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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香十里 徐杨 绘

思念
诗歌

小时候，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地，乡

下的家中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那

年月，冬天烧的煤要凭票购买，精贵得

很。

我9岁那年，眼看着冬日近了，可家

里冬季取暖的煤还没着落。母亲很焦

急，四处求人，最后总算讨来一张煤票。

转天，母亲起个大早又雇了一辆马

车专门去镇上的煤站买煤。那是我第

一次坐马车，车夫娴熟地对马儿发号施

令，间或也跟母亲聊几句。那一刻，昏

黄的天空下，偶尔掠过一丝风，枯败的

野草上，结着惨白的霜。坐在马车上，

我穿着薄薄的棉衣，不禁打了个寒战。

经过漫长的等待，母亲总算在那天

下午费尽辛苦把煤运回了家。马车停

在家门口，母亲傻眼了——我家的院门

口太窄，那辆马车无论如何也通不过。

无奈之下，一车煤只得被临时卸在了院

外。

母亲坚定地说：“无论如何，今天也

得把这车煤运到院中。”要知道，那可是

整个冬季我们取暖的全部指望啊。天

短夜长的时节，夕阳很快就从天边消

逝，看着小山似的那堆煤，我真替母亲

捏了把汗。

顾不得一身疲累，母亲开始用手推

车往院子里倒煤。一直以来，母亲都是

个吃苦耐劳的女人，父亲不在家，她独

自撑起一个家，里里外外是把好手。我

家的院门前有个坡儿，是为了防止夏季

雨水流进院内专门设置的，坡上还有一

个坎儿，这让母亲每次推车都很吃力，

我不忍心让母亲受那么大的累，自告奋

勇要帮母亲拉车。

天很快便黑下来了，阴沉沉的，像

要酝酿一场雨雪的样子。

母亲嘴上说着不用却并未阻止。

一车、两车、三车……在“门灯”昏黄的

灯光下，在那个寒冷的季节里，母亲的

额头上竟冒着豆大的汗珠……

我和母亲终于赶在雨雪来临之前

将那一大车煤运到了院内。在运煤期

间，自始至终，母亲只说过一句话：“人

怕活儿，活儿怕干！”

时至今日，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越

行越远时，回首少年时母亲说过的那句

话，才觉出它的深刻。人生中苦难常

有，甘甜却往往在辛苦付出之后，在困

难面前你退缩了，你偷得了一时的、片

刻的轻松，却有可能错过了甘之若饴的

滋味。在后来的人生旅程中，每当我遇

到困难时，总不免忆起母亲说过的那句

平实而深蕴的话——“人怕活儿，活儿

怕干”，心中便会平添一份面对困难时

无畏的勇气和信心。

我至今记得9岁那个寒冷的夜晚。

窗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我家窗内玻

璃上是湿湿的哈气，我和母亲坐在温暖

如春的老屋中心里乐开了花……

也许从小有父母的照顾，我们在生活

中缺乏自理的一面，也许从小有父母的庇

护，我们总是缺少独当一面的勇气和决

心，也许从小习惯向父母索取，我们不曾

替他们考虑，但是来到这里的日子，我们

迎来了这一天，我们长大的这一天……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常给我掏耳

朵，小时候每周一次，高中每月一次，大学

每半年一次。随着年龄的长大，回家的时

间渐渐地少了，但是母亲对这事却一直在

坚持着，只要回家就不忘给我掏耳朵。

离开家乡来到这里，对于一个做足

心理准备的我来说，前期并没有对父母

有多想念，但是随着部队生活的开始，

再加上山高水长，离家千里，我渐渐开

始想家了。

有一天，我梦见穿着这身军装回家

了，看见了母亲。

母亲看到我之后喜极而泣，急忙问

我：“这时候你不是在训练吗？怎么突

然回家了？”

我哭着对母亲说：“我就是太想您，

想回家看看。”

母亲舒了一口气：“家里挺好的，你

不用担心，你赶紧回部队，这刚入营不

久，好好安心训练。”

我一直点头，哭着答应母亲的要

求。最后我对母亲说：“妈，您给我掏个

耳朵吧。”我知道被母亲惦记的事情就

是我最怀念的事情。

母亲跑着四处找工具，比母亲高半

个头的我站在台阶下，母亲站在台阶

上，戴着老花镜，母亲的动作永远都是

那么温柔，生怕弄疼了我，而一向怕痒

的我此次此刻却是出奇地安静。回想

过往，我才明白那样的场景，那双手，那

把掏耳勺是母亲给我的最大的关爱。

站在台阶下的我，抬头看着母亲，她比

几个月前又老了不少，脸上的皱纹更多

了，眼睛也更不好使了······我从睡梦

中醒来，却发现泪水已打湿了枕头。

随着时光流逝，我对他们的思念与

愧疚之情与日俱增。从前的我将他们

当“垃圾桶”，把自己的委屈、难过，全盘

倾诉。从未考虑过他们的心情，他们知

道后的难过、他们不能替你解决问题的

愧疚。来到这里之后，我感受到了父母

的担忧，我明白我不能再将什么都告诉

他们。往后的千言万语都汇成一句话，

“爸妈，我很好，你们放心吧。”

来部队的这4个月里，所有想家的念

头都集聚在除夕的这一天，我一度担心

自己与父母视频时会不会哭得稀里哗

啦，但视频接通后，看到父母满脸的笑

容，洋溢着幸福和喜悦，我悲伤的情绪烟

消云散，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很开心、很满

足。那一刻，我发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我

就是那一道带给他们温暖的阳光，而我

想把这道阳光尽我所能，让它更加温暖。

我记得穿上军装离家的那天，带着他

们的嘱托和希望来到这里。在这里，我明

白了两年的时光匆匆，军旅生涯短暂；在

这里，我懂得了责任与担当的重量；在这

里，我学会了为他人考虑，敢为人先。

来到部队之后，我产生了很多不一

样的想法，有一天我回家了，我想对父母

做三件事：为他们端一杯茶；为他们铺一

次床；和他们好好地谈一次心。这三件

事情看似如此简单，但是在之前的23年

里我却从未做过。部队给了我成长的平

台，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去成长、去蜕变，

而我能做的就是为这两年不留余力，无

愧于心，不给自己留遗憾的机会。

在这里，我真的长大了。

回老屋收拾东西，从爹的床下面一下

子搜出来几双清一色的一只鞋上至少五

六个破洞的“洞洞鞋”，那些心酸又温暖的

往事仿佛又在眼前。

记忆中，爹钟爱便宜耐穿的黄球鞋，

爹穿着它们烧过砖窑，扛过水泥，能干的

苦力活儿好似都做过，最后直到这些鞋破

了好多洞，才恋恋不舍地搁置在一边，等

着收废品的来收。

年少时，家庭经济的窘迫让我生性自

卑，特别是看到父亲的“洞洞鞋”，我觉得

那更是把贫穷写在了脸上。父亲对此不

以为然，他经常说，“不偷不抢的穿得干净

就好”。他对自己一直这么小气，但对我

和弟弟，不管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竭尽全

力，一分钱都没省过。

上了中学，每周要交饭票钱，那次家

里实在没有钱，爹跟我说：“你先去上学，

明天一早我就把钱送学校去！”我低头看

了看爹的黄球鞋，“大拇哥”在外面漏了一

半，“爹，您也买双鞋吧，这个鞋都不能穿

了，记得穿新鞋去学校！”爹嘴上应着好，

我还是不忍心直接跟爹说嫌弃他的破洞

鞋，但心里极想他换掉破洞鞋再去学校。

爹就匆忙穿着破洞鞋出了门，我不用猜，

爹要么去那个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好脸色

的二娘家借钱，要么去弄点粮食卖了换

钱，因为没有其他寻钱的地方了。

我一早就开始焦虑不安，一直在想象

爹来学校的场景。我最担心的是班上同学

看到他那双破洞鞋的眼神，越想越忐忑，煎

熬的等待中，迎来了第一节课，我听不清楚

老师在讲些什么，不时顺着玻璃往外看。

那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我一下

就看到了那双刺眼的破洞鞋，感觉一下子

整个人瘫下来。我深深地埋下头，喉咙发

干，紧张极了，仿佛看到同学们无数双眼睛

里都是嘲笑，“好丢人啊，这么破还穿，跟乞

丐一样”。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脸

发烫，心吊到了嗓子眼，使劲掐我的手指。

我听到了敲门声，老师去开教室前门，我已

经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了，老师走到我跟

前：“有人找你，出去下吧！”“那是你什么

人？”老师顺便问了句。“我爹”，声音小得只

有我自己能听到，我木然的感觉好似飘出

去的。赶紧带上教室门，生怕同学们多看

到一眼，我盯着爹那双破洞鞋，那破了五个

大大小小的洞的鞋，爹干裂粗糙的大脚趾

都漏了出来。“爹，不是让你买双新鞋吗？”

我抱怨道。“鞋又涨了一块钱，没有去别家

再看，想着赶紧给你送钱呢，钱拿好，赶紧

进去吧！”我没有应声，直接扭头进去，刚准

备开门，爹又说：“别想太多，好好学，老师

同学们都喜欢学习好的娃儿。”爹，好似看

穿我的心思，我头也不回地开门进去了。

现在一回忆起这些就内疚自责，为啥会有

这些莫须有的自卑，为啥要嫌弃那么爱我

们辛苦操劳的爹，为啥不跟爹道一声，你骑

车慢点！如今看着眼前一双双破洞鞋，心

里溢满了父亲的爱带给我的温暖。

我们工作后给爹买了不少各式鞋，但

爹还是钟爱黄球鞋，总说自己已经穿习惯

了！现在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对儿女们

好，总是习惯性把亲戚朋友带给他的“好

东西”放着，等我们一回来就一股脑拿出

来分给我们，父亲的爱亦如他的黄球鞋一

直伴着我们，渗透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他的爱，同时更要

懂得感恩。爹，往后余生我会把您给我们

的爱加倍还给您，好好陪伴您老人家！

冬至到了，家人们又团聚在一起了。

清早起来，爱人就宣布今天中午要吃饺子。

说起包饺子，我可是有一定发言权

的。

青少年时期，我就经常帮母亲包饺

子，多次干过择菜、洗菜、剁肉、手拍面皮

等辅助工作，偶尔也跟着母亲学包饺子，

但手艺不精。

结婚以后，我爱人也爱吃饺子，我们

经常包饺子。深秋隆冬季节，吃顿萝卜大

肉馅饺子，阳春盛夏时分，吃顿韭菜鸡蛋

馅饺子，那可是最美不过的事情了。

每当包饺子时，爱人总会拉上我一块

干活儿，她主厨，我帮衬，她主管包饺子，

我擀面皮，我干杂活儿，她写总结。每次

包饺子的时候，也是我和爱人交心、谈话

之时，她心情高兴时，也曾夸我贴心贴肺

疼爱她，懂事、有情调、爱做家务、会照顾

孩子、对亲朋友善、对老人孝顺，这时，我

在她的眼里就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当她

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没用、成

事低、本事小、窝囊废、脾气躁、不会哄人、

刚愎自用等一无是处的人。仔细想想，会

感到十分无聊和可笑，这就是我们真实的

家庭生活，吵吵闹闹半辈子，锅碗瓢勺交

响曲。

转眼3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

两个儿子已长大成人，大儿子也已成家娶

妻生子，乖孙子也将近三岁了。但生活还

得过，饺子还得包，那么择菜、整馅、和面

等光荣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了。

早饭后，我就在厨房忙活了，清洗萝

卜，切成萝卜片、丝，蒸煮30分钟左右、捞

出晾凉、用干净抹布包好，双手挤压脱水，

手工剁碎，放在小盆里备用，再将葱、姜、

蒜剁成末，然后请爱人出面登台表演。她

开火，热油后将葱、姜、蒜、花椒、茴香等大

料倒入锅中，然后趁热倒入肉末、萝卜拌

匀制成饺子馅。

在爱人炮制饺子馅的时候，我就开

始和饺子面了。我先舀上两瓢饺子面

粉放入面盆里，有序地兑入一小碗凉水，

搅拌面糊，和成面团，放在案板上开始揉

面……

爱人指导着我将大面团切开，用力揉

搓小面团，揉好后，再将小面团揉搓在一

起，越揉越润顺、越揉越坚韧、越揉越筋

道，然后截成小面团后放在面盆里，盖上

湿抹布慢慢醒面。

开始包饺子了，我首先将面团切成细

长条，揉搓成圆棍状，切成小段，然后用擀

面杖擀成面皮。爱人包饺子的手艺是精

湛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由于我们夫唱

妇随、配合默契，擀面皮与包饺子的节奏

合拍，时间不长，一大排成形的饺子就整

齐地摆放在了桌面上。

这时，儿媳妇带着小孙子回来了，小

孙子蹦蹦跳跳、欢呼雀跃般地冲入厨房，

叫着、吵着要学包饺子，我急忙扯下一节

小面团递给他，他拿着面团就跑到院里的

石桌子旁边，像模像样地学着大人包饺

子。他紧张地包着、圆着，坏了就重新再

包，手上、身上、衣服上、头发上到处都沾

满了面粉，像一只化了妆的小猴子一样在

那里手忙脚乱、憨态百出。他时而聚精会

神、时而顽皮淘气，时而默默无语、时而大

喊大叫，望着滑稽可笑、天真可爱的小孙

子，我们全家人不由得开怀大笑。

吃着味美纯正、肉香诱人的饺子，看

着喜笑颜开、其乐融融的家人，我顿时就

忘记了平日里的工作繁忙和生活纷扰，仿

佛置身于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与世

无争的世外桃源里了。

我醉了，全家人都笑了。

锅台里燃烧的炉火

温暖着屋檐的星星

街头孤独的路灯

等待天明的夕阳

瘦骨嶙峋的田埂

和黄草包裹的河堤

将辽阔碧绿的麦田装帧起来

躺在蓝天下，任凭风吹

悠闲的老牛

低头啃着荒凉的土地

枯枝上的乌鸦

守望着缥缈的云烟

此刻

我站在城市的中间

思念随着金水河的水波荡漾

随着西风里的柳枝飞舞

每当一颗星落，暗淡一方夜空的

时候

每当一树花开，温暖整个春天的时候

我总是很想你，我的故乡

你是温暖、是希望、是归宿、是爱

其实，我心中的你

不是你现在真实的样子

离别的日子，你变换着容颜，我斑

驳着记忆

你已成为我心随意描摹的油画

而这，正是让我如此思念的

一半真实

一半虚妄

□卞瑞鹤

那个冬天记忆如花
岁月印记

□刘士帅

在这里，我们长大了
随笔

□韩晓洁

“洞洞鞋”里的温暖
□刘玉春

生活散记

我家的饺子情
□陈占超

岁末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

回美好时光。

在梦里，我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

代。那时，天很蓝，水很清，鸟很多。父母

还年轻。父亲温和，母亲慈爱，都对我无

比疼爱，百般呵护。在小村庄里，我和一

群小伙伴自由自在地玩耍，尽情惬意地做

各种游戏：捉迷藏、打陀螺、推铁环、玩过

家家、滚玻璃球……我们在小池塘里洗

澡，看红蜻蜓在莲蓬上憩息；在雪地里疯

跑着打雪仗，欢快的笑声震落了树上的积

雪；在庄稼地边的水沟里逮鱼捉虾，不顾

身上脸上沾满了泥巴；在堆有麦秸垛的场

里纳凉聊天，出神地仰望夜空中的星星呢

喃眨眼。

在梦里，我回到了甜蜜浪漫的恋爱时

期。与妻初相遇是在师范学校报到的第

一天，我不由得眼前一亮、怦然心动：清秀

美丽的面容，明如秋水的眼睛，灿烂温暖

的微笑，飘飘飞瀑似的长发，恍如一位从

九天宫阙降临到尘世的女神！与妻相知

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文学。在文学社

里，我俩相互借阅喜爱的书籍，相互改稿、

评析，相互敬慕对方的才华。与妻倾心是

在一次春游之中，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

雄伟峻拔的高山顶峰上，彼此深入了解了

对方。在一个桂香万里的月圆之夜，我俩

相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那时，真的感到自己是天底下

最幸福、最幸运的人！那时，我俩是“一日

不见，如隔三秋。”春天，一起去桃林看桃

花含笑；夏天，一起在雨中赏莲花起舞；秋

天，一起在银色的月光下漫步；冬天，一起

踏茫茫白雪远方寻梅。在爱神的青睐下，

我在文学之路上也终于实现了突破，在省

报上发表了处女作诗歌——《飘雪》。那

一年，我18岁，风华正茂。

在梦里，我回到了有孩子之后的幸福

岁月。当儿子出生时响亮的“哇哇”哭声

传到我耳边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巨大幸

福的莅临！那一瞬间，我全身战栗欣喜无

比；那一瞬间，我懂得了天地长久存在的

意义；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语言是多么的

苍白无力！当儿子第一次喊“爸爸”时，我

的心温柔成了无边无际的海洋；当儿子第

一次学会走路时，我几乎想纵情飞奔放声

歌唱；当儿子第一次学习成绩获得年级第

一名时，我仿佛是整个宇宙间的君王；当

儿子拿到211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深

深地感恩岁月静好幸福久长。

“浓睡觉来慵不语，惊残好梦无寻

处。”梦里的美好时光充满了浓浓的爱！

深冬清晨的寒冷，使我清醒：我已人到中

年，头有白发，脸有皱纹……习主席说得

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为了创造将

来的美好时光，我还要在新年里振奋精

神，重新像少年时一样努力进取、拼搏向

上！

岁末，梦回美好时光
□黄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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