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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钩沉 我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这段日
子公司业务很多，我也异常忙碌，有
时候连工作餐都顾不上吃。辛辛苦
苦上了5天班，只有双休日可以好好
地休息一下。可我的交际非常广泛，
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邀请我一起去
钓鱼，我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去；
QQ群里的网友搞见面会，碍于面子
我也要去露个脸；老同学、老同事的
电话经常在双休日响起，他们的饭
局、酒局我不得不去应付，花钱不说，
常年喝酒让我患上了萎缩性胃炎，最
近又得了胆囊炎。这样的双休我疲
于应酬，感觉很累。索性我关闭了手
机，拔掉了家里座机的电话线，断掉
了家里的网线，在家看看书，读读报，
享受清静带来的乐趣，成为城市里的
“隐身族”。

本以为可以这样安安静静过一
个轻松的双休，可到了周日下午４
点，沉浸在书香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惊醒了。我连忙去开门，站在门外的是我的父母。母亲一
见到我就埋怨说：“这两天你是怎么回事啊？手机关了机，座机也
打不通，微信又联系不上，真把我和你爸急得团团转。”看得出，母
亲脸上写满了焦虑。父亲在一旁打着圆场，对母亲说：“我说没有
事吧！这么大的人了，会出什么事呢！我不让你来，你非要来看
一眼才放心……”听了这些话我才知道，自己的双休日隐身让父
母担心了好久。他们不辞辛苦从家坐车两个多小时到我家，就是
为了看我一眼，确认我没有事，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看母亲还在擦着额头的汗水，看父亲花白的头发在窗前的阳
光下分外刺眼，已经成家的我还让父母如此操心，我感到十分愧
疚。自己只想着舒舒服服过一个双休，却忽略了我最亲近的人的
感受，可以想象他们联系不到我是如何心急火燎，这一路赶来是
如何忐忑不安。我真是太自私了。

从此以后，我暗下决心，只要父母在，一年365天，一天24小
时，我都不再对父母失联。我始终要在父母的“视线”之内，不但
能让父母放心，我自己也安心。试想想，父母年纪都大了，要是夜
里起床摔倒了，或是突然生病了，要找我时我却失联了，他们会是
多么绝望，万一出了意外，我会是多么自责。

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子女远游去了，父母牵肠挂肚，日
思夜盼，一旦有事，古人没电话、没飞机，哪里去找子女？所以古
代做子女的信守一条：老父、老母若是健在，要在父母跟前尽心侍
奉，活动范围不出百里。现代通信发达，电话、QQ、微信可以让父
母对我们随喊随应，飞机、高铁、私家车等交通工具也能让父母对
我们随叫随到，但有一点，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不管科技如何先
进，做子女的责任都没有变，父母在，可以远游，但不可以失联，这
应该是基本的孝道。

对我来说，有一种味道，那是长在了胃
里，一生无法离弃。或者说，有一种味道，
那是留在了心里，成为永恒记忆。

那种味道，土得掉渣，简单得不能再简
单，它来自荷包蛋。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偏僻农村，
小时候家里很穷。虽然喂养了好几只下蛋
的老母鸡，但母亲会把那些鸡蛋拿到市场
上去卖，用以换取我和弟弟、妹妹的学费。
那些老母鸡，那些鸡蛋，就是我们三兄妹求
学的全部希望。

父母是从来舍不得吃鸡蛋的，我们三
兄妹每年只有生日才能吃上一个荷包蛋。
每当生日到了，荷包蛋拿在手里，那种欢喜
和激动劲儿甭提了。我总是细嚼慢咽，舍
不得一口吃掉，一个荷包蛋，一两个小时才

吃完。我小时候的最大梦想，就是家里能
煮上一锅荷包蛋，想吃多少吃多少，一次吃
个饱。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走共同富裕
之路，乡亲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我的小舅
是村支书，他鼓励我家开办养鸡场，又帮忙
协调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虽然父母养鸡经
验很丰富，但小舅还是在公社畜牧站找来了
技术员进行指导。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我家不仅还清了免息贷款，还购买了黑
白电视机，我们三兄妹的学费根本不用愁
了。我想吃一锅荷包蛋的梦想，终于在我读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变成了现实。

那一天，家里真煮了一大锅荷包蛋，我
们三兄妹蹦蹦跳跳，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我不再细嚼慢咽，而是一口一个，大快朵
颐。小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三兄妹说：“你
们家好起来了，这多亏了党的政策好啊！
你们要努力读书报效国家，长大后争取光
荣入党！”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入党的深刻
含义，但还是认真地点点头。

生长在红旗下，沐浴着浩浩党恩，我吃
着荷包蛋哼着歌，努力学习考上师范学校，
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来又考调进
政府部门工作。我不仅天天吃上了荷包
蛋，还喝上了咖啡、牛奶，在城里买了房。
我牢记小舅的教导，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提到了小舅的教导，提
到了关于荷包蛋的梦想。

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感恩党、报效
祖国，为社会贡献力量，这个愿望在2006

年12月25日实现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我激动万分，反复默诵、感悟着入党
誓词。入党意味着责任，入党意味着新生，
12月25日，这是我人生中又一个重要日子，
这是我的另一个生日——政治生日！

是啊，国家越来越富强，不管是城市还
是农村，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康庄大道。别说
鸡蛋，就是大鱼大肉，老百姓都吃腻了，山
珍海味也不稀罕。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
保持着早餐吃荷包蛋的习惯，荷包蛋在我
的胃里和心里扎下了根。荷包蛋教我忆苦
思甜，荷包蛋提醒我牢记党员宗旨。还记
得2016年12月25日，母亲要从乡下来看
我，问我需要带点什么东西。我笑着说，那
就给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吧，今天是我10岁
政治生日。母亲虽然一点不懂政治生日的
含义，但还是给我带来了带有乡土气息的
荷包蛋。

这就是我的入党故事，跟荷包蛋有关
的故事。我深深感受到：一百年风雨兼程，
党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一幅中华民族从未
有过的波澜壮阔恢宏历史画卷，前所未有
增强了全国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自信和底气。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站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牢记宗
旨，对党忠诚，积极工作，是我一生的光荣
责任和使命！

在一个闲暇的下午，刚给母亲
通完电话，目光不经意间瞥向窗
外，才发现前阵朵朵怒放的槐花不
知不觉间竟悄然退出“阵地”，取而
代之的是枝繁叶茂地生长。

深嗅一口气，仿佛空气中还残
留着槐花的芳香，感觉自己像是穿
越到了童年时光。记得小时候学
校离家有一段距离，每到青黄不接
的时候，我们学生所带的菜总是千
篇一律的咸菜，再加上乡下寄宿学
校食堂一天到晚吃玉米窝头真是
让人彻底吃腻了，所以回家后免不
了跟母亲一通抱怨。

直到有一天清晨，母亲带我到
了老家的河堤，顿时我被眼前的美
景“震”住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
片“花的海洋”，那白色的花一朵
朵、一簇簇、一片片，特别是那含苞
欲放的小花朵，微微的翘起，就像
是一个个小宝贝佯装生气的嘴角，
又像是一串串珍珠，深深嗅一下，
除了芳香以外还有一股甜丝丝的
味道。母亲告诉我：“它们就是可
以食用的槐花。”母亲手把手地教
我采摘槐花，并且告诉我这些似开
未开的花骨朵才是最有韵味的。
在母亲的指点下，我们采摘了好大
一筐背回了家。

回到家里，勤劳的母亲快速
地把槐花洗净，然后烧开水把它
们统统焯一遍，母亲选了一大部
分槐花在阳光下暴晒，然后把一
小部分槐花挤出水分，剁了一点
肥瘦相间的猪肉馅，拌上葱姜蒜
等佐料放置于一个小盆里。母亲
就像是一个会变戏法的“魔术
师”，只见她把早已发酵好的面粉
揉来揉去，进而从中取出一点面
团，用一个大勺舀了一点槐花肉
馅放入其中，最后面团在母亲的
手中捏来捏去，制成了包子。我
仔细地观察着母亲做包子的过
程，飞转的速度就像陶吧里独一
无二的艺术品。
接下来，母亲在焯槐花的开水

锅上面架起蒸笼，把一个个精心制
作的包子放入，随着蒸汽的上升，
带有槐花味的肉包子在空气四周
扩散开来，馋得我每隔几分钟就要
问母亲：“熟了没？”好不容易熬到
起锅，我早已迫不及待，猴急地拿
起包子，全然不顾滚烫地用手指来
回地顶来顶去，用嘴忙不迭地企图
吹散热气，还没等热气散完就一口
咬了上去。顿时，槐花的香甜与肉
的黏软充斥着整个味蕾，那滋味真
是妙不可言。母亲真是一个能干
的人，她把干槐花炒好后让我带到
学校作为一周的菜，这种新颖的菜
被同学们争相品尝，直夸母亲的手
艺好。

看着院外的槐花树，我又想起
了母亲的手艺，忆起了自己虽然艰
苦却不乏静美的童年时代，悠悠地
如同唐代罗邺笔下的“槐林五月漾
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
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

“你儿子超重20多公斤，情况不容乐观！”儿
童医院的张医生郑重地对我说。
“什么？”我心头又惊又凉。儿子平常并没有

吃山珍海味啊！为什么长得如此胖呢？我暗暗自
责，为没有照管好他而懊悔。

张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说：“你儿子有
什么饮食习惯？”
“喜欢吃夜宵，饭量很大。”
“这就是了。当务之急是减肥，一刻也不能

停，如果不恢复正常体重，对身体是一种沉重的负
担！现在先住院，再检查。”
“我明白了。”
当天儿子住进了病房，检查陆陆续续，都是一

些不好的消息，比如脂肪肝、糖尿病，林林总总。儿
子身患十几种病，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妻子在一旁
眼泪汪汪的，我也是叹息不已。没想到一向健康的
儿子，就是饮食不注意，一下子到了深渊的边缘。

儿子每天要接受检查、打针、吃药，钱花了不
少，病情初步控制住了。不过，离恢复健康还有很
长的路。

住院之际，张医生反复叮嘱，一定要抓住孩子
年轻的机会，尽快减肥成功。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他还举例说，有一个病人因为太胖了，又无法
控制自己的嘴巴，最终为了保命，只能动手术切去
了半个胃。我听得汗水潸潸，连忙点头，妻子也连

声附和。
为了尽快帮助儿子减肥，我与妻子商量，帮儿

子报了一个收费不菲的私教班，由我陪同减肥。
一来可以鼓励儿子，二来顺便监督他。

年过中旬的我，是个大肚腩，超重6公斤。我
暗暗定下一个减肥任务：减肥6公斤，恢复年轻的
模样，为儿子做一个好榜样。

妻子也没闲着，则格外关注减肥信息，平时总
是在网上收集糖尿病的知识，还从网上找到减肥
成功的视频，反复播给儿子看，鼓励儿子树立信
心，坚持不懈减肥。她常常念叨，减肥就是要控住
嘴，开动腿。

我们每天前往健身中心，有私人教练指导儿
子锻炼，一共43节课。我则在跑步机上挥洒汗
水，每天跑上40分钟，5公里。时间允许的话，我
会坐到健身器械上，伸展双臂，仰卧起坐，抽拉钢
丝，甚至骑上动感单车，疯狂一把。我想，来健身

房，就要甩开臂膀，加强健身，为儿子做一个好榜
样，增强儿子减肥的信心和决心！

每次我经过私教房时，都要站在门外张望，看
儿子是否在锻炼，是否全身投入。有一次，看见他
攥着一根粗绳，使劲地甩动，好像卷起一层层的波
浪，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大概是耗力巨大，儿子
的健身服被汗水浸湿了。

我看了片刻，默默为儿子赞叹，又回到健身器
上做第二组引体向上。有时候，儿子似乎察觉了
我的存在，回过头来与我对望。我们会心地笑
了。我感觉我与儿子心的距离在拉近，我们也有
了更多的交流。每次训练回家，走在灯火辉煌的
路上，我们父子会敞开心房，谈谈训练的成效、感
受和启发。

有一天，夜色阑珊。我们健身回来，边走边
聊。儿子说：“爸爸，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我已经
减了6公斤。”语言中流淌着兴奋。

“儿子，很不错，只要坚持，你一定可以减肥
20公斤以上。我对你有信心！”这个时候，儿子最
需要鼓劲加油。

然而，减肥道路是不平坦的。有一次，我无意
中闻到儿子的房间里有外卖的味道，循着味道一
看，竟然是一只烧鸡。我不禁恼怒，这个不争气的，
竟然私下吃烧鸡，辛苦减肥的成果，很容易变为零。

我压住怒火，对儿子说：“教练反复说，要忌
口，控制饮食，你为什么要吃烧鸡？”

儿子沉默，眼神流露出灰暗。
“儿子，减肥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要

迈开腿、管住嘴，你知道吗！”
妻子闻声赶过来说：“儿子，这次就算了，下不

为例啊！”
儿子点点头，我和妻子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

落地了。
减肥又恢复了从前的节奏，儿子在私教房苦

练，我在器械中流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儿子的
体重减掉18公斤。当儿子站在电子秤上，把体重
兴奋地告诉我时，我感觉一身轻松，为儿子减肥成
功而高兴，也为自己减去4公斤而兴奋！

与儿子减肥的路上，看到的是挥洒汗水的付
出和收获，体会到的是亲情的交融和对生活的信
心。减去赘肉，一身轻松，人也跟着年轻起来，世
界也亮堂豁达了！

高考前夕，他和3个男生谈论着什么专业最好。一个说：
“环保是最有前途的，你看现在的污染有多严重，天空和大地，
水和土壤，都需要我们去保护。”另一个说：“还是金融专业吧，
金融、经济和计算机是第一梯队，很受欢迎的，我有个堂姐就
是学金融的，现在一家基金公司工作，那么高的薪水，才会体
现人生的价值。”最后一个男生幽幽地说：“我身体不好，我想
学医，不管学医有没有前途，起码能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些话
被老师听到了，老师说：“你们现在应该想的是学习，达不到分
数线，说其他事，全是白搭。一切都要等过了分数线，先上了
车再说。”

后来，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去了外地打工。5年后，他积累了
一笔可观的资金，打算回乡创业。他相中了当地政府的一个扶
贫项目——黄精种植和加工。他从来没有自己开办过公司，心
中没底，犹犹豫豫的。人员、场地、水电、厂房、销路等等，许多问
题萦绕着他，他想一件一件地把它们理清。他找到了村支书，对
他说出了自己的焦虑。支书对他说：“你已经确定干了吗？”他点
点头。村支书笑着说：“那就好，只要你有决心，村里会支持你
的。至于其他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上了车再说吧。”

他听了村支书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着手干了。他将村
里的荒山包了下来，然后分片让贫困户承包。他对支书说，现在
他上了车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建厂房，跑销售，他还发明新的
黄精蒸煮法，让工作效率提高了好几倍。果然，他碰到的一系列
问题，在他的努力中，全都迎刃而解了。他终于把他的黄精食品
做成了品牌，带着全村人脱贫致富，受到了政府的嘉奖。

他准备开车带家人出去散心。这是冬天，妻子说：“我想去
休闲农庄，大家围着火炉打牌，吃着农家的饭菜，推开窗户看冬
景，多惬意呀。”他说：“那还不如到大山里去，你没有去过大山
里吧，那里的村庄如水墨画一样。在山中，你登到高处，远可以
一览众山小，近可以看看雾凇，才是好哩。”儿子不同意了，儿子
要到湖边去，他说：“我要去猴岛看猴子。”旁边的奶奶一脸严肃
地说：“既然决定出去，还是先上车再说吧。”奶奶看着他说：“你
把车发动了，先把车窗玻璃上的霜化掉。”

这些话听起来怎么这样熟悉？分明有着一种临战前的冷
静，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一种温暖的智慧。不管前面会发生什
么事，先上车再说，只要你上了车，前面一定会有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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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珍藏着一把红木算盘，长约30厘
米，宽约15厘米，13档，梁上2颗珠、梁下5颗
珠，算珠和算框都是枣红色的，四角用铜片箍
住。历经岁月沧桑，算盘虽然旧了，但很结实，
拨动算珠，依然发出清脆的声音。它是母亲的
心爱之物，也是我家的传家之宝。
母亲早年读过书，除了写得一手好字外，

还打得一手好算盘。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
是生产队会计，家里经常放着一把算盘，一年
到头响个不停。我经常看到她在煤油灯下拿
着本子，然后用算盘敲敲打打。当时是计划经
济年代，按人头分口粮、按实得工分计收入。
比如秋季分粮食，先算出生产队年总产量，除
去公粮、种子，余者按一个工分能分到多少斤，
一家人一年分得多少斤。无论多复杂的账目，
母亲都一笔笔地记账、过账，手中那把算盘，加
减乘除尽可，手指上下舞动，如同弹拨琴弦，看
得人眼花缭乱。而账册上的一排排、一列列数
字总是毫厘不差。母亲常常自豪地说：“我的
算盘，打出的都是明白账。”
每到年终岁尾，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不

只算本队的账，还不时地有邻近生产队邀请她
去帮忙核实账目，更有的亲自拿着账本找上门
来，请她打理账目。那年代，会打算盘的人不
多，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帮助人家把账目算得
清清楚楚，避免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在寒风呼
啸的冬夜，我们蜷缩在被窝里，而母亲在煤油
灯下聚精会神打算盘的情景，是我一生中永远
抹不去的回忆。
那时，我还不懂什么账本，也不知道她在

做什么工作，只是对算盘很感兴趣。我会把母
亲的算盘翻过来，当“火车”在桌子上滚动。“哗
啦啦、哗啦啦”珠盘响动的节奏中，我把桌子上
的碗筷、糖盒，还有水果之类的东西，装在算盘
“火车”上，从桌子的这头开到桌子的那头。有
时我也学着母亲的模样，用手指打响算盘。母
亲见我对算盘爱不释手，于是就教我算算术、
打算盘。“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
去一……”边念口诀边拨打，从“三遍九”开始，
学会后，又打“九遍九”。母亲还教我猜过一则
谜语：“弟兄七人同模样，大哥二哥在外乡。五
弟心想合一处，中间隔着一堵墙。”我想了半天

猜不出，母亲轻轻拨弄一下桌上的算盘，我顿
时明白了，原来谜底是——算盘。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学校开始学习珠
算。母亲在我出门时特意准备好一条用布条
搓成的布绳子穿在算盘两边，挎在我肩头并扶
正，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小心别把算盘磕着
了。我背着母亲的算盘和小伙伴们上学，大家
你追我赶，算盘发出的响声非常悦耳。数学课
时，老师用大算盘，我们用小算盘，满教室里全
是打算盘的声音。由于母亲教过我简单的加
减运算，学起来一点都不费力，每次考试，我总
能得满分，那时候在我眼中，不论多么复杂的
题目，算盘都能算出来。学习珠算以后，我打
的算盘不仅速度快，结果也精准。母亲会让我
在放学后帮忙记账。每当见我认真“啪啪啪”
地拨打算盘，母亲常常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能
得到母亲的肯定，我也从中找到了很多乐趣。

每到家里要算账，也都由母亲来完成。
在儿时的记忆里，那时候的物质生活虽然匮
乏，但聪颖的母亲总是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
得有条不紊，其乐融融。每天晚上，父亲和母
亲总会坐在一起，将那些小圆鼓似的算珠拨
来拨去，嘴里念念有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算珠在母亲轻快的拨动中如跳动的音
符，演绎出一曲曲动听的乐曲，弹奏着人生的
酸甜苦辣。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如今，算盘渐渐被

电脑、电子计算器取代，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与
算盘相伴的日子。分毫不差、认真本分，是算
盘遵循的法则，也是母亲教给我的为人之道。

母亲的算盘情
钟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