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按编 为母亲献茶
或轻描淡写，或真挚浓烈，或内敛含蓄，或热情奔放，母爱，是

世间最为深沉、暖心的情感。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马上就要到来了，
这里，让我们借这组小文，表达对母亲深切的敬意和祝福，愿她们
幸福、快乐、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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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总爱戴着老花
镜，边看账本边絮叨，今
年我们兄妹每人给了她
多少钱，一年家里买肉
花了多少，买菜花了多
少，人情钱随出去多
少。二哥两口子在外地
工作，侄女跟着母亲在
家，每次哥嫂回来，母
亲都翻开账本，报账给
他们，上次回来给了多
少钱，侄女小饭桌交了
多少，文具钱消费了多
少……

从我记事起，母亲
就爱记账，父亲笑称，母
亲上辈子肯定是大户人
家的管家或某集团的财
务主管，要不这辈子咋
有两大爱好，一是数钱，
二是记账。

“穷怕了呗。”母亲
总这么感慨。记得小时
候，父亲家底薄，哥哥又
经常生病住院，母亲为
了缓解家庭经济危机，
偷偷做过不少小买卖，
推着小车卖冰糕、卖锅
饼。后来政策改变，不
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母亲开了个养鸡场，赶
集串乡卖鸡蛋。

家里虽不富裕，但
零钱不缺，每次母亲赶
集回来，先打开布书包
将零钱取出，按元角分
分类后，坐在床上一遍
一遍地数，母亲数完后，
把十元的取出锁进抽屉
里，零钱放回布书包里
挂在墙上。

那时村里有个小卖
部，卖些小孩子爱吃的
糖果、瓜子和米花球，经
常听大人们闲谈，谁家
的孩子偷了家里的零钱
去买零食吃了。问，“咋
不把钱锁起来。”“别提
了，锁都给撬了，后来钱
都不敢放抽屉里，拿布
包起来到处塞，还是让
熊孩子找到了，手都打
肿了，贼性不改。”

“俺家的零钱就放

在墙上的布书包里，三
个孩子眼皮儿都不翻，
除非我给他们钱，让他
们去买，否则他们是不
敢自己拿钱的。”母亲这
话儿不假，我们兄妹从
小就没有这个意识，偷
拿家里的钱去光顾小卖
部。知道家里的经济条
件，母亲天天记账，今天
收入了多少，支出了多
少，还需攒够多少钱才
能自己盖房子……我们
听了都替她发愁，只盼
着布书包越鼓越好。

母亲有时开恩，奖
励我们一点儿零花钱，
我爱将毛票换成分钱，
天天晚上也学着母亲的
样子数来数去，心里比
吃米花球还甜。

母亲经常领着我去
集市上卖鸡蛋，暑天的
太阳火辣辣的，将我的
脸晒得生疼，母亲问我，
想吃冰糕吗？我把头摇
得像拨浪鼓，“不吃，热
得吃不下。”

“那给你买几个煎
包吧？”

“不吃，啥都不想
吃。”

我哪是不想吃，分
明是心疼钱，小孩子的

“懂事”往往比较纠结，
馋虫在肚子里使坏，整
个人就会莫名的烦躁，
赶集回来的路上，被母
亲一顿打骂是常有的事
儿。

母亲的账本透露出
的信息是家里总不宽
裕，村里有的人家已买
电视，爷爷屋里也该添
一台；大哥已经工作了，
得再盖新房给他娶媳
妇，我考上了高中，上学
的学费又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

日子总是紧巴巴
的，一座座小山压在父
母肩上，辛苦和劳累都
变成数字记录在一摞摞
账本上。

母亲没文化，整天在农田里
劳作，从没走出过小山村，现在头
发花白了，不想却做出一件令人
十分惊讶的事——拿起画笔，画
起了劳动的画。

母亲说：“人老了，大字不识，
还能学绘画。”说完就“呵呵”地笑
起来。母亲拿来颜料，铺好纸，握
住笔，开始绘画。说是绘画，其实
就是涂鸦。涂鸦自然不好看，细品
却又有点生动，还很有生活气息，
一幅幅不叫绘画的涂鸦，画出的全
是农民的劳动图。看来母亲在泥
土里天天劳作，对劳动有着深厚的
思想根基和情感。可母亲为什么
想到学绘画呢？这个不可思议的
问题，那天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一天，一个知名电影制片厂
到村子里拍电影，母亲意外地被
导演选中，当了一回群众演员。

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母亲还能
演电影，这对她震动很大。第二
天，母亲像个思维活跃的年轻人，
不知怎的，竟想到了学绘画。母
亲说，绘画也像拍电影，把身边的
生活画出来，这就是美。

母亲的第一幅作品画成了，
画的是朝晖里农民荷锄去劳动。
母亲让孙子小金锁写上了一个标
题，叫“早起的农民下地去劳动”。
母亲第一次绘画，像写草书，歪歪
斜斜，经过反复练习，才有点模
样。母亲把自己亲手画的画放好，
然后对我们说：“这画画得是不好，
但咱农民就是爱劳动！”

母亲的第二幅作品诞生了，
画的是烈日下一头黄牛在耕田。
母亲指着那头黄牛语气缓慢地说：

“这头本分实诚的牛，总在不停地
劳动呢！”这时小金锁跑过来，母亲

瞅着小金锁说道：“以后长大了，要
学这头老黄牛，不怕流汗，热爱劳
动。”

母亲又画了一幅农民收获稻
谷的丰收景象，画面上，金黄的稻
谷黄得直晃眼，农民正弯腰一镰
刀一镰刀地收割稻谷。这幅画，母
亲画得很认真，她想像着自家农田
里的庄稼，再一笔一笔画出来，画
中的线条像弯弯曲曲的田埂，里面
藏着农民的喜悦和心思！母亲指
着这幅画，对大家说：“咱农民天
天在农田里施肥，浇水，通过劳
动，才有了幸福的生活啊！”

母亲画了一幅又一幅劳动的
画，其实母亲不是在绘画，她是在
用从没拿过笔的手赞美劳动，是
在用心教育子孙后代，要通过辛
勤的劳动创造新生活，母亲画的
是一首劳动的歌！

那一年，我把母亲接到城里，
让她帮我照料襁褓中的女儿。每
天，母亲收拾妥当，就微笑着凝视
女儿，似乎在欣赏一件工艺品。

我看得出，母亲在家待久了
闷得慌。可是，母亲出了小区，连
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我实在不放
心让她出门。

母亲节临近时，我在报纸上
看到一则消息，有一单位要在公
园举办“陪妈妈一起行走”母亲节
活动。我琢磨着，何不借机带母
亲出去透透气。我和母亲一说，
她便欣然应允。

那天，我和母亲早早来到公
园。按照活动安排，参与者要环
绕公园里的湖行走一圈。我挽起
母亲衰老的臂膀，缓缓地走在湖
边的柏油路上，一如多年前，母亲
拉着我的小手穿梭于乡间小道
上。母亲神态安详，给我讲起小
时候的故事：我总是穿着她做的

“千层底”，故意踏进雪堆里，双脚

冻成了冰坨；我总是按她的“圣
旨”，贴着墙根走路，结果把书包
都磨破了……母亲说的那些陈年
旧事，我已经能背下来了，但我还
是非常专注地倾听。

不知不觉，母亲的步履放缓
了，额头上渗出了密密匝匝的小
汗珠。“老了，不中用了。”母亲用
手背抹了把汗，喃喃地说。“不急，
我陪你，慢慢走！”我安抚道。

路上遇到工作人员拍照，我
拉着母亲也兴趣盎然地加入其
中。随着相机快门的摁动，我和
母亲相拥的温馨画面被定格。看
到母亲的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喜
悦，我突然意识到，劳累了一辈子
的母亲，真该好好安享晚年了！

一路走来，两个小时悄然过
去了。母亲已经气喘吁吁，我劝
她坐下来歇会儿，可是她摇摇头，
连声说“不碍事”。我揣摩，也许
是母亲要强惯了，凡事不能落人
之后。

望着母亲瘦弱的身体，我突
然心酸。我今天陪伴母亲行走一
程，母亲当年何尝不是这样呵护
我们走路呢！这么多年来，她像
一头老黄牛，为我们默默耕耘着；
等我们都成家立业了，母亲的美
好年华却被时光老人带走了……

我们娘俩终于走到了终点。
按照规则，走完全程就可以得到
奖品。可是，我们走得实在太慢
了，奖品已经全部送完了。母亲
一脸愧疚：“我一直惦记着让你得
奖呢，所以一路拼命地走，结果还
是拖你的后腿了！”

我怔住了，为自己的愚钝感
到无地自容。这就是我的母亲
啊，总是考虑自己少，关照子女
多。我强笑着说：“没关系，重在
参与嘛！”但母亲还是难以释然。

都说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
年轻时最不懂的是父母。我多想
这样陪着母亲，慢慢地一起走，走
向幸福的未来！

娘脑子里装的那些陈年往
事，从小到大，不知听过多少遍。
可她依旧喜欢讲，在她期待的目
光下，我不忍拂她的心意，总是拿
出兴致勃勃的样子，笑眯眯地对
娘说：您讲吧，我特爱听！

她激动地一下子抓住我的
手，紧紧地捏了捏。

娘说，那个时候真苦。没柴烧
火，附近的山又被砍得光秃秃的，
只好翻过几座山，去深山里砍。

某日，娘跟村里的几位妇女
凌晨出发去砍柴。那晚，特别冷，
风抽在身上，娘打了好几个冷
颤。揉搓一下手，娘开始行动。
谁都不讲话，只想速战速决，免得
惊动管山人。手被锋利的柴刀割
破了皮，也不管不顾。

忽然听到男人的说话声，带
头的妇女轻声而又果断地说：
撤！大家便匆匆地把砍下的柴捆

绑住，迅速逃离。娘是第一次上
那山，路不熟悉，紧张中竟往相反
的方向跑去。一路上，绊倒好几
次，也不敢喊。呼呼的风愈刮愈
紧，幸亏天开始一点点亮了，透过
树缝，她望到了一个小村庄，她曾
去那个村庄捡拾过牛粪，才知道，
她离自己的家，至少有十里路了。

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分不
清是委屈的泪水还是吓出来的汗
水，朝家的方向一步步地挪，背上
背着那捆柴。回家，发觉大女儿抱
着一岁的小女儿坐在院里抹泪。
一问才知，小女儿早醒了，她哄不
住。家里，一点吃的都找不出。

娘说到这里，开始哽咽。每
次说到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
她就哭。大姐只活到十岁，便得
脑膜炎走了。这短短的十年中，大
姐从来没有吃过一口饱饭。有一
日邻居家炖肉，那气味，太强烈，大

姐跑回家，忽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
眼睛，问娘：肉是什么滋味？

娘心里疼成一团，下意识地
摸摸口袋，哪有半个铜板！只好
说：囡，娘以后买给你吃。大姐看
到了娘眼里的两汪泪，很乖地说：
娘，我闻闻气味就好了。说完，使
劲吸了吸鼻子。

可是，大姐至死也不知肉的
滋味，这是娘心头永久的忧伤。
这忧伤，似个深深的烙印，在以后
的几十年里啮噬着娘的心。

我劝娘：走了的大姐不希望
看到您痛苦。您看，现在的日子
多好，您好好地活着才好啊。

娘笑了：对，对，好好活着，好
好地享享福！母亲说的时候，脸
上的幸福开始跳跃。

每次讲出来了，娘的心就透
亮了。无论重复讲多少次，我都
会认真地听。

老妈涂鸦
□董国宾（山东微山）

娘，您讲，我听！
□沈萍（浙江杭州）

母亲的流水账
□马海霞（山东淄博）

陪着你，慢慢走
□张欣瑞(内蒙古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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