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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菜园

放假回娘家

父亲的“再教育”

给母亲的节日礼物

母爱的针脚

点亮老妈的“小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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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翔

五一放假后，我备齐了老人吃用的

东西，回农村的娘家小住了几天。

回到娘家的那一刻起，我仿佛又成

了当年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久违

了的乳名从母亲的唇边响起时，尽管是

最幸福的时刻，但感受到时光的无情，

心灵深处不免也隐隐作痛。

回家的头一天晚上，父亲总能找借

口让出那宽大整洁的土坯炕，我与母亲

在炕上整夜唠叨着老公、孩子、工作，直

到说着说着不知不觉睡着为止。

我出嫁前住的西屋，父亲一直没舍

得拆迁改建，还保留当年的样子。屋里

我以前的书籍、信件和相册，都被母亲

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抚摸着学

生时期的书籍、信件，翻看当年的那些

黑白相片，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住在娘家，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

念。清早，窗外枣树枝上的两只麻雀吵

闹老半天了，我还可以像做女儿时理直

气壮地赖在自己屋里的床上，等着母亲

来叫门喊吃早饭，蒙着头扯着嗓子让母

亲拿替换的衣服，披头散发地出来洗

漱。父亲躲在母亲身后爱怜地责怪，我

做个鬼脸引得父母苦笑一番。

父亲是自学成才的文化人，记忆中

谁家婚丧嫁娶都来请他写喜联、寿联。

如今父亲还是爱写写画画，但更多的时

候是戴着老花镜捧着儿歌画本教逗着

孙子孙女，他那悠闲平和、慈祥快乐的

神态，也是吸引我回娘家的力量源泉。

大哥领着小侄女来了，小侄女拿着

她刚照的一张相片笑嘻嘻地问我好看

不？相片上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咧

嘴笑着。大哥问我相片还像谁？没等

我回话，他就表情夸张地喊道：“像你小

的时候呀，侄女随姑，不随也帮附。”我

捏着侄女的相片笑出了眼泪：“真是！

没错！你看俺小侄女多上像。”

小侄女笑嘻嘻地挤进我怀里，向我

炫耀她头上的羊角辫子。那带着奶香

味软软的头发、五彩皮筋、羊角辫子上

的小发卡……让我恍惚回到了40年前

母亲帮我扎辫子的场景。如今，当年那

个缠着母亲买红头绳的小女孩已为人

母，而为我梳头的母亲已经白发苍苍。

假期就要结束了，娘家再好也要回

自己的家。父母亲都忙碌地准备我们

爱吃的东西让我带给丈夫和孩子。我

知道阻止是没用的，想吃什么干脆直接

说出来。

吃过早饭，我要回城里的家了，刚

出大门口，父亲幽幽地自语道：“要不，

明天再走吧……”我忽然间喉咙发紧眼

眶发酸……

公交车载着我驶向了城里我的那

个家，遥望着娘家老屋前的那棵老槐

树，我多希望时光能够倒流……

□李运和

3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中学

教书。那时候，大学生的头上还顶着“天

之骄子”的光环，自己也觉得大材小用，

有点委屈，干工作带不住劲，提不起神。

长期身处农村的父亲，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他思虑再三，决定抓住时机，对

我进行“再教育”。父亲不止一次地给我

讲邻村一位年轻人的一件事情。那个年

轻人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后，看到人们

擦的红薯干在地里晾晒，操着洋腔（普通

话）问他的父亲：这是什么片片子？好像

自己原本就是个城市人的样子。从父亲

说话的语气中，我听出了他对那个“忘

本”的年轻人充满了鄙夷。

父亲要求我在工作之余的节假日，

必须回家参加劳动。说句实在话，对此

我是不情愿的。自己十年寒窗苦读，不

就是要跳出农门、摆脱体力劳动吗？这

算怎么回事呢？但终究拗不过父亲的

倔强。从此，在学校我着装齐整，是一

个文质彬彬的“先生”。回到家里，则换

上耐脏的衣服，下田劳作，活脱脱的一

个“田舍郎”了。

春种、夏收、秋播、冬藏，四季的农田

里留下了我忙碌的身影。其中每年三四

月份的棉花移栽最耗体力。首先要将大

棚里培育的棉苗用铲子铲出，带上土块，

放到架子车上，拉到棉田地头，然后将其

放置于事先挖好的一个个小土窝内，逐一

浇水、用土覆盖。那时候正是枯水季节，

需要到很远的坑塘挑水浇苗。我多承担

挑水的任务。一天下来，要挑100多桶

水，累得腰酸腿疼，肩膀也被扁担磨破了

表皮。晚饭后，二话不说，倒头就睡着了。

20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

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改革“红利”，粮食

连年丰收，人人温饱不愁。吃水不忘挖

井人，家家户户都踊跃向国家缴纳公

粮。每年夏季到乡粮所缴公粮，父亲总

让我一同前往，那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缴粮时间比较集中，缴粮的队

伍会在粮所门前排起一条长龙，蜿蜒有

好几百米远。骄阳当空，闷热无比，人人

都汗流浃背。临近中午又饥又渴，往往

吃点自带的干粮，在附近讨点热水喝喝

了事。最紧张的时刻，是将装有100多

斤粮食的麻袋，背到小山似的粮仓上

面。我深吸一口气，抖擞一下精神，然后

弯下腰，让父亲将麻袋放于我的背上，我

开始趔趔趄趄地走在粮堆上放置的长约

20多米的窄长木板上，一步一步地走到

粮仓的最高处，将粮袋放下，倒出粮食。

当年最有经济效益的一项农事是

卖西瓜。1990年夏季，父亲种了七八亩

西瓜。当年风调雨顺，西瓜喜获大丰

收。那个暑假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走

村串户卖西瓜。

那年我家卖瓜的收益有两三万元，

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第二年春季，

父亲用这笔钱在村里盖了两座大房子。

不久，我们全家告别了低矮、潮湿的老

屋，搬进了宽敞、明亮、舒适的新居。

大学毕业后，父亲对我的“再教

育”使我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明白

了很多道理，对走好以后的人生路起到

了固本强基的作用。

从农村出来的我，虽然端上了铁饭

碗，但始终不敢忘本，对劳动永远保留

着一份敬畏之心。当年农民积极缴纳

公粮，争着为国家承担一份责任，自己

作为一名教师，不也需要脚踏实地履行

好“教书育人”的职责吗？而辛辛苦苦

卖西瓜的经历，更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一

个道理：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魏霞

乡村的五月是个壮小伙儿，浑身洋

溢着无穷的青春与活力，他踏着蛙鸣欢

快的鼓点，“哒哒哒”阔步走来，伴着酣

畅淋漓的夏雷，“轰隆隆”摇滚而来。

繁花落尽，乡村五月的田野，绿成

了主旋律。放眼望去，深绿、浅绿、墨

绿、草绿、嫩绿……或浓稠或透彻，和谐

美妙。杨树、柳树的树冠簇拥着一团团

的绿，浓得化不开；小麦绿成了军营里

一个个整装待发的方阵，麦芒直刺天

空，严正、葳蕤；油菜结荚了，那荚绿得

像翡翠；水的绿早就蓄势已久，绿得让

人琢磨不透；风中的绿像被水洗过、被

阳光滤过，显得格外轻盈；最有气势的

绿，还数那势不可挡的小草，它们在田

埂上、小溪边、石缝间蓬蓬勃勃，像一个

霸道的侵略者，拼命侵占大地的角角落

落，在上面策马肆意驰骋；阳光如泼地

撒向池塘，荷叶有了青瓷质地，晶莹剔

透，连池塘里的水也被染得如同碧玉。

农家小院里，石榴花在激情地燃

烧；梨、桃腰身日渐丰腴，丢了做新娘时

的羞涩，大大方方地端坐在枝头；葡萄

架上的葡萄如串串绿玛瑙，里面正酝酿

着明日的甜蜜；几颗大葱挺直了腰板，

可着劲儿顶着球状的花蕾；豆角、黄瓜

不甘落后，雄赳赳气昂昂劲头十足地在

跑藤；满墙的牵牛花像一个个穿着花裙

子的小姑娘，手拉着手，一副欢天喜地

的俊模样。

鸟儿为乡村的五月奏响了欢快的

乐曲，在乡野间自作主张地举办起了演

唱会，合唱、独唱、轮唱、对唱……

放学了，三五成群的孩子把街道当

成了娱乐场。几个灵巧的女孩儿在跳

皮筋，头顶上的马尾辫有节奏地随着身

体起伏，一缕头发被跳散了，麻利地用

手指一勾，勾到了耳朵后边，嘴里呼哧

呼哧喘着粗气，小脸蛋跳得红扑扑的。

几个男孩子在弯腰弓背地摔卡片，嘴里

不时地嘟囔着，和玩伴狡辩着，全然不

搭理额头上的汗珠。

乡村的五月，是青春盎然的诗篇，

激情处处在上演，犹如一曲扣人心弦的

乐曲。乡村的五月，毫无做作，一切都

顺其自然，坦坦荡荡，充满了无限的希

望。漫步在五月的乡村，神清气爽，没

有了喧嚣与躁动，连闲愁也断然远去。

一阵小雨宣告五月的到来。妈妈的

菜园亦如这个生机勃勃的初夏，满园青

青，长势旺盛。一畦苦麦绿油油，一垄芹

菜脆生生，亭亭玉立的是青椒和茄子，枝

枝缭绕的是西红柿，匍匐在地的是番薯

叶。豆角秧子顺着竹枝往上爬，开出一

朵朵白里带紫的蝴蝶小花；黄瓜藤也铆

足了劲儿攀上架，“吧啦吧啦”地开出朵

朵五瓣的黄色小花，几天工夫，绿绿的小

黄瓜就顶着花带着针长了出来。妈妈

说：“这黄瓜长得快，头天看还是细细条

不到两个指头粗，第二天一早就像手腕

那么粗了。”

妈妈侍弄菜园，就像侍弄一个孩子

那般上心。她种菜极少用虫药，菜上长

了虫子，能用手去捉她就用手捉。像青

虫、毛毛虫、蜗牛，她都是戴上手套，把虫

子一只只从菜叶上揪下来。有时候夏天

的夜里，她也打着手电筒去菜园里捉虫

子。

妈妈的菜园一年四季都蓬蓬勃勃

的，一茬一茬生生不息。常常是这垄菜

刚刚拔完，她马上就用锄头一锄一锄翻

土，一锄一锄打碎土坷垃，还要用耙子把

地耙得又平又顺，然后撒上菜籽或是种

上菜秧子，浇水、施肥、除草。“人勤地不

懒”，新整的菜畦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星

星点点的绿很快连成线、连成片，再然后

就仿佛是谁打翻了绿色的油彩似的，绿

淌得满地都是。

妈妈种菜，也卖菜。她的菜园曾是

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我清楚地

记得，每当要卖菜的时候，她总要很早起

来，摸着黑，就到园子里拔菜。到天色微

亮时，她就开始在菜园边的鱼塘埂上择

菜、洗菜和扎菜了。妈妈把所有的黄叶

子、老叶子都择掉，扔到鱼塘喂鱼，然后

把择得齐齐整整的菜在水里过一遍，再

一把一把地用稻秆扎好。妈妈扎的菜，

齐齐整整，水灵灵的，很是惹人喜爱。叠

菜也是有讲究的：分量重的放底层，叶菜

放上面，特别水嫩的放最上一层，以免压

伤。菜一叠一叠放好在粪箕里，太阳就

出来了。妈妈常常顾不上扒一口饭就挑

着一担菜上街了，走街串巷，忍饥挨饿也

要把上了街的菜卖完。

妈妈的肩膀挑起了一家人的柴米油

盐，挑起了孩子的学业。妈妈的菜园，一

头连着餐桌，一头连着希望。后来，我们

工作了，家里已不再依赖妈妈种菜的经

济所得了，但妈妈还是坚持种菜卖菜。

她说：“人生来就要劳动，只要还能动就

要做。”直到后来爸爸病重，妈妈才没去

卖菜，一心照顾爸爸，抽空照顾菜园。

爸爸走了之后，我们姐仨怕她一个

人孤单，都劝她跟我们同住。妈说：“我

还要在家给你们种菜呢！”拗不过她，我

们姐仨便轮流回去看她，我更是带着孩

子，每晚回去陪她吃一顿饭，听她聊菜的

长势，拉拉家常，晚饭后，顺便带大包小

包的菜回家。

餐桌上，顿顿都有妈妈菜园里摘下

的时鲜蔬菜。一把小葱、一把青蒜、一碟

黄瓜、一盘豌豆……每一样菜里都饱含

着妈妈辛勤的汗水，每一样菜里都藏着

妈妈绵长的爱。

□江东旭

中午，我照例拿起手机刷抖音。
同事小燕看见了，奇怪地问：“咦，你
不是一向排斥这些娱乐软件，说它们
浪费你的时间吗？”我说：“过去确实
是这样，但自从我老妈玩起抖音小视
频后，我就改变了态度，不仅下载了
抖音，还成了她的‘老铁’，时不时都
会关注一下。”

老妈自幼失宠，也没多少文化。
如今年过六旬，为家操劳了大半辈
子，风霜染白了鬓发。前几年我在城
里买了房，想接爸妈到城里住，可是
老妈不愿意。她说：“我和你爸身子
骨都还硬朗，在乡下生活惯了，去城
里住不习惯。现在交通便利，你们想
孝敬我们，开半个小时的车就到了。
乡下有地，我们种点儿蔬菜，权当锻
炼身体，你们每次来也可以带一些回
去。”我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给老妈，以
方便联系，她高兴地收下了。我带着女儿隔三岔五地回老
家。在女儿的帮助下，老妈不仅学会
用微信发信息、视频聊天，还迷上了
拍抖音。她通常先刷刷抖音小视频，
发现一段喜欢的舞蹈后，就学下来，
穿上唐装录一段，换套唐装又录一
段。过去，配音乐、配特效等“后期制
作”，通常都由我的女儿帮她完成。
现在，老妈自己摸索，也渐渐学会了
这些操作。她闲时拍一段，再上传到
自己的抖音号，自娱自乐，乐此不疲。

老妈每天唱唱跳跳，有益身心，
我自然“喜闻乐见”。最近一年多，她
已陆续拍了上百条视频。我还发现，
自从迷上拍抖音后，老妈特别在意收
获多少“小红心”。视频一旦发布，她
就会时不时查看一下得了几个“小红
心”。自然，老妈不是网红，每个作品
的访问量不过百十次，点赞的人也不
多。可是，每次看到某个作品被点亮
一个“小红心”后，老妈总显得十分高
兴，似乎很有成就感，也增添了拍下
去的信心。她会特别留意为她点赞
的人，也给他们的作品点赞，互粉。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性最深
切的需求，就是渴望别人的欣赏。”这
句名言用在老妈身上，同样合适。我
想，我若不表示表示，岂不是不肖子
孙？于是，我默默地安装了抖音，找
到老妈的抖音号，成了她的“老铁”，
每个视频必刷，不放过每一次为老妈
点亮“小红心”的机会。小燕听完我的讲述，恍然大悟：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我那爱玩抖
音的老妈，她的情况跟你妈何尝不是
一样。来来来，你老妈的抖音号是什
么，我加上。你也加上我妈的抖音
号，让咱们天天给她们点亮‘小红
心’。”现在，我们单位几个老妈爱玩
抖音的同事成立了一个“红心增援
团”。大家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只要
咱妈的晚年玩得开心，过得舒心，就
让她们的世界满是闪亮闪亮的小红
心！

□胡萍

上周六早晨上周六早晨，，我在家睡觉时我在家睡觉时，，母亲来了母亲来了，，给给

我送菜来的我送菜来的。。母亲耳朵上戴着一对黄得发亮母亲耳朵上戴着一对黄得发亮

的耳环的耳环，，头上的白发又添了一些头上的白发又添了一些。“。“妈妈，，您买金您买金

耳环了耳环了？”？”我好奇地问道我好奇地问道。。母亲大笑母亲大笑：“：“这是假这是假

的的，，在地摊上买的在地摊上买的。”。”

我怔住了我怔住了。。胖胖的母亲身上穿着廉价的胖胖的母亲身上穿着廉价的

花衣服花衣服，，戴着制作粗糙的假耳环戴着制作粗糙的假耳环，，看上去很俗看上去很俗

气气，，但母亲自我感觉良好但母亲自我感觉良好。。她把菜从篮子里拿她把菜从篮子里拿

出来出来，，麻利地择了起来麻利地择了起来。。母亲种了许多菜母亲种了许多菜，，她她

从不让自己歇着从不让自己歇着。。我看着忙碌的母亲我看着忙碌的母亲，，思绪不思绪不

禁飘到了儿时禁飘到了儿时。。

记忆里记忆里，，年轻时的母亲身材苗条年轻时的母亲身材苗条，，面容清面容清

秀秀，，梳着一对麻花辫梳着一对麻花辫，，说话细声细气的说话细声细气的，，从没见从没见

母亲跟谁红过脸母亲跟谁红过脸、、吵过架吵过架。。母亲有一对金耳母亲有一对金耳

环环，，听母亲说听母亲说，，金耳环是她出嫁时外婆送给她金耳环是她出嫁时外婆送给她

的的。。母亲爱美母亲爱美，，以戴金首饰为荣以戴金首饰为荣，，但她又很爱但她又很爱

惜金耳环惜金耳环，，平时都舍不得戴平时都舍不得戴，，怕把金耳环戴旧怕把金耳环戴旧

了了。。只是在去亲戚家做客时才戴一下只是在去亲戚家做客时才戴一下，，回来后回来后

马上取下来马上取下来，，用手帕包好用手帕包好，，放在箱子里放在箱子里。。

金耳环跟随了母亲十几年金耳环跟随了母亲十几年，，母亲戴它的日母亲戴它的日

子却屈指可数子却屈指可数。。后来后来，，弟弟上大学时弟弟上大学时，，家里很家里很

拮据拮据，，拿不出学费拿不出学费。。父亲准备把猪圈里那头正父亲准备把猪圈里那头正

在长膘的猪拉去卖掉在长膘的猪拉去卖掉。。母亲阻止说母亲阻止说：“：“家里一家里一

年的人情往来还指望这头猪呢年的人情往来还指望这头猪呢，，别卖它别卖它。。把我把我

的金耳环拿去卖了吧的金耳环拿去卖了吧。”。”说着说着，，母亲从箱子里拿母亲从箱子里拿

出金耳环出金耳环，，放到父亲手中放到父亲手中。。弟弟如愿以偿地走弟弟如愿以偿地走

进了大学校园进了大学校园，，母亲却再也见不到她的金耳环母亲却再也见不到她的金耳环

了了。。

等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工作，家里的生活条

件渐渐好起来。母亲这时也有经济能力买金

首饰了，但她仍很节俭，舍不得为自己花钱。

前几年弟弟在市里买房，母亲倾囊相助。后来

我又患肝病，治病花了不少钱。母亲为帮衬

我，种了许多菜，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到菜园里

种菜，自己吃不完就拿去卖，平时我吃的青菜

都是母亲送的。我跟母亲住得较近，我对母亲

照顾得极少，反倒是母亲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

怀和照顾。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心酸。可怜天

下父母心。做父母的总是想着儿女，我们儿女

又能为父母做些什么呢？

母亲是1948年出生的，今年72岁了。想

到母亲节快到了，我决定送件礼物给母亲。以

前我给她买过电取暖器、皮鞋，但母亲并不喜

欢，说那些东西家里都有。这回，我要用心给

母亲选购礼物。

怀着感恩的心，我走进镇里最大的金器

店，为母亲购买了一对款式大方、做工精湛的

金耳环。我将金耳环小心翼翼地装在红色的

丝绒盒里，郑重地送给母亲：“妈，祝您母亲节

快乐！”母亲用布满老茧的手笨拙地打开首饰

盒，看到里面是她心仪已久的金耳环，眼泪流

了下来……

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谁言寸心草，报得三春晖。”“密

密缝”，一针一线，看似简单的一个动

作、一种行为，却寄托着母亲对子女

的无言的爱、深厚的爱。

母亲，是伟大的，这种“伟大”，多

数情况下，不是通过“伟大的行为”来

展示，更多的则是如那“密密缝”，透

过一针一线的细节来展示、来表达。

小时候，调皮、贪玩，经常是玩罢

归家，就是一身的泥土，这时候，母亲

没有呵斥，只是喊一声：“过来，让我

看看。”人一走近母亲，母亲便顺手扯

一条毛巾，一边拍打着，一边嘟囔道：

“看看，看看，多脏啊，今后一定要注

意了……”这样的嘱咐，不知有多少

次，可我总还是一犯再犯，直到在母亲

的叮咛声中长大。小孩子，性急，吃饭

也急，常常是狼吞虎咽，母亲看到了，

总会笑吟吟地说：“别急，别急，又没

人跟你抢着吃，急什么？细嚼慢咽才

好吗……”一边责备一边又用筷子给

自己的儿子夹菜，而且还专挑那些好

吃的。抬头看看母亲，那眼神里，是疼

爱，是怜惜，是多年后才能理解的那份

入微的母爱。

上学读书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常常会出现“迟迟归”的情况。而

每次迟归，总会看到母亲在柴门前，要

么正做着针线活儿，要么就是倚柴门

而望着，直到看见人走来了，才转身，

缓缓走进庭院中。

也是多年后，才理解，这种等待，

该是有着多么深沉的爱啊。

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母亲也老

了。母亲迟钝了，动作更缓慢了，可

她对子女的爱，却是弥老弥深，而且，

更多的是以无言的方式来表达着。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在庭院中养

花，闲暇时，就浇花、赏花。我站在庭

院中，母亲也常常陪我站在庭院中。

她站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只是看我

浇花、赏花。忽然间，她向我走来，靠

近我，什么也不说，只是伸手在我的

衣服上拍打几下，跟着淡淡地道一

句：“看，这是从哪儿粘的土啊？”

饭桌上，母亲已经吃饱了，我还

在继续吃饭。可母亲常常是并不立

刻离开饭桌，而是坐在那儿，看我吃

饭。看我吃得香喷喷的样子，有时，

母亲就会自言自语道：“看你吃饭的

样子，真香！”我抬头看看母亲，看到

母亲眼中满溢的温情，就禁不住心中

流过滚烫的暖流，我知道，母亲是用

这种简单的方式，在表达着自己对儿

子的爱。

我愣一下，低下头，继续吃自己的

饭，心中，却在流着感激、感动的泪。

到外地工作，我离开了母亲；我在

外地，母亲在老家。于是，牵挂和期

盼，便成了母亲永远的心事。有一年，

我教高三毕业班，因为工作繁忙，大约

有两个多月没回家。终于，高考结束

后，我回家看母亲。饭桌上，母亲异常

兴奋，我们谈论世事，也谈论着家事。

当我说自己大约有两个多月没回家

时，母亲便跟一句：“到今天，正好是72

天。”我瞬间愣住了，热泪滚滚而出。

原来母亲是一天一天地计算着，计算

着时日，来等待自己的儿子啊！

每次回家，母亲都要送我。送出

大门口，送到大街上。我在前面走，母

亲在后面走，一步一步……我回头看

看母亲，嘱咐道：“娘，回家吧，别送

了。”母亲却说：“我不是送你，我是想

到大街上逛逛。”

可当我走到村口，回望母亲的时

候，却看到母亲依然站在大街上，望着

我……多年后，回忆至此，我不禁潸然

泪下。

我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爱

如溪水，潺湲地流着，细细地流着，渗

透进儿女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如绵密

的针脚，缝补起儿女情感的豁漏。

乡村五月

□路来森

□丘艳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