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生活中，有三位伟大而又平凡的
女性。她们闪烁着爱的光芒，照亮了我人生
之路!

第一位女性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普
通的农村妇女，朴素勤劳。在挣工分的时
代，母亲每天和父亲奔赴工地，从事繁重的
体力活儿，常常是踏着夜色出发，踩着月色
回家。母亲每天拿出1毛钱，把我和姐姐委
托给一位老奶奶照看。其实，母亲是舍不得
的。母亲经常教导我，做人要自食其力，不
等不靠，诚信朴素。我把这12个字牢牢铭
刻心中，熔铸血脉里。于是有了第一次独立
奔赴外地读书、第一次勤工俭学、第一次在
外打拼。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收
获，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做出来的精
彩。母亲虽然言语不多，但是每次我遭遇困
境，只要和母亲交流，就能抖落消极，重新找
回信心，走好下一步人生之路。因为我知道

母亲是温暖的港湾，停靠着我的风霜雨雪，
也停靠着我的诗和远方！“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我要用一生的努力，回报母亲无私
的爱，陪她慢慢变老！

第二位女性是我的妻子。她没有高学
历，也非出自高知家庭，却有一颗昂然进取
的心。她很早外出打工，做过流水线上的裁
缝工，做过人事专干，也做过大都市的业务
经理。她的从业经历就是一部自强不息荡
气回肠的小说。自从成家以来，妻子迅速完
成了角色转换，侍奉父母，养育子女，里里外
外，照顾得有声有色，赢得了一致赞誉。在
工作上，妻子总是不遗余力帮助我，用她丰
富的社会经历开导我，启发我，激励我。正
是有了她的支持，我才能一心扑在工作上。
这些年我但凡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
都与妻子是分不开的。我常常想，余生很
短，但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第三位女性是我的女儿。都说女儿是
父亲的小棉袄，也是上辈子的小情人。不错
的，自从女儿呱呱落地以来，她带给我无穷
的快乐和无尽的责任。从出生的第一声啼
哭、第一次叫我爸爸，再到第一次学步、第一
次唱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画面平凡
温暖，透着浓浓的亲情味道，是我一生宝贵
的财富。

女儿，你是上天派到我身边的天使。每
次看到你如一只小鸟叽叽喳喳，露出天使般
纯净的微笑，我的心醉了，把工作上的负累、
生活上的一地鸡毛驱赶得干干净净！每天
日出日落，因你而不同。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将陪伴你度过春夏秋冬，走过世情冷暖，
蹚过雨雪风霜，为你遮风挡雨，为你打开一
片晴空。

如今，我上班回家后，最幸福的事是与
母亲交谈，与妻子打理家务，与女儿共欢。
我知道，一生时光总是匆匆，唯有珍惜当下，
才能把握未来，才能不留遗憾，才能创造幸
福与美满。

母亲、妻子、女儿，是我人生中的三个里
程碑。走在铺满阳光的道路上，我要努力拼
搏，发光发热，报恩我伟大的母亲，陪伴我善
良的妻子，守护我天真的女儿，共同迈进风
烟俱尽鸟语花香的春天里！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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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爷爷那棵核桃树

张 红

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王晓阳

和春天有个约会
杜学峰

我的故乡在蓟北山区，那里有条河，我
自小并不知它的名字。直到上了中学，才从
自然课堂上听老师介绍，它叫泃河，因起源
于河北兴隆，流至河北省三河县故城（泃城）
而得名。泃河自北向南流淌，正好把我的家
乡分为东西两部分。村庄集中在河东，除了
山坡地也在河东外，大多平整的农田坐落在
河西。

河西有棵核桃树，那可称得上是我们家
的“摇钱树”了！爷爷生病住院那年，欠了不
少医药费，亏了它大丰收，才抵了不少账。
我上大学那年，因为赶上家里翻盖新房，学
费没凑齐，爷爷愣是提前了几天把核桃全卖
了给我交了学费。后来，每每卖了核桃，我
们都会分到许多好吃的。爷爷说，这棵核桃
树可比我的年龄都大呢！

可是，我有很多年没有见过那棵核桃树
了。自从上了大学，到后来来到静海工作，
每次回家都是行色匆匆，总也来不及去地里

看它。
爷爷走了以后，奶奶一个人照顾不了那

棵树了，便把它交给了爸爸和老叔共同管
理，收获的时候一起分享。爷爷把他的“摇
钱树”传给了儿子们，虽不是多么贵重的遗
产，但却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念
想。我时常会在脑子里不时回想着那棵核
桃树的样子，以及曾经在那棵树下欢乐的童
年时光。每到收获季节，我总能吃到那棵树
上结的核桃，有时是刚摘下来带着绿皮的，
有时是被剥下了绿皮晒干后的。那味道，一
如往常般熟悉。

还记得小时候，爷爷总说要让我们体验
劳动的快乐。一到周末，就会带着我们一起
奔赴庄稼地。那年秋天，爷爷种的大豆丰收
了。我们坐着爷爷赶的小驴车到了地头，放
眼望去，那一片金黄丰饶的黄豆地，在太阳
照射下，不禁让人迷了眼。爷爷随手把驴缰
绳系到了核桃树上，然后拿起镰刀就走到了

地头，而我们几个孩童，便躲进核桃树的绿
荫下尽情享受阴凉，肆意玩耍开来。

过了一会儿，爷爷一声大喊：跟着我来
干活儿的，一会儿有好吃的！一听好吃的，
我们呼啦啦围到爷爷身旁，认真地跟着干
起来。说是干活儿，其实就是“帮倒忙”。
我和弟弟、妹妹们不会用镰刀，便伸着小
手，一个个去揪豆荚。本已成熟的豆荚在
我们的用力之下，瞬间，一个个爆裂开来，
豆子滚落了一地。爷爷看了并不恼，只是
呵呵地笑。

干了一会儿，我们肚子里的馋虫就憋不
住了，围着爷爷问：“爷爷、爷爷，好吃的在哪
儿呀？”
“你们只管去挑那些发绿的豆荚，谁找

的多，就能多分到好吃的！”话音未落，我们
呼啦散开，像寻宝一样认真地找起了绿豆
荚……手里拿不了，就直往口袋里塞，衣裤
都没有带口袋的，径直撩起了上衣，把豆荚

裹在了衣服里，不顾露出的肚皮被豆秧划
到……

爷爷看我们满头大汗，个个都有了收
获，便停下手里的活儿，带我们走到了那棵
核桃树下。我们挨个向爷爷上交我们的“战
利品”。只见爷爷找来些干柴，让我们把绿
豆荚放在上面，然后，掏出他的大烟袋，点上
火，深吸了一口，对着干柴引燃。告诉我们，
等着吧，一会儿就有好吃的啦！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那团火越烧越旺，随
即又慢慢熄灭。“差不多了”，爷爷说着拿起
小木棍，在火堆里扒拉开来，寻找那些被烧
黑的绿豆荚，挨个给我们剥着吃。嚼到嘴
里，那叫一个香，对于那个年代里少有零食
的我们来说，这简直是奢侈了。等不及爷爷
挨个剥了，我们就伸手去抢，最后，个个吃得
满嘴都是黑黑的……

远处，奶奶一边割豆秧，一边“数落”爷
爷：天黑前干不完活儿，回家不给你们做饭，
竟会带着孩子玩儿，只顾偷懒……爷爷早已
习惯了奶奶的唠叨，闷不作声，只冲着我们
呵呵笑着。

我想，只有那棵核桃树在偷听了我们的
欢声笑语后，才能理解那样的心情吧。

从我去县城读高中开始，就再也没有在
秋收时候跟爷爷一起下过地了。没有我们
的陪伴，爷爷自己的秋收是怎样度过的呢？
他还会在那核桃树下呵呵地笑吗？

又是一年春来到。核桃树该发芽了
吧？到了秋收，又会是一场大丰收吧？那
时，我又要吃到新鲜核桃了，那是爷爷亲手
种下的核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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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天气晴好，太阳和煦。我带着7岁
的女儿去附近公园玩儿。

女儿显得十分欢快，一会儿揪一片树叶，
一会儿又拔一根小草，爱不释手的样子。忽
然，她仰起小脑袋问我：“爸爸，树叶和小草都
是绿的，是因为春天给他们穿上绿色的衣服了
吗？”我被女儿的想象力所感染，对她说：“是
的，只要春天一到，许多原本枯黄的植物都会
披上绿色的服装。”女儿歪着脑袋想了想，忽然
很神气地大声说：“我发现了，原来每片叶子里
都装着一个春天！”

对于春天的喜欢，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
就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记得上学的时候，
每逢春天来临，我都会掏上5分钱，在学校门
口的小卖部买上一片蚕籽。那张小小的比作
业本大不了多少的麻纸片儿上，会密密麻麻

地布满了灰色的小点点，那些小点点就是一
个个待出生的小蚕宝宝。回到家里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悄悄地找一团棉花，然后快速地将
那张小纸片儿装进棉花团里，最后塞进贴身
的内衣兜里。

一切准备停当，我就去后院那棵榆树前，
摘上几片刚刚发芽的树叶，放在一个小纸盒
里，准备给随时出生的蚕宝宝喂食。虽然我也
知道，蚕宝宝喜食桑叶，但桑叶在春天里，总要
比榆树叶晚发芽几天，所以只能委屈蚕宝宝，
让它先有些果腹的东西再说。

很快，随着春天的不断升温，所有的树木
都开始发芽了，包括姗姗来迟的桑叶。一开
始，它羞羞答答的若有若无，悄悄地在树枝的
某一处发芽。然而，只一个晚上，它便长成指
甲盖那么大了。再一天，便满树翠绿了。这

时，我总会匆匆地将原先的榆树叶换掉，装进
新摘下来的桑树叶。蚕儿们便争先恐后地爬
上去，美餐起来。

原本，母亲从不让我随意摘树上的叶子。
她总会对我说，树叶是树的孩子，如果将树叶
摘掉，树会伤心难过的。她还说，如果在春天
将树叶摘掉，那树就会和冬天看到的树没什么
两样，枯燥凋零，当然，也就看不到春天的气息
……
女儿一声欢快地尖叫，将我从回忆中惊醒。

顺着女儿奔跑的方向，我注意到，有那么几片
不起眼的树叶在我眼前晃动。那是几片很普
通的叶子，它的结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几
片枯叶飘摇在稍显瘦弱的树干上。然而就在
这近乎枯萎的中间，几片硕大的绿叶于枝头骄
傲地站立，仿佛在以它独特的姿势展示着整个
春天的美丽。
我兴奋之余爱怜地端详着这几片叶子，好

像是在惊喜中邂逅了某位友人。真的，虽说是
几片叶子，但它的倔强也足以让我佩服。也许
它和这个春天有个约会，春来的时候，它冲破
层层封锁，以它自然的绿意俏丽枝头。我也真
切地感受到了，在这几片小小的叶子里，的的
确确，蕴藏了整个春天。

大年初一，邵家大哥、二
哥、三哥、四哥来给老爸老妈拜
年。每年的初一他们哥四个都
要过来坐一坐。40年前，我们
两家是邻居。
我出生在老屋，两间土坯房

子里。院子很大，住着我们一家
还有邵大伯一家。我们家房子
靠西边，没有院墙，可以随意穿
过。邵大伯家靠东边，有土坯院
墙还有一对大门。我到现在奇
怪这对大门有什么用？每晚邵
大伯都会把院门上栓，如果有人
想进院子大可从我们家这边随
意进出，但是这对大门每晚一直
坚守岗位，直到我家搬出小院。
邵大伯家四个儿子、一个女

儿还有大伯的老父亲一起居
住。当时只有大哥娶了媳妇。

他们夫妻俩住在院子中间的一个小单间里。夏天，都在院子里做
饭，做好饭在树荫下摆上小饭桌，大哥便会端着饭碗看看我家桌上
的饭，再看看他家桌上的饭，谁家的更好一些就吃谁家的。他看到
谁嗑瓜子了把手往你面前一伸，也不说话，就看你给还是不给了。
我们给他起了绰号“大馋猫儿”，他也不跟我们计较。二哥留给我
的印象极浅，他一直在部队当兵，很少回家。但是他的婚事我是很
清楚的。我特爱串门，大概5岁的样子吧，没事就去邵大伯家坐
着。有一天来了媒人给二哥说亲，媒人说的什么，邵大娘说的什
么，我都一一记在心里，等媒人一走我便跑回家跟妈妈汇报情况
了。二哥回来办婚事，我就没有那么随意去他家了，因为跟二哥陌
生，有点怕他。跟三哥就不一样了，三哥心灵手巧，他什么都会
画。别看他没上过几年学，给个图他就能照着样子画出来。母亲
玩的长牌，不知道他给画过多少幅。他一趴在炕上画画，我就爬到
他后背上让他驮着。在我的记忆里，三哥饭量大，力气也很大，干
力气活儿谁都不如他。四哥、大姐和我年纪相近，没事了我们就一
起过家家，当爸的、当妈的、当孩子的，安排得可仔细了。当年邵家
爷爷去世，我们几个围坐在一起，点了火盆一边烧纸一边学着大人
们的模样哭“爹爹”，把所有大人都逗笑了。
母亲下地干活儿，父亲去村里卫生所上班，我饿了就去找邵

大娘要吃的，有时馋了会去要钱买东西。我记得要过一次两毛
钱，母亲回来问我手里拿的吃的哪来的，我说跟大娘要钱买的，
年少的我不知道这两毛钱要是过日子得多管用。母亲抢过我手
里的东西一顿狠揍，这也是我长么大唯一一次挨打。从那我再
也不敢去大娘那要钱了，可是只要大娘做了好吃的都会给我，我
跟“馋猫儿”大哥越来越像了。

我们院里种了好多树，邵大伯家大门旁那棵树最大。他家
和我家都养了鸡，奇怪的是两家的鸡到了晚上都不进鸡窝，全部
从门楼飞到树上过夜，这也是我童年里难忘的一道风景，落日的
余晖里，树枝上卧着公鸡、母鸡……

院子里有一个旱厕，用玉米秆围成的，谁去厕所到门口得
问：“有人吗？”没人回应才可以进去。
这些美好一直陪伴着我直到9岁那年，我们家搬出了小院。
有了新的邻居，我们也慢慢长大。人们的日子好了，院墙壁

垒森严。邻居之间的交流仅限于茶余饭后在大门口小坐或是谁
家有红白喜事才会有多一点的时间在一起。后来，我因为工作
住进了城里，邻居就在隔壁，楼房隔音效果不好，下班回家，坐在
沙发上能听见邻居一家在交谈。可是我们却从未谋面。即便有
一天偶遇哪怕是争吵起来，也不知道彼此是非常近的邻里。有
一次我去海南旅游，同团的杨姐一家人很好，知道我是一个人出
来的，总是帮我拍照、照看行李等，我们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
的朋友，一询问家住哪里？她和我竟然住同一个小区，我住10号
楼，她家在11号楼。
房子不停地换，邻居也在不停地换，我再也没有找回过儿时

邻居的样子。一晃40年过去了，跟邵大伯一家的关系一直热乎
着。老人们逐渐离开了我们，年轻的一代也都在外工作、安家，
我们这一辈人见面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可是每一次见，都是那样
亲热。尽管大哥已是花甲之年，二哥也满头白发，三哥胖得让我
认不出来，四哥的头发快要全部下岗，大姐远嫁，但是每一次小
聚都没有陌生感，像又回到童年。我们一起围在桌边啃棒子面
饽饽，一起趴在河沿玩泥巴，坐在大门墩上拾柴禾换模，扣在大
木盆下捉迷藏……

春天，你好 柯然 摄

那天，妻做了一整天家务。翌日，便对我说：“我腰疼，可能
是腰肌劳损，得作按摩调理一下。”我便骑着电动车带她去了一
家盲人按摩诊所。作完按摩，妻说，感觉似乎好些。可第二天，
她的腰痛得更厉害，弯着腰行走，直不起来了。
到医院作CT一查，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得住院，至少半

个月。出院后，还得休息一个月。就这样，妻躺在了医院的病床
上。一家3口原本有序的生活节奏一下子打乱了。

这之前，因为妻子没上班，在家当“全职太太”，家务活基本
上是她包揽了的。儿子上学，我上班，一回家，就可吃到热乎可
口的饭菜。她住院后，琐碎的生活细节不得不重新洗牌了。

这些日子，一下班，我的第一目的地就是菜市场。买好菜，
匆匆回家，淘米择菜，锅碗瓢盆，忙得不亦乐乎。等儿子放学回
来，匆匆填饱肚子，便取出饭盒，装好饭菜，打好包，骑着电动车
送至医院。
在病床前，看着妻吃下我做的饭菜，我便感觉踏实。吃我做

的饭菜，不管好吃不好吃，妻都吃得香喷喷的。一次，我给她煎
了俩鸡蛋，明明煎糊了，但她却说特有味道。还有一次，我炒了
个白菜，因煤气差不多用完了，火力不足，炒出来的菜像焖熟似
的，但她还是吃了个精光。我当然知道，不是我做的饭菜好吃，
而是因为有我的陪伴，她才有一个好心情。有一回，我有事不能
送饭，饭菜是由岳母做好送过去的。她傍晚便来电话，说她中午
没吃好，晚饭非得我做好送去不可。后来她说，一天不见我，心
中便好像落下了什么似的，吃饭也没胃口。

这样一些时日，熟识的人见我忙里忙外，总说，你是个不错
的“男保姆”。我笑笑说:“妻子为我当了近二十年保姆，应该
的。”这期间，为了让饭菜尽量适合妻子的口味，我不断总结，摸
索出了做菜的一些道道。比如：煎鸡蛋，适宜用小火；炒青菜，适
宜用大火；煨汤，先中火，后小火等等。
半个月后，妻子出院了，说说笑笑，行走自如。她挽着我的手

对我说：“多亏你这半个多月风里雨里为我打理一日三餐，挺不容
易的。”我说：“谁让你是我老婆呢，换了我住院，你也会这样啊！”
我确信，人生旅途上，风雨来时，大多情况下，和你相互依傍

度过的，大抵都是和你一起住在婚姻里的那个人。只有他（她），
才会无论风雨阴晴，不厌其烦地为你打理日常琐事，将爱装进饭
盒里，陪伴你，呵护你，让你在平淡的生活细节中，感受人间的情
爱，生活的温馨，生命的美好。
其实，夫妻之间的爱都装在饭盒里，只是大多数人默默习惯

着，甚至忽略了，并未闻到这缕每天都在生活中升腾着的动人心
弦的馨香。

装进饭盒的爱
程应峰

母亲来城里小住，非要给我们
做春饼。

母亲动手做春饼，她一挽袖
子，我就想到当年母亲做春饼的模
样来。老家在农村，村旁有一处偌
大的水湾，祖祖辈辈就在这里生活
和度年月。我们姊妹几个我最小，
母亲总宠着我。小时候做春饼时
我想拿块面团玩，母亲就是不
让。母亲说，这年月最珍贵的就
是粮食，等以后日子好了，随便你
怎么玩都行。话虽这么说，母亲
还是揪下一点点面团给我，等我
不玩了，母亲就用它做春饼自己
吃，干净的留给我们。为了做春
饼，母亲总领着我到野地里挖野
菜。野荠菜、灰灰菜、马齿菜，还
有婆婆丁、蕨菜，都是做春饼的好
原料。那时没别的青菜可吃，这
些时令野菜可是上等美味。这些
野菜在田埂上、水渠边蓬蓬勃勃
地生长，挖到家里可都成了好东
西。母亲把一棵棵野菜洗干净，
除掉不能吃的枯叶，用开水烫熟，
切成段，再用简单的调料调好，然
后盛入粗瓷碗里用于卷春饼。

母亲要做春饼了，我充满期待
地在一旁观看。母亲利落地和好
面，揪成一个个小面剂子，摁扁，
在上面抹一点食用油，两个面剂子
抹油的面兑在一起，用擀面杖擀成
薄薄的饼，接下来就开始烙饼了。
薄薄的饼放在锅里用小火慢慢烙，
不多时翻个面，待中间鼓起后，饼
就烙好了。最后把调好的野菜放
在烙熟的薄饼里卷好，春饼就做成
了。母亲做的春饼特好吃，香香脆
脆的，真是解馋。我常向老师和小
朋友夸赞母亲，并拿春饼给他们
吃。要改善生活了，母亲就给我们
做春饼，清贫的日子充满了甜蜜和
色彩，春饼自然也就成了童年的美
事，烙在我生活的记忆里。

进城的母亲像以前一样和面，
烙饼，调菜，忙得不亦乐乎。母亲
年龄大了，但心情特轻松，精神头
特好。她一边做春饼，一边嚷嚷
道，春饼马上就做成啦。厨房里传
来春饼的香味，我真有些等不得
了。儿子问奶奶，春饼好吃不？母
亲这次做的春饼，除了家常菜，自
然少不了时令野菜。这些新鲜野
菜，是母亲领着儿子到郊外野地里
专门挖来的。春饼做好了，儿子先
试着尝了尝，接着就狼吞虎咽起
来，吃得满口生香，还专挑野菜春
饼吃，一边吃一边说，我想让奶奶
天天做春饼。很多年以后，又吃上
了母亲做的春饼，我一下子走进了
童年。

母亲做春饼
董国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