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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
村妇女。据母亲讲，我的外祖
父家早年生活还算殷实，她的
童年生活和同龄人比还相对优
越，是较早被送到私塾接受教
育的，以至于后来在我的成长
过程中，早期学习的民间童谣
和故事都是从母亲那里学到
的。母亲尤其擅长讲古典戏
曲，像豫剧《大祭桩》、《拷红》、
《花木兰》，曲剧《风雪配》等名家
名段她都能讲，讲到高兴处还能
哼上几声，讲完后还要加上个人
点评，其蕴含的道理大都是如何
诚实做人，如何孝敬老人。

母爱是细腻的,记忆中的
两件事至今让我对母亲的思念
愈加悠远。童年时我比较淘

气，不知什么原因遭到了父亲
的一顿毒打，赌气的我索性连
晚饭也没吃就上床睡觉，可我
哪能睡着，只想着让大人喊一
声顺势解脱。夜半时分，母亲
点着昏暗的油灯走到了我的床
前，撩开被子仔细查看我身上
的伤痕，独自念叨，今天的事妈
知道不怨你，可你爹他硬往你
身上安，让你受委屈了，说着母
亲的泪水砸在了我的身上，我
也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第二
件事是我要外出上大学，出发
的那一天，母亲一早起床，为我
煮了十个鸡蛋偷偷放在我的书
包里，反复嘱托我要注意安
全。一路顺利来到了学校，当
打开行囊的那一刻，我惊呆了，

里面全部是母亲为我精心准备
的东西，我深知这些在城里人
看来不起眼的东西要耗费父母
多少心血。

母亲虽道不出送人玫瑰手
留余香的道理，更背诵不出“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的警句，但她用她的善
良朴素和勤劳始终能使邻里和
睦、婆媳融洽，生活和谐。改革
开放后，我和妹妹都走出了农
门，唯有一个哥哥在农村生活，
母亲时常对我说，你哥没上学，
条件不好你要多帮助他，母亲
还时常在农忙时专程从城里回
农村帮助哥嫂打理农活，正是
母亲力量的感召，我们兄妹几
个多少年亲如一家，相互帮

助。母亲从农村搬到城里后，
我们家的大院几乎成了街坊邻
居的公用场所，犁篓锄把农用
工具谁家都可以使用。我清醒
地记得，2006年一场意外的交
通事故母亲受伤住院，她老人
家在医院昏迷两天，当她睁开
眼睛清醒的那一刻，还嘱托我
们邻居家孩子结婚向她借钱还
没有借出，当我问她以前捎给
她补贴家用的钱都用在了什么
地方时，她盘点了一下借给乡
邻的钱竟有5000多元，那都是
这家500元那家300元的累积。

母亲这次真的病了，当在
电话的那头听妹妹说母亲这几
天身体不舒服时，我下意识地
感觉到母亲可能真的扛不住

了，因为在我心里母亲始终是
刚毅和坚强的，她始终不愿意
给儿女找麻烦，能扛的问题自
己坚强地扛。把母亲接到郑州
看病的这几天，我一直陪伴她，
看她对自己的病情满不在乎，
我告诉她千万不要把一些小病
小痒不当回事，这次就静下心
来全面检查身体。守候在母亲
的病榻前，看着母亲裸露的青
筋，清瘦的面容，我心如刀绞，
我很难相信我心中乐观、坚韧、
善良的母亲此刻正受着病痛的
折磨，假如我们每半年就给母
亲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也许会
降低母亲得病带来的痛苦。

祈福母亲早日康复，永远
绽放慈祥的笑容。

两张相隔四十五年照片上的
六个人是郑州市回民中学高中部
六三届甲班的同班同学，他们相
识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现在
都已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老者。

1970年的春节是我工作后
享受的第一个探亲假，由于当
年的通信及交通条件不发达，
那次我只找到了五位师兄，串
门、聊天之余，我们六人在当时
的德化街南头路西的一家照相
馆留下了春节合影。瞧瞧，个
个年轻帅气。李福忠1963年
参军入伍，服役于西北一核工
业基地的警卫部队，一千八百

多个日日夜夜留下他忠于职守
的身影，我国核武的拥有，应该
有他的一份功劳。我1968年
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被分配
到大兴安岭外美丽的呼伦贝
尔，当了一名海拉尔铁路分局
职工，战严寒，斗风雪，一干10
年，为滨洲铁路的畅通高效做
出了自己的努力。魏伟民、帖
增慈同时毕业于北京工业学
院，都被分配到祖国西南山区
的三线工厂，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为祖国大后方的三线建设
献出了美好的青春年华。赵永
成毕业于北京军事测绘学院，沙

松山在北京地质学院因病退学，
两人较早地回到故乡，可以说是

“中原有家花万朵”的代表。
照片上的六人是甲班同学

的缩影。甲班的同学在上个世
纪中华大地最困难的时期相聚
在一起，一根胡萝卜三四个同
学分着吃的艰苦岁月令人难
忘，一张一角二分钱的学生电
影票几个同学赞助的情境历历
在目。三年高中时期，同学们
都友爱相助，互帮互学，取得了
毕业时有近百分之七十的同学
升学的骄人成绩。55年来，甲
班的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年

年聚会，不讲职务高低，不论收
入多少，年龄大的坐在主位，大
家回忆往事，畅叙友情，好不热
闹。2013年金秋，庆祝毕业50
周年聚会时，毕业时的40名同学
全部联系上，参加同学聚会的有
26名，同时还出版一本有39位同
学的文章、书画和30幅照片的
专辑《回望青春》。

半个多世纪如白驹过隙，
青发换银丝不但标志着多变沧
桑，也记录着久长的友谊。留
住我们的健康，留住我们的欢
乐，留住我们的友情是我们共
同的梦想。

□张留顺 文图无法忘却的时光

我的母亲 □马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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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55027807保密婚查取证找人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婚姻劳动律师15238093660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案件专家论证15003995652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13283808650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

权难事帮办18697337007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要账定位找人13213205050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要账专家86169619
要账15538167775
胜龙★收账

事成收费13523525159
律师快速要账

8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西区电话：15838036875
花园路电话：13523067500
紫荆山路电话：15638176869
东区电话：13027788886

■成功收费■
专业针对各类现金借款工程

款合同款担保公司欠款快速

找人,保密婚查，诚信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15136124332
安阳濮阳鹤壁市15136241572
焦作洛阳三门峡15136241573
许昌南阳平顶山15136194216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郑州西区电话：13071022966
北区电话：13937137327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针对个人借款工程款

投资担保，实力见证，一次

合作，终身朋友，欢迎加盟

郑州周边城市：15093301233
安阳濮阳鹤壁：15038051101
许昌平顶山周口：15981880092
洛阳焦作三门峡：13683823362
南阳驻马店信阳：15838206311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13939006684成付

400-093-176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成13015506677付
诚18538729110速
全国收购债权
退伍军人帮收欠款难事帮办

快速找人婚查18539562838
闪15538250011办
要账18530015557
抵押贷款

●楼盘银行按揭贷65329508
《快贷》567055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贷款快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急用钱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小

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各类资质咨询15603711976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上门快办公司61350555
●金融公司专办1513611363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企业上市服务13503711111
●7天注册公司15515501559
免费注册公司18203677774
专办投资公司15225177774
●低价●记账●注册65593711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资质换证代理1509328144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3203814556
防水●公路●水利56755093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860999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188
承装●承修●承试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工商专家55222911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53302664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各类建筑资质二升一53302667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63610399
园林●水利●环保63863366
14年真诚服务！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55058991
三级■增项专线550589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55058993
速办公司65251888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许可

证八大员特种工三类人员技

术工人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