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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母亲节，想起这样一句话：母亲大多
都不记得自己的节日，她们心里，只有孩子在家的
日子才算节，可见母爱的伟大无私。

母爱是一泓温润的潭，清碧明澈，滋润着你的
心田；母爱是一条长长的路，伴你走过风风雨雨；
母爱是一缕炽热的的阳光，温暖你人生的寒冬；母
爱是一本厚重的书，那悠悠的牵挂、谆谆的叮咛、

绵绵的深情,你永远也读不完、
写不完。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纪念、
赞美母爱，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
们对母亲深深的依恋！

这个日子也提醒我们儿女
能给母亲最好的礼物，就是对她
们再多一点关心，多一刻陪伴。
时时铭记，感恩母亲！

水湄□

手擀面

上周六，突然间胃疼。悄悄吃了胃
药，胃部还是酸酸涨涨的。早晨就“忽
略”了早餐，快到中午了，食欲仍如云雾
笼罩的青山，迟迟不肯露面。看到我恹
恹地打不起精神来，母亲坚持亲自下
橱。“吃碗手擀面吧，也许会好些。”我抢
着和面，母亲不让，说我掌握不好面的
软硬，会帮倒忙，让我在一旁学徒。我
静静地站在桌前，看母亲和面、擀片、切
丝、做汤。大病初愈的母亲憔悴了许
多，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我本来是赶
来照料母亲的，一不留神却又让母亲为
我操劳。在我生命夏季的年轻旅程中，
哪一刻离开过母亲悉心地照料呢？母
爱像阳光，如影随形，照亮了我前进道
路中的沟沟坎坎。在我失意、彷徨、忧
郁、烦闷的时候，不倦的母爱给了奔跑
的勇气和跌倒后爬起再奔跑的力量。

小时候，我经常闹病。那时家里很
穷，不可能给生病的孩子太多的娇宠。
于是，母亲的手擀面 就成了“病号
饭”。香喷喷的手擀面温慰了病痛中的
我，我甚至固执地认为生病并不痛苦。

稍大一点，体质好了，家里条件也
好了。可以买得起淡粉色草纸包装的
挂面了，于是，便捷的清汤挂面取代了
笨拙的手擀面。再后来，花花绿绿的方
便面又成了生活中的时尚。在自认为
很现代、高质量的生活中，手擀面特有
的香味越飘越远——现在想来，就象尘
封了汩汩而来、源源不竭的母爱。

浓浓的香味从灶间传来，母亲的手
擀面馨香依然，一丝细细的温暖，似曾
相识。母亲坚持看我吃下一碗。面韧
韧的、滑滑的，汤浓浓的、香香的。一种
难以名状的感觉从心底升腾起来，渐渐
弥漫了全身。在一个平常的夏日，身体
小有不适，便能吃上年迈母亲亲手做的
手擀面，这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幸福。

我为母亲盛了一碗面，恳切地请求
母亲传授我制作手擀面的方法。而立
之年，该用年轻的躯体为母亲遮风挡雨
了。天气变化，提醒她增减衣服；逢年
过节，为她作可口的饭菜；给她买漂亮
的红毛衣和舒适的平底鞋。

照料母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我希望我为母亲专门做的手擀面
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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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童年，总是让人感到快乐甜
美，那时候比较贫穷，但穷有穷的乐趣，
比如：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一起分一个不
大不小的桔子，还要给未归的父母留上
两瓣，当时，一瓣桔子对一个孩子该有
多大的诱惑力呀，那种感觉每每忆起，
笑容便爬上了眼角眉梢。

对我来说，总是时常想起的却是躺
在妈妈怀里听戏的情景。

空地上搭起一个简陋的舞台，有戏
的当天都吵着快吃晚饭，好去那里占
座。催着妈妈甚至帮着妈妈吃完，她就
拉着我的手，顺着熟悉得可以闭着眼走
的小土路去看戏。她的左手和我的右
手分别拿着一个小板凳儿，很小得几乎
只能放下屁股的二分之一，那是木匠爸
爸用木板下脚料加工出的杰作。

到了那里，自然都想往前坐，但前
几排早已被人占上了。其实，坐在五六
排也挺好。小时候我眼睛极好，可以看
到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甚至眼神的变
换。演出的都是现代剧，我们那个地方
喜欢看的是河南豫剧，我记得两出戏，
一出叫做《朝阳沟》，一出叫做《人欢马
叫》，都很好看。台上的汽灯贼亮贼亮
的，惹得很多蚊子和不知名的小虫子，
围着它冲撞嬉戏。

我坐在妈妈旁边，并不是很老实，
偶尔会跑到场子外围和小伙伴们疯跑
几圈，或者干脆到后台看演员涂胭脂
抹粉。直到被人家呵斥，才捂嘴偷笑

着跑回妈妈身边。
我最爱看的自然是“小媳妇”银

环。她穿着一件大格子的桔黄和浅蓝
搭配的外衣，辫子长长的，甩起来特别
洒脱，尤其是那双亮亮的、黑黑的大眼
睛，似乎会说话。看到她干活那样辛
苦，有时流眼泪，我这个小人儿心里也
跟着难受。甚至有那么一刻，我想娶一
个像银环这样的大姐姐做媳妇。

戏热闹开场后，平淡的情节便会
让我顿生困意。只要脑袋一歪，妈妈
便知道我打瞌睡了。于是，她轻轻抱

起我，把我身下的小板凳儿和她的那
个放到一起，坐好，再把我放到她的怀
里。这样的动作往往使我清醒一下，
躺在妈妈怀里，我会睁开眼向上看看，
天上的星星闪着亮光，眨着眼睛。也
许只看了一眼星星，便会扎进妈妈的
臂弯又睡着了。

睡得其实并不实在，耳边还会听到
琴弦锣鼓和极具特色的河南腔。

大戏到了高潮时分，妈妈会轻唤
我：永拽（这是干妈给我起的乳名，意思
是大人永远用根绳儿拽着我，免得出什
么闪失），快看，银环她娘又回来了。

我忙睁开眼，看到台上最后是大
团圆结局，心里踏实了许多。马上就
要散戏了，妈妈自然不会让我再睡，便
把我放下，让我再去撒泡尿，赶快回
来，好回家。

一出戏，我只是看到了开头和结
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妈妈的怀里迷迷
糊糊地听戏。

近读孙犁先生的《铁木前传》，结
尾处，先生写道：童年啊，你的整个经
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
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
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先生说得极
是。只是这些童年永远回不来了呀，
唯此，我们才会一次次地回忆。如今，
自己早已是鬓染白发的中年人了，母
亲亦于3年前去世。忆童年，最忆是母
亲的臂弯。

时讯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咸水沽镇津沽路35号） 邮政编码：300350

请 下 载 津 南 好

□ 吕家锐

颂歌
（外一首）

诗海拾贝

母亲的心居
传统的桃形架构
一颗灵魂鲜红

那是淳厚的泥土做成的
那是晶莹的琥珀凝成的
那是阳光和月光合成的

没有豪华的装潢

也绝非一贫如洗
不是黄金屋
却储满了深情
温暖明亮无比
血脉流入
连同善良 坚韧 真诚
浸透了我的血液和骨骼

母亲的心居

并无奇特炫耀
却自足弥珍
让我一生
都在其间居住

心居

回首 便是背后
岁月牵出的小路上
走着我的母亲

一头牛的影子 走在
春天湿润的田垄
披戴盛夏纯粹的阳光
躬耕不歇

母亲五指翻飞
秧苗植入田野
而水和泥土
还很寒冷

母亲弯下腰去
剔除稗草和芦荻

稻杆拔节的声音
响彻周身

收割后 一只篮子
挎在左臂
（一颗一粒也是收成呢）
母亲踽行的身影
成为秋野里
最美最美的诗句

忙碌的炊具
看着母亲
把饭菜端上桌子
飘香四季
一根根青丝
渐次灰白

操劳的针线
看见母亲
缝补清贫 缝补温暖
常将手指扎出血来
（与午夜的灯光一起
刺痛我的眼睛）

母亲所有的寄托
停留在几个生瓜蛋子上面
母亲唯一的装饰
挂在慈祥皱纹里面
那是日与月的光辉
遍洒 我生命的每个部分
让血液肥沃灵魂
我该如何报答您
一生一世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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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岁时记》载：“初五日谓之破
五，破五之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不
得出门。至初六日……新嫁女于是日
归宁，诸商渐次开张贸易矣。”由此揣测

“破五儿”的含义，大概是说年关已
“破”，春节期间暂停的农事、工商业以
及日常中诸多禁忌，都该在这天以后解
冻、恢复了。春节盛典至此告一段落，
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又掀起一个补
偿式的高潮，一个“东风夜放花千树”的
璀璨而嘹亮的尾声。

真正知道破五儿的禁忌，却缘于一
件小事。

我的母亲是个身材不高却十分健壮
的劳动妇女，拾柴做饭、喂鸡养猪、侍奉
祖父母……整日不得歇闲；晚上人们入
睡了，她还要坐在如豆的油灯下，戴上老
花镜，开始做每夜必修的功课——缝补
衣服，做鞋织袜，一家十几口人的衣着全
凭着她那双勤劳、灵巧的手。一个藤条
编制的针线笸箩，伴随她度过了一生的
岁月；一根长长软软的绵线，把她经历过
的每一个花朝月夜，每一次喜泪悲歌，缀
连成完整而无悔的人生诗篇。

十岁那年的正月初五，清晨，六姐
把布条毽子踢落在枣树枝上，我爬上树
去取，不小心叫一根鹿犄角般的枝桠挂
扯了裤角。那是我唯一的新裤，是母亲
为让我高高兴兴过个年，操劳了整整两
个夜晚的劳动成果。我哭天抹泪地找
到母亲，谁知母亲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立
刻穿针引线缝补，而是找出条旧裤来：

“换上吧，今儿是破五儿，‘忌针日’呵。”
晚上，母亲破天荒地稳坐炕头，给绕膝
的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笑话。我们笑，
她也笑，原来，母亲笑起来，是那么年
轻，那么美丽……

从此，我对破五儿这个“忌针日”情
有独钟。这是华夏母亲的真正节日。
试想，当劳动妇女负着贫困生活的重
轭，燃膏继晷日夜操劳的时候，还有什
么能比让她们得到一日安闲更实际、更
宝贵呢?由此想到，许多民间禁忌与风
俗，其实无不是时代的影子、社会的窗口，
反映着劳动人民的愿望与心声。有许多
人针对外国“玩儿”的风俗，指责中国风俗
是“吃”的风俗；我想，只有从那些饥馑憔
悴的岁月中亲自煎熬过来的人，才能真切
地感受到端阳、中秋、春节……一个个
节日次第到来之时，两只芦棕、几个汤
元、半碗水饺突然替代米糠瓜菜与口腹
相亲，是怎样的一种销魂蚀魄的幸福!
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用滴滴汗珠为世间
一切美味珍馐的煎炒烹炸创造物质基
础的人们，却不得不借助“风俗”这种民
间之法，对某种美味偶加品尝，这种透
着悲剧内涵的美好愿望，难道不应得到
后人的充分理解吗?

我爱母亲，怎能不爱这个曾赋予母
亲和她的同时代姐妹们以神圣的休息
权利的日子。时代在前进，“忌针日”对
今天的妇女们已失去了本来意义，但在
我的心中，它永远是纪念亲爱的母亲的
伟大节日。

母亲的节日
□ 白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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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母亲，每个人都会从心底淌过
丝丝的幸福和感动！

每一位母亲，都有着不一般的故事，
故事背后，是母爱的无私和伟大！

我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她
凭着顽强的毅力取得了初中毕业文凭，
虽然学历不高，但她有着不一般的智慧
和眼光，她看人看事一般很准，几乎全都
应验。长期的耳濡目染，让我懂得了许
多人生哲理，也让我对母亲有一种深深
的敬重和崇拜！

在生活中，她常常自然、贴切地使用
一些谚语，既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又能
抓住事物的本质，揭示出深刻的道理。
母亲说：“万事开头难”“百闻不如一见，
百见不如一干”“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做生意要“诚信为本”“和气生财”。她这
是在告诫子女：做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
看准的事决不能轻言放弃，要有一股韧
劲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干小
卖部还是一件新生事物，也是一件颇难
为情的事儿。一番深思熟虑，母亲果断
出手，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全村
第一个办理了营业执照，从事个体经营；
第一个从市区批发面包，在咸水沽一所
学校门前售卖。她做生意，秉持诚信之
上、童叟无欺，生意异常红火。母亲的做
法，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需
要一定的魄力和勇气，需要克服很多很
多的困难。

看到子女满足安逸、有攀比倾向，母
亲则明察秋毫，及时敲打：“鸟美在羽毛，

人美在勤劳”“人越呆越懒，嘴越吃越馋”
“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在我的记
忆里，母亲从不娇惯我们，更多的是严厉
和激励。在我十几岁时，就帮着大人干
农活，如，拾粪、挠秧、割小麦、掰玉米、拾
稻穗等，还帮着大人干家务活，如，挑水、
劈柴、擦玻璃、刷墙壁。最让我怵头也印
象深刻的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去
咸水沽东粮库排队批发馒头（当时很紧
俏，批发回来零售）。那个时辰，我睡意
正浓，睁不开眼，可是母亲起得更早，一
边激励和数落并用，一边不容分辩把我
从床上拽起。

在培养子女读书上，母亲目光深
远、态度坚决。她说：“养儿不读书，不
如养头猪”“花开在春天，读书在少年”

“一日读书一日功，十日不读腹中空”
“学习如赶路，不能慢一步”。尽管家庭
经济困难，却没有让母亲退缩半步，更
没有流露出一丝丝抱怨。她认为“读书
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她说，
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遭再大的罪，
也要供孩子读书。想法发自肺腑，不容
改变。1981年7月，我大哥高考失利，
闻听这一消息，母亲几乎瘫倒在地。那
些日子，愁云笼罩全家。多日思考后，
母亲毅然决定，花五六百买一台索尼录
音机，用于大哥补习英语。要知道，当
时农村三间土坯房才价值1000元钱，
这是何等的信念和决心。在父母的培
养下，我们弟兄四个有三人考上军校、
中专和中师，跳出农门，端上了铁饭碗，
令乡邻们羡慕！

在处理家庭关系、邻里友善上，母
亲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说：“家和万事
兴”“老猫尿房檐，辈辈往下传”“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亲兄
弟，明算账”“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远
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细细品
味这些谚语，不正是当前我们所倡导的
家风、家训、家教嘛？是呀，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教师，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教
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身教重于言教，我
父母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弟兄
几个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这种教育，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母亲的教诲，也
让我们终身受益！

在其他方面，母亲也说过一些精妙
的谚语，让我眼界大开，拨云见日。在为
人处事上，她说：“吃亏是福”“瓜子不饱
是人心”“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
短”。在看待社会现象上，她说：“人心不
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吃月亮”“防君子不
防小人”“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在揭示
事物的规律方面，她说：“虱子多了不痒，
账多了不愁”“三岁知老，从小看大”“立
秋十八天，寸草都打籽”。这些谚语字面
上虽然朴实无华，道理却很深奥。毫不
夸张地说，这些谚语，不仅给了我知识，
还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每每想着母亲说过的谚语，她的音
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片未落的兰花
郭娟□

世上有千种拥有，有一种最珍贵，
你或许一点也觉察不到，但随着悠悠岁
月的流逝，变成回忆和遥想。当你蓦然
回首时，写满了对亲人的惦念。

妈妈家和我家挨得很近，隔着一条
很宽的马路，妈妈住5楼，我家住8楼。
每天快到下班的时候，妈妈都会伏在5
楼的阳台上，透过窗户远望我家，灯亮
了，知道我回来了，就放心。如果天晚
了，灯还不亮，就让爸爸打电话询问：

“娟子，下班了吧，怎么家里的灯还没开
呢？噢！回来了，灯亮了。”为此，我没
少和妈妈抱怨：“为了您，我到家第一件
事就是开大灯，开个瓦数小，又不明显，
怕您看不清，想省点电都不行啊！”

生命中有许多片断，就如兰花飘落
的模糊花影，在渐渐逝去的时光里，幻
化成一幅朦胧的画，像是定格的老照
片，散发着幽幽兰香，这些带着气息的
回忆丝丝缕缕织成一张思念的大网。

妈妈去世已经三年了，每天下班，
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打开家里最亮的那
盏灯，仿佛妈妈在对面等着看一样，所
有回忆又像浪潮般拍打心海，那些往
事，一波一波，涌动停息。现在多想您
能再望望女儿家的窗户，多想再听听您
的唠叨啊！

妈妈自小特别受姥爷姥姥的疼
爱。听姥姥说过，为让自己的老闺女能
像兰草那样健康、平安的长大，就起名
叫昌兰。

妈妈36岁那年去天津毛毯厂当了
工人。生性好强的妈妈对没有接触过
的工作一点也不憷头。开始对选毛工
种技术不懂，就虚心向老师傅求教。初
学时，对羊毛的分类和等级不太了解，
手头儿慢，妈妈就每天早去晚归加班
练，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勤学苦练，很快
成为了一名技术熟练的选毛工人。妈
妈从不请假歇班，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

干。手指头磨肿了，手指骨节增生，痛
时手指上缠上止痛贴，咬着牙依然坚
持。妈妈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年年
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还被授予了“天津
市先进劳动工作者”的称号，妈妈爱厂
如家、踏实务实的品德，赢得了职工和
领导的赞誉。

妈妈能干，又肯吃苦，有过去在生
产队干农活儿的底子，不怕脏，不怕
累。1982年夏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同一年，妈妈又被选任车间
工段长，那时，一个大车间的工段有

200多号人呢！职工们都亲昵地称赞
妈妈：“刘姐，人勤快、能干，实在是让人
佩服。”现在我们几个姐妹，都挺能干
的，尤其大姐和玲姐那个利索劲儿挺像
妈妈，每当我夸大姐和玲姐能干时，她
俩都会接上一句：“和咱妈比起来可差
没边儿了。”那时候，妈妈年年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每当妈妈把荣获的奖状和奖
品拿回家时，我和姐姐、哥哥都高兴地
围着母亲问长问短。

记得有一个奖品是个淡紫色的兰
花盆景。高高的褐色的杆儿，墨绿的
叶，小小花蕾两两相对，呈十字型，还有
开得大的成喇叭状的花，中间镶嵌着六
根戴着鹅黄帽子的花丝和一根顶着白

色头巾的花柱，使花蕊显得千娇百艳。
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兰花盆景，淡紫色
的瓷盆呈方形，瓷盆的外面还有凸凹状
的兰花图案，格外雅致。我们都特别喜
欢这个奖品，放在电视旁边的高桌上，
电视上播放着精彩的节目，在我们欢声
笑语中，兰花也仿佛更艳丽了。

妈妈最爱说的一句话：“人活着要
有志气，要勤劳本分，只要肯吃苦，就没
有干不成的事。”我那时候小，每次听妈
妈说话，都感觉有一股劲儿，心里涨得
满满的，长大以后，才懂得这就是感动，

这就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吧。想想，也
真是有趣，妈妈仅有小学文化，又是一
个“半路出家”的工人，在本职工作中却
干得如此出色，得到这么多的掌声和荣
誉，我知道妈妈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妈
妈付出成倍的血汗所取得的呀！妈妈
常说的话，我都记下了：“多苦多累多
难，不与外人说，牙掉了，咽到肚子里；
胳膊折了，褪到袖子里，越是艰难越向
前站，咬紧牙关接着干！妈妈呀，我真
为您自豪！”

妈妈生养我们子女6个，我们就像
一棵棵小树，从发芽到成长，妈妈都细
心关爱呵护着，及时浇水、捉虫，被风吹
歪了，赶紧扶正、绑紧，哪一棵枝桠蓬

乱，妈妈及时修剪整齐，保证每一棵小
树都茁壮成长。

妈妈常对我说的话，至今仍回响
在耳畔：做人要实诚，要做个好人，善
良的人。

我们家这几个孩子都特别坚强、乐
观、积极向上，这和良好的家风分不
开。家风培养出美好的种子，妈妈从小
就教育我们要做老实人，不趋炎附势，
要诚实守信。虽然当时没有家风的概
念，我想父母对我们的要求，这些也算
是我们家的家风吧！家风正则家兴旺，
家风邪，则气衰势哀。父母是我们最好
的榜样，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以
身作则，更是给我们树立了良好家风的
榜样。

月光照着我，把我的周身涂上一层
亮色，连地板也照得很亮，仿佛洒上了
一层水，这些藏在脑海中闪亮的碎片，
在月色的映衬下越发清晰。

妈妈去世后，那个兰花盆景忽然花
朵全掉下来了。我把掉下来的花瓣全
埋在了我家种兰花的大盆里，说来也
怪，平时那盆兰花，长的不是很旺实，自
从这次动过以后，所有的枝叶都精神抖
擞，那个飒爽劲儿像极了工作时的妈
妈。花和人一样，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不幸，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想：妈
妈在另一个世界会永生，那个兰花的盆
景，也会重新花开万朵。

对着月光中的兰花我默念：“妈
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赠给您的第
一件礼物，是从心底迸发的啼哭，您却
露出欣慰的微笑。当我们长大成人，
您却去了另一个世界，您听得见女儿
对您的思念么？”兰花无语，月色不言，
我听着那来自心底的悠扬的韵声，仿
佛听到了兰花飘落的声音，一种别样
的情愫将我层层包围，耳边听到了心
海无奈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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