上学。如今，自
己每每叫孩子起床时，依然会想起儿时
清晨母亲的叫喊声和那笼屉中精致的面
食。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儿时的平房，
孩子们总是疯玩在一起，吃饭在一起，
玩乐在一起，有时还一起睡，不是一家
人，却胜似一家人。记得一个普通夏日
夜晚，蝉吱呀吱呀地叫个没完，屋内母
亲如往常将大盆放好水，准备给我们洗
澡。一旁姐姐说身上痒得慌，母亲掀起
姐姐衣服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也吓坏
了，挨个检查我们后发现我和姐姐一样，
一时间屋里充满了哭声。那时父亲做调
度，晚上通常要值班，很少在家，母亲
也慌了神，可很快又镇定了下来。在隔
离开姐姐后，她向医生邻居要来了蓝药
水，然后逐一为我们擦拭。那一夜母亲
一直握着我们的手，未曾合眼。第二天
隔壁邻居来道歉，才知道原来是邻居的
孩子出水痘刚好，中午睡过了我们的竹
床把我们传染了。邻居满脸的歉意，执
意要出药费，母亲却摆了摆手，笑着说

没事。多年后问起母亲是否记得，母亲
说当然记得，当时她也吓得腿软，可看
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没有退缩
的理由。

1997 年香港回归，对于母亲来说
也是难忘的一年。那年父亲因工作需要
去了武汉长驻，大姐随军去了广东，二
姐工作去了浙江，我则在上海实习。除
夕之夜，留在南昌的母亲给我们每个人
打了电话。电话中，母亲开玩笑地打趣
说，五个人五个地方，她是用电话来了
个国内游。电话那头母亲笑着，而我却
早已泪流满面。想当初我一心只想去外
面自由飞翔，母亲看拗不过我，为我准
备了许多好吃的，将连日赶工织好的毛
衣放进了行李中，正是那件毛衣多少次
在天寒地冻的异乡为我保暖。家中孩子
多，不富裕的母亲总是用她神奇的双手，
做出一件件漂亮的衣服，将我们收拾得
干净整洁。母亲织的毛衣更是好看，在
资源匮乏的年代，她总能找到好看的样
式，然后自己琢磨着织。那时的母亲在
街坊的眼里是引领毛衣潮流的第一人，
母亲对此也颇为得意。每当有人拿着毛
线请求帮忙时，母亲更是来者不拒。“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摸着身上母

亲亲手织的毛衣，抬头看着窗外绚烂的
烟花，让独自在异乡的我第一次有了想
家的念头。如今姐姐依然在外，我则留
在了母亲身边，母亲依旧常常与姐姐们
电话联系。闲聊时，每次谈起那段经历，
母亲都不免感伤，一旁的我也逐渐能体
会她当时的心情，心中感叹当初回家的
选择是正确的。

岁月轮回中，我的时光成了你的白
发。如今母亲已是古稀之年，她已无需
早起，但却依然停不下来。邻里调解有
她 ；楼前铺路有她 ；坐车让座有她 ；就
算住院，宽慰开解病友还有她。每次我
劝她多休息、少管事时，母亲却笑着说：

“吃亏是福，自己就是劳碌命”。万事看
得风轻云淡，面对任何难事都可一笑而
过，这便是母亲。曾几何时我以为母亲
只是一棵树，其实母亲是山，刚强坚毅；
母亲是海，能纳百川 ；母亲是诗，诗中
写满了勤劳、善良和挂牵。

风景
| 李红梅

我妈这辈子，恐怕只认识
一条路，一条通往田里去的路，
去浇地、施肥、拔草、间苗、
收割。

这 几 年， 随 着 农 业 机 械
化的普及，地里的活计越来越
少，通往田里去的路很多都荒
废了，长满了臭蒿、铃铃草、
霸地龙、五味子等，枝蔓纠缠，
没法走人。村里的小孩们估计
连自家的地都不认识了，只有
对土地深情的人，才依然会每
天出现在田间的荒路上。

母 亲 就 是 那 群 人 里 的 一
个。

夏季天亮得早，母亲四点
多就起床了，烧点开水，吃几
口馍啥的，就匆匆开门出去了。
田野东边的地平线上刚露出一
抹微红的晨曦，60 多岁的母亲
骑着电动车，快速行驶在寂静
的村路上。村路两侧，是莲花
白、西芹、茄子、辣子组成的
仪仗，在青红紫绿的蔬菜的夹
道欢迎之下，义无反顾似的，
朝着前一天就约好的菜
地行驶。她打的这种

“收菜”短工，按
小时计酬，四五
块、五六块不等：
五点多就到了地
里， 连 续 干 六 个
小时，十二点歇晌，
避过暑气，后晌两
三点再来。

已经赋闲在家的父亲，看
着她每日如此匆匆来去，简直
佩服之极，说 ：“咋那么爱到
地里去呢！？”偶尔也发一点
火，夸张嗔怪：“都不嫌人笑话，
人都说你爱钱，你就缺那点钱
吗？”母亲无所谓的样子，只
回一句 ：“爱说说去！”依旧
乐此不疲，当天或隔天拿到收
菜挣来的十几、二十几有零有
整的钞票，总是仔细地清点压
平，再收起来。父亲对此多少
有点酸，多年来他定期拿回家
的薪水，整张大面的，母亲并
未如此用心过。

比母亲小十几岁的四妈，
是村里最时髦的女人，自从村
里也流行旅游观光后，在她的
QQ 空间里，就经常能看到她
和朋友组团出行的照片，近处
的山水、省外的风光，都定格
在了她的人生影像里，逛得美。
我妈却从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总说啥地方都不想去，去了也
看不懂，更不会照相，难得被
带进一个景区，总是走得飞快，
好像脚下有个急于奔赴的目的
地。

四妈说 ：“哦，你妈就是
爱到地里做活，爱劳动！”

我知道，我妈这辈子，
只有到了地里，才舒
坦自在 ；只有四季
庄稼，才是她唯一

能看懂的风景。

有一天，
我成了你
| 任正嘉

我出生在一个小地方——陕西省户
县李家庄，是一名“航二代”。了解航空
工业自控所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我们
所结束四处漂泊之后第一次正式安家的
地方。如果要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描述老
一辈那段创业史，最常用到的大概会是

“一穷二白、筚路蓝缕、艰苦创业”这些
词吧！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否真如我们想
象的那样呢？

为了拨开时光的迷雾，触摸真实的
历史，我特意询问了 1984 年加入自控
所的母亲对于过去的记忆。母亲工作那
年正好是自控所开始快速发展起飞之年，
让我惊讶的是，她对所区的印象和我想
象的大相径庭。

母亲对我说：“那时候我们刚到所里，
首先看到的就是宽阔的大门，还有后面
宽宽的水泥马路，路两旁是两排法国梧
桐树，马路尽头就是高大的主席像和背

后的巍巍南山。我呀，一下
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透过母亲充满怀念和向
往的眼神，我仿佛看到了清
晨阳光下的厂房红砖、午后
梧桐树下纳凉的工人，晚饭
后家属楼里嬉笑的孩童。历
史就这样在我的脑海中一点
一点地鲜活了起来。

“ 再 后 来 咱 们 搬 到 电 子
城， 你 不 是 都 记 事 了 么？”
母亲笑着说。

听到母亲的话，我不禁
也陷入了回忆。小时候同在
自控所工作的母亲工作总是
很忙，晚上和周末常常加班，
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全家坐
在一起吃饭聊天的难得时光。
母亲提起工作总是充满自豪，
她会笑着说，我们做的只是
很普通的小事，和所里其他
的叔叔阿姨都一样。

在 小 小 的 我 的 想 象 中，
零件的加工仿佛是对工艺品
的精心雕琢，而与母亲一起
工作的叔叔阿姨，仿佛就是
叱咤风云的战士，一起在疆

场上冲锋陷阵、保家
卫国。在母亲每天的
闲谈中，我对他们的

工作从好奇变得向往。
毕业以后，我也加入了自

控所，成为了机电工程部的一
名工程师。刚工作时，常常
会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
回来，我都会开玩笑地说：“航
空报国啊。”其实，任何重大
的人生选择从来都不是一蹴
而就的。回来，有对热气腾
腾家常饭的想念，有对母亲
鬓边渐多华发的心酸，还有
对叔叔阿姨们闲聊间勾勒出
的工作向往，更有对离家
这些年家乡巨变的骄傲。

而让我第一次产生投身航空这个念
头的，是观看建国 60 周年的国庆阅兵仪
式。那一年我还在海外求学，和其他中
国留学生们一起激动地守在电脑前面观
看直播，将对亲人的思念化成对祖国的
骄傲和自豪。

看着空中梯队的一架架飞机威武雄
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时，我不禁对着同
学们骄傲地大喊 :“快看，快看！那是我
母亲参与制造的飞机啊！” 那一刻，母亲
讲过的工作的意义终从我的想象中化成
了实质，生动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我
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就是母亲以及与他
们一起奋斗着的叔叔阿姨们所追求和坚
持的航空梦啊！

可工作之后我才发现，生活其实不
止诗与远方，更多的是眼前无数的琐碎
平凡。繁杂的工作与接踵而至的任务挑
战，让我应接不暇，但一想起母亲那一
丝不苟到夸张的生活习惯，想起她谈起
工作时眼中亮起的光芒，我急躁的心平
静了下来。仔细想来，母亲从未对我说
教过什么远大的梦想，她只是用朴实认
真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感化着我、引领着
我，让我面对工作拥有乐观的心态和一
颗平常之心。

从 母 亲 身 上 我 学 到 了， 这 个 航 空
梦，虽因热爱而开始，却要用责任来坚
持。虽然他们和我从事的工作岗位不同，
可是他们一生对航空的挚爱，无声地传
给了我，这份爱仿佛照在我心房的光芒，
如此的明媚与温暖，在我不知道如何前
行的时候，照亮我想要追寻的方向。

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多了
一份责任与牵绊之余，我也对母亲更加
理解与体谅。而这份航空梦，也渐渐变
得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希望我
的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可以对着他
的同学、朋友自豪地说，看呀，那是我
妈妈造的大飞机！当年我的父母，也一
定是怀抱着同样的愿望吧。

母
亲

幸福味道
| 金桂玉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
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
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简单朴
实的开场白里，贾平凹开始了对母亲的回忆。
但其实，说起的都是些琐事。比如三年以前
打喷嚏时母子俩的说笑，又比如从前伏案写
作时间久了母亲常念叨 “世上的字你能写完
吗，出去转转么”，再比如母亲出门去街上买
自己爱吃的青辣椒和萝卜的情形。没有刻意
的抒情和升华，细细读来，却让人觉得克制
隐忍，忍不住想要大哭一场。字里行间对母
亲的思念藏也藏不住，“三年里，我一直有个
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死”“我常在
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
切”“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
她那张照片里”……三年里总不愿相信母亲
的离去，直到回乡上坟，才猛然觉醒，以致
在坟前“热泪肆流，长声哭泣”。

文章看完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文
中的老太太有着不一样的脾气和习惯，于我，
却又一样的重要。

年幼时，母亲总是在忙碌。家里姊妹多，

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早上五点多
起床上早读课，每次迷迷糊糊地被叫醒后，
总能看到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在一针一线做
着活计，纳鞋底、裁鞋面、缝鞋帮，不几日
一双新鞋就能做好。白天里，做饭、洗衣、
喂牲口、做农活，似乎总也停不下来。孩子
多我们却也没受什么委屈。新年里，每人都
有一身新衣裳，一双新棉鞋，初一一早也都
能兴高采烈地等着肉馅饺子热腾腾的出锅。
因为母亲在，物质并不富裕的童年，我们得
以快乐地度过，并且每次想起来的，也都是
些趣事。

上学后，母亲从此多了一份牵挂。初中
开始住校后每两周回家一次，每次到家，不
管几点，总有热菜热饭留着。寒暑假里母亲
更是变着花样做饭，粉蒸肉、水煎包、手抓饼、
菜盒子、鸡蛋煎饼……一个假期胖十斤，对
我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返校的时候，背
包里、行李箱里，无一例外满满的都是些吃
的喝的。不管是烙的干饼、炸的麻叶，还是
新鲜面包和酸奶，她都细细包起来放好，走
的时候还不忘叮嘱 ：“到学校里别舍不得吃，
晚自习结束要是饿了，就吃点再睡。”丝毫不
受当下以瘦为美风潮影响，一心一意想把我

喂胖。因为母亲，“回家”变成了一件让人幸
福得冒泡的事。

工作后，母亲开始变得唠叨。每次电话
里总是说个不停，“工作总干总有，自个别太
累了” “钱多少是个够啊，多了多花、少了少
花，别把身子熬垮了” “整天坐着，晚上一定
要出去锻炼锻炼”……结婚以后，母亲的唠
叨就更多了，“俩人在一块心要放宽些，不能
动不动就吵架”“不要总出去吃，时间够了自
己买菜做饭才健康”“夏天别贪凉，不要一直
对着空调吹”……因为母亲，才知道被人惦
念有多美好。

一句句的唠叨里，母亲的白发也渐渐多
了起来。“儿行千里母担忧”，从小到大，母
亲盼望的，都只是我们几个能够好好的。所
幸，她还身体健康，还可以再“管”我们几
年，不至如贾老所言“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
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有了好吃
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今晚回去
要给母亲打个电话，问问她种的菜长得怎么
样了。这个周末也回趟家，跟她唠唠嗑，顺
便带盒红豆饼过去。嗯，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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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倩影
| 江盼

母亲病危的消息来得非常突然，
姐姐说母亲突发脑出血，已送医院急
救。我当时对脑出血并不十分了解，
只想着，是个常见病、而且没有耽搁
直接送医院了，肯定能治好。但一两
个小时后，病情急转直下，说是县里
医院治不了，要往市里转。我心里咯
噔一下，心想坏了。

当天晚上 11 点左右，我终于赶
到医院。推开房门，看到病床上的母
亲一动不动，口鼻上罩着呼吸机，身
上好多监测的管子，头发全部被剃
掉、钻孔做了抽血手术，我急走过去，
双手捂住母亲的手，“妈，我回来了，
儿子回来看你了。”心里五味杂陈，
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母亲一辈子带大了五个小孩，我
们姐弟仨、李老师家的女儿、姑姑家
的儿子，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母
亲称得上“伟大”二字。母亲说过，

“小孩儿出生的时候，都是老鼠一样
大小，是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成年累
月辛辛苦苦，一点儿一点儿养大的。”
姑姑家儿子在我们家的时候，母亲从
来不让我们对他重言重语，有时候小
孩子调皮做错了事，我们吓唬着要打
手，母亲赶紧护住，“他就是个小孩儿，
是一条虫，他知道个啥，你们好好和
他说就是了。”

我有了自己的儿子，满月的时候，
我给母亲打电话，“妈，真是不养儿
不知道父母苦呀，我才帮着带了一个
月的娃，就觉得辛苦得很。”母亲听后，
略带羞涩地笑着说，“儿子，你真会
说话。”我知道，我能懂母亲、能体
会到她把我带大的不容易，母亲打心
眼儿里很感动。

母亲是湖北人，传统文化的影
响，她一辈子很讲究说话做事的“礼”。
我六七岁的时候，每逢家里来了客人，
母亲就让我踩着小板凳，拿下八仙桌
上的水杯和茶叶，一个一个给客人添
茶倒水。平常走路的时候，母亲总是
谦让着，让长辈、老年人走在前面。
过节吃团圆饭的时候，座位次序总是
提前用心排好。饭桌上，没人动过的
菜，她把我盯得很紧，不允许我动第
一筷子。母亲只读过两三年的小学，
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不知道这些规

矩她是从哪儿学来的，但是她很坚定
地用言传身教，从小培养着我的“礼
文化”。

在农村，“能人”是对一个人很
高的评价。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是村
里很有名的能人。我们家由母亲当家
主事，家里的日子在村里是很靠前的
位置。买电视机、自行车，地里的庄
稼、家里的家务，干得井井有条、数
一数二。母亲的能，体现在很多方面，
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母亲对奶奶
的孝顺。奶奶最后那几年，瘫痪在床，
吃喝拉撒都需要人伺候。父亲工作在
外，家里事全靠母亲。我清晰地记得，
母亲极其耐心地给奶奶喂吃喂喝，就
着大晴天给奶奶擦洗身体，在奶奶神
志错乱的黑夜，吃力地扶着奶奶、在
床上陪她聊天，开导她、哄着她。母
亲悄无声息地把“孝”的种进了我的
内心深处。

母亲一辈子管着家里的钱，为了
钱的事情，她操碎了心。山里的村子，
家家户户的钱来源很有限、用处却很
多。家里喂着一大群鸡，一个鸡蛋一
个鸡蛋攒下来，攒够了一竹篮子，高
高兴兴地拿去换钱 ；春天香椿树发了
芽，我们全家动员，把自家的香椿树
搜罗个遍，一把一把绑得整整齐齐，
用水养着，等着商贩来收购 ；姐姐的
头发长长了换成钱，买学习文具、补
贴家用。桩桩件件都是硬茬，一个子
儿都不能少。

母亲对待钱有“节省”和“大方”
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她时常教育我
们家里的钱来得很不容易、挣钱很辛
苦、钱不是树叶一揽一大把，并身体
力行地节省着每一分钱。但另一方面，
在人情世故送礼上又丝毫不含糊，给
亲戚邻里回礼的时候，常常要多回一
点。有时候和别人一起上街吃碗凉粉、
坐了个三轮车，母亲总是抢着要帮别

人埋单。
母亲的一辈子，是争气要强的一

辈子。打理庄稼动作要利索，锄草要
锄干净、还要速度快。做布鞋，样子
要秀气，既要舒服更要好看。家里要
每天打扫，家具要每天擦一遍。她想
方设法挣钱，帮人带小孩、进山摘金
银花、给人家锄草、给工人做饭、装
菌种、进糖厂打零工、当护理绿化带
的环卫工人。母亲不断给生活定下新
的目标，从一个碗柜、一个衣柜到缝
纫机、录音机、电视机、照相机、平
板数码电视、智能手机，目标一个一
个实现，每完成一个愿望就收获一份
快乐，家里随之一点一点变样，日子
也一步一步向前。

回想起母亲，很多画面深深地烙
进了我的心里 ：冬天的深夜，当我半
夜中途睡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
到母亲仍然就着油灯在纳鞋底或者织
毛衣 ；每到春节，家里再紧张，也要
坚持给我们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置办
一身新衣服；我长大了，从外地回家，
无论多晚，她总要等我一起吃饭 ；她
总是提前准备好拖鞋，再悄悄把我换
下的鞋子用抹布擦干净，放在阳台晾
晒 ；每次离家外出，她总是坚持要到
车站送我，隔着车窗、眼巴巴地望着
我，和我挥手道别 ；我高分被陕西师
大录取，却不愿意去上、执意要复读，
饭桌上我和母亲都说着自己的道理，
两人都哭成了泪人 ；我买房、结婚，
她出巨资，帮我渡过难关……

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真正无
私的付出吗？我敢肯定地说，父母是
绝对无私的付出。

如果说我是一池湖水，那母亲的
很多言行就是天空中的朵朵彩云——
不经意间，在我的心湖里投下了美丽
的倩影。

朝着前一天就约好的菜
地行驶。她打的这种

“收菜”短工，按
小时计酬，四五
块、五六块不等：
五点多就到了地
里， 连 续 干 六 个
小时，十二点歇晌，
避过暑气，后晌两
三点再来。

地。
四妈说 ：“哦，你妈就是

爱到地里做活，爱劳动！”
我知道，我妈这辈子，

只有到了地里，才舒
坦自在 ；只有四季
庄稼，才是她唯一

能看懂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