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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从老家赶来，帮我带孩子。她对外孙的爱，超
乎我的想象。

小小的儿子还不懂什么，母亲却一刻不停地跟他
说话。即使儿子睡着的时候，母亲也会轻声絮叨，语调
舒缓，像是在唱摇篮曲。因为儿子，母亲的话比平时多
了几倍。阳光照进屋子，儿子酣睡着，母亲絮絮地说
着，她的话语里，经常有“你妈小时候”。

这段时间，我小时候的事被母亲全翻出来了。说
起关于我的往事，母亲如数家珍，她由我儿子想起我
小时候，或许是在重温她做母亲时的回忆，更像是在
帮我找回失落的回忆。母亲是帮我收藏记忆的人，我
没记忆时的往事或者已经模糊的记忆，都全妥妥当当
在她那里收藏着。

我看着儿子说：“小家伙皮肤怎么不白！”母亲立
刻陷入对我的回忆中：“你小时候，皮肤又白又细。我
抱着你出门，别人都夸你呢！你还记得对门你三奶奶
不？她总管你叫‘白妞妞’……”母亲眼神里流露出对
遥远往事的怀恋，我看得出来，关于我的那些往事，让
母亲无限幸福。

我抱着儿子，计划着他将来上幼儿园的一些事。
母亲在一旁说：“你刚5岁就上一年级了，那时你太
小，也不会写字，都是让你堂姐帮着写。后来，你的学
习反倒超过了她，上了二年级就考了个第一名回来。
后来每次都考第一名，你们老师光夸你聪明……”过
了这么多年，母亲依旧用骄傲的语气提起我的“辉煌
历史”。

儿子一天天长大，小腿很有劲，母亲抱着他，他的
小腿使劲在母亲腿上蹬。母亲欣喜地说：“这小家伙，将
来肯定跟你一样擅长跑跑跳跳。”母亲又低头对我儿子

说：“你妈小时候，跳皮筋，踢毽子，跳绳儿，谁都没她玩
得好。上初中参加运动会，跑得可快了，每回都得奖
呢！”

几乎每天，母亲都要上演一次这样的“往事大回
顾”。惹得老公都对我刮目相看了，他说：“听你妈这么
一说，你小时候简直是神童！”我得意地说：“本来就是
嘛！只是我这人天生低调，那些‘辉煌历史’我根本不
放在心上，我妈倒记得最清楚呢！”

母亲帮我收藏着记忆，也收藏着关于我的一切。
记得那次我要找一本中学时代的相册，母亲拖出一只
大箱子说：“你的东西，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我果然从
箱子里找到了那本相册。箱子里，有我的书，笔记本，
还有一摞奖状。这些散发着陈年气息的东西，都是曾
经芬芳的记忆。是母亲，帮我牢牢地锁住了这些记忆。
我的一点一滴，母亲都视若珍宝。

还有一次，我怎么也想不起小学时语文老师的名
字。倒是母亲，脱口而出。我佩服母亲的记忆力，觉得
太神奇了。其实我明白，母亲有时候明明丢三落四，还
有犯糊涂的时候，唯独我的事，她从来不含糊。母亲爱
我，超过了爱她自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记忆，还有一份记
忆，收藏在母亲那里。那份记忆，更清晰更真切，不会
因为岁月流逝而淡去。

不久前，朋友的母亲去世了，她在我面前嚎啕大
哭，抽泣着说：“我妈没了，我觉得我的魂儿都丢了
……”我忽然想，她母亲带着有关她的记忆走了，再也
不回来了，一个丢了记忆的人，可不就是丢了魂儿。

我庆幸，帮我收藏记忆的人还在身边，这便是世
上最大的幸福。

为你收藏记忆的人
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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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庆萍

母爱，乃世间最真挚的爱，亦是最纯洁最
无私的爱。母亲节之际，让我们到历史长廊
里，品读经典母爱古诗词，细细感受自古以来
的殷殷慈母心。

唐代孟郊的慈母诗《游子吟》，乃万户千
家手捧之诗。幼儿学堂里，“慈母手中线……”
的朗朗读书声，仍时时像花朵一样，饱含深情
地吐露出母爱沁鼻的芳香来。“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千古经典古诗，今
又重读，仍然博厚又深邃，明澈又暖心。诗中
的每个字都敲击心弦，让我们在充满爱意的
生活中，更深刻体味到母爱的圣洁和伟大。这
首无需作注解的母爱诗，诗里诗外，自古至
今，都是一枝永不凋谢的最醒目的花朵，时刻
鲜艳在你我他的一颦一笑、一朝一夕中。去读
吧，里面有无尽的母爱，有读不完的殷殷慈母
之心！

唐·白居易《燕诗示刘叟》：“梁上有双燕，
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四儿
日夜长，索食声孜孜。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
期。觜爪虽欲敝，心力不知疲。须臾十来往，犹
恐巢中饥。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白居易
的《燕诗示刘叟》，同样是一首母爱诗，此诗透
过双燕辛劳抚育幼燕之经过，深刻描写了父
母的养育之恩。此诗是说，屋梁上飞来一双紫

燕，一雄一雌，翩翩而舞。双燕在椽条间衔泥
垒窝，生下四只乳燕。四只乳燕在一天天的成
长中，求食的叫声“喳喳”不停。可果腹的青虫
怎轻易就能捉到，黄口小燕似乎从来没吃饱
饭。双燕用爪抓，用嘴衔，气力用尽，不知疲
倦。不一会儿就往返十来次，唯恐巢里的小燕
挨饿。辛辛苦苦忙了三十天，拖瘦了母燕，却
喂肥了小燕。诗人白居易用细腻生动的笔触，
将双燕刻画得灵动形象又感人，其实是在隐
喻母亲抚养孩子的艰辛与默默付出。这首诗
在极强的感染力中，让人身有同感地体味到
母亲的伟大和无私。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
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
愧人子，不敢怨风尘。”清代蒋士铨这首《岁末
到家》诗，全诗质朴无华，没有一点矫饰，却引
起了我们的共鸣和感思。诗中纪实了这样一
个场面，诗人过年一返到家，一眼便看到母亲
已经为自己缝制好了御寒的冬衣，针脚细细
密密。那一封封问候的家书，母亲珍藏得墨痕
尚新。母子一见面，母亲便心疼地说儿子瘦
了。这首表现骨肉亲情的诗作，通过“一针一
线”等细节的真实描述，颂扬了慈母对儿子无
尽的呵护和爱怜，读之泪盈双颊，品味不尽。

元·与恭《思母》：“霜殒芦花泪湿衣，白头
无复倚柴扉。去年五月黄梅雨，曾典袈裟籴米

归。”母爱无边，不求回馈，但殷殷慈母之心，
儿女自然会刻入心骨，力求尽孝，元代与恭的
《思母》，便是这样一首浓情伺母诗。与恭乃出
家之人，老母苦苦独守，过着清贫的生活。诗
中说，去年五月梅雨时节，家中断粮，与恭便
典当袈裟，籴米回家奉养母亲。但是现在老母
亲走了，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再也不会倚靠柴
门盼望诗人了。全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从头到
尾却流露出一片赤子之心。这首饱含深情的
诗作，还留下了诗人与恭的惋叹，这更告诫如
今当儿女的，倾力尽孝尽责之重之大。

“河广难航莫我过，未知安否近如何。暗
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清代倪瑞
璿的这首《忆母》诗，展现了一幅诗人欲乘船
归家探望母亲的画面。只是因船只难以航行，
延误了归期，所以诗人不知母亲最近过得如
何，常因思念母亲而暗暗流泪。但诗人最后笔
锋一转，慨叹万分地说道，恐怕母亲思念自己
的泪水会流得更多啊！一句话，诗人便将白发
母亲的伟大形象勾勒出来，同时也反映了诗
人尽孝的迫切心情。

母亲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称呼，也是柴
米油盐一样的一件件小事竖起的高塔。品读
经典慈母古诗词，隔空的历史闪烁的是华夏
璀璨的文化，还有一条条延绵不断的母爱之
河，穿越数千年时空，汩汩流淌而来。

经典古诗慈母情
董国宾

认识大谷好多年了，那时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事，大谷
是我们办公地点的保安。那年他21岁，长得粗粗壮壮，大家
便叫他大谷。

大谷热心、勤快、懂事，经常帮楼内的人干这干那，
更显出其它保安的“懒惰”。大家对大谷也不错，有啥好事
都想着他，比如分年货，就有家里不喝酒的人把啤酒、不
想往家拿的米面送他，每次他能收到一大堆的年货，惹得
其他保安眼红。

大谷不贪心，拿回去全部分摊，由于他是外地人，很多东
西带不走，大部分都让给了本地住的保安，还有就是为了还
别人春节的替班。因为不管怎样，大谷都要回家过年，他母亲
身体不好，用他的话说，有时间就要多和家人过团圆年。

刚开始我和大谷也就是普通认识关系，印象最深的一
次是有个外来车刮了我车想跑，大谷死命拦住对方，为此还
挨了两耳光，让我很过意不去。再后来是大谷主动找我，说
他母亲来看病，听说我家有亲戚在医院工作，想求我找找关
系。这本是小事一桩，我就给亲戚打了个招呼，可大谷不这样
认为，总念叨他妈住院多亏你家亲戚照顾，于是，每次从家回
来都给我带点小米、红豆啥的表示感谢。我问过亲戚，知道大
谷母亲的病属于很费钱的慢性顽症，更觉大谷不易，于是单
位有配送的小活儿，我都想着大谷，让他多挣一点儿。

后来我跟他说，你家里负担重，不能一直做保安，得
找个挣钱多的活儿。大谷说他也想，可没文化也没技术。
正好有个朋友开汽修店，我就问大谷愿不愿去，先从小
工做起，成手后一个月最少也能挣个大几千元。大谷同
意了几个月以后成了店里的大工，朋友跟我夸了好几
次，说这小子真不赖。

一晃儿又是三年多，朋友已不做汽修生意了，可大谷却
在汽修行里声名鹊起，干得顺风顺水。他对我一直心存感
谢，总是哥长哥短地叫着，依旧每次回来都雷打不变地送些
土特产，最后连找个对象还叫我去帮着参谋……

前些天见面，我问大谷以后想干什么？他说他正在努力
攒钱，准备开一家自己的汽修店，并真诚表示，到时候对你
永远免费。我很是触动，郑重地说：“大谷，我信你，一定会有
那一天的。”

感恩的大谷
王毅

几年前，油菜花开，我带着女友
回乡看望母亲，女友一路上不停地
把头伸出车窗外，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

一到家，母亲见我带回了女友，
高兴得合不拢嘴，然而吸引女友的
却是屋前那二分地上盛开的油菜
花，女友站在花丛中，非要我为她照
几张照片。

晚上，女友突然觉得脸上奇痒
无比，不一会儿，竟然起了许多小红
痘。母亲一看，连忙丢下手上的针线
活，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一
看女友的脸，笑着对一脸焦虑的母
亲说：“不碍事，这是花粉过敏。”

第二天一早，本来母亲还想留
我们多住几天，可一看到女友的脸，
就催促我早点回城，带女友去大医
院看看。也就是从那次花粉过敏后，
女友再也不跟我去农村了。

今年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姐打
来电话说母亲身体很差，希望我们
能回去看看。我和妻商量，她微笑着
说：“只好‘舍脸为孝’，破例一回
吧！”

一路上，妻不停地掏出小镜照
自己的脸，她早已失去了初回农村
时的那股欢乐劲儿。

一进院门，我和妻都停住了脚
步。往日黄灿灿的一片油菜花已没
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汪碧绿的
青葱。姐说：“自从你们第一次回来
花粉过敏以后，妈就改种青葱了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见妻慢
慢地解开围在脸上的丝巾，动作很
慢很慢……

这时，我发现母亲正拄着拐杖
依在门框上慈祥地看着我们，恍惚
中我发现了：原来母爱也有色彩
——油菜花般黄灿灿的颜色。

母亲的油菜花
李晓琦

以前在农村，娶亲、嫁女、上梁、添丁，
都是大喜事，上梁显得尤为隆重。据说自祖
师爷鲁班一直流传下来。那时农村建房基
本上是木质结构，连接处均采用传统的木
榫构造。房屋主体结构快完工时，就剩下最
精彩的工艺——架梁，主梁材质通常选樟
木，防水防腐效果比杉木好。主人一般会报
上自己的生庚八字，提前请当地有名的风
水先生看个黄道吉日开工、架梁，上梁时辰
一般在晚上甚至凌晨。寒风凛冽中，我们呵
着通红的小手，跟在大人身边，挤在新屋前
的空地上。外公则登上了屋脊，跨
坐在东边主柱子上，母舅在西头，
下面一边靠着一架木梯子，两个
年轻力壮的后生抬着梁子缓缓地
迈上梯子，昏暗的灯光下，缠在梁
子上的红布带喜庆而耀眼。随着
一声声号子声，他们两人分别接
过梁子的两端，然后调整好身子，
异口同声地喊着“起”，梁子便纹
丝不动，稳稳地落在了主柱子上
的木榫中，厅堂里顿时鞭炮震天
响。糍粑、喜糖、水果一股脑儿地
撒向了屋前的空地，欢呼声回荡
在夜空。外公又开始喝彩：“呼咦，
一支好梁来，四方财源开。”整个
山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

外婆家在一个百来户的小山
村，村前小河淙淙，村后山林连
绵。前面有一块空地，左边是林
子，右边有棵香樟树。高大挺拔的
香樟树遮荫避日，密不透风的柚
子树翠绿常青。每到暑假，我们就早早地来
到这里度假。白天，我们几个不是到小河里
捞溪草、摸田螺，就是在林子里捉迷藏、掏
鸟窝，或者玩一种叫攻城的游戏。累了，就
甩纸牌、玩弹弓、下军棋。渴了，就从水缸里
舀起一勺清水，咕噜咕噜的几口下去，甭提
有多舒坦。当时，农村根本没有自来水，村
村都至少建有一口老井，井沿用青石砌成。
早晚时分，大人们不约而同地挑着水桶，三
三两两地聚在老井边，将清澈甘甜、没有污
染的井水，一担一担地挑回自家的水缸里。
晚饭时分，小姨早早地点燃几扎稻草，或者
干牛粪、木屑驱蚊子。外婆则把竹床抬到柚
子树下，一边摇着蒲葵扇为我们驱赶蚊子，
一边讲着岳母刺字的故事，星光点点，我们
很快进入梦乡。

外公敦厚勤劳、古道热肠，养育了两男
六女，还养大了从小失去父母的侄女。一大
家子人，全靠他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忙

个不停。外婆则负责操持家务，整天忙得像
陀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迫于生活压
力，他们不得不将三个女儿送给熟人抚养，
才保证了她们健康成长。后来，母舅长大
了，外公又领着他学手艺攒工分，生活才慢
慢有了好转。那时候，我家日子过得紧巴
巴，常常靠他们救济。记得有一次小年前，
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外公到村民家里结账，
顺便来我家瞧瞧。发现我们每天吃的早晚
两餐都是红薯煮稀饭，便从刚刚收到的还
未捂热的工资中留下了几块钱，要父母亲赶

紧去买点猪肉回来过年。第二天
上午，外婆又催着外公送来了鱼、
豆泡、海带等一篮子菜，屋子里一
下子充满了年味，我们一家人才
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外公拥有精湛的手艺，十八
般技艺，样样精通，曾在县城经营
木匠铺，参加过手工业联社，后来
回到家乡支持集体生产，在公社
组织的木工技能大比赛中创下了
一天制作7把木犁（一种用于耕
地的农具）的辉煌，从此享誉西乡
地区，前来拜师学艺的络绎不绝，
有的从景德镇慕名而来，高峰时
手下有上十名师傅一起出工，场
面十分壮观。外公二十岁学徒出
师，一直到八十岁休养，六十个春
秋。自己都不清楚到底为乡村建
造了多少栋房屋。但他们，如一颗
颗螺丝钉，紧紧地钉在乡村大地，
用工匠精神撑起了万千大厦。八

十岁那年，外公还架上了人生最后一支屋
梁，至今都为当地老人津津乐道。如果在今
天，肯定能评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外公八十三岁那年，我高考结束后，立
即赶到病重的外公床前。他紧紧地抓住我
的手，询问我考取了大学没有，我不停地点
着头，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外公是在半个月
后的双抢时节离世的，我们兄妹几个伤心
得几天吃不下饭。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
随母亲来到外公坟前祭拜。过了几年，外婆
也撒手人间。童年的乐趣，从此深深地埋在
记忆里。

人间四月天，柚子花开时。绵绵细雨催
开了柚子花，潮湿的空气中满是淡淡幽香。
前几年乡村拆除空心房，老屋被推倒，留下
了一片残垣断壁，外公亲手栽下的柚子树
依然摇曳在风中。一场大雨过后，洁白的花
瓣洒满一地。那，莫非是大自然祭奠他们的
精灵？

架

梁
韩
洋
子

天刚蒙蒙亮，寂静的山村就早早地醒
了。镇上不宽的街道上，伴着晨曦，响起了
拖拉机的“突突”声，汽车的“滴滴”声，甚至
架子车“吱吱扭扭”的车轮声。

不多时，货架子支起来，平日里看起来
有些萧条的小镇子，突然像过年似的，热热
闹闹起来。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先是
卖活鸡、活鸭的声音，肥硕的公鸡挤在笼子
里，嘹亮地打着鸣。经营日用品的小商贩早
把大喇叭支起来，用家乡话宣传着。连卖水
果的小摊子，人们也偶尔亮出一嗓子：“又
红又脆的苹果哟，好吃不贵！”这种叫卖声，
你争我夺般的，生怕落了后。

慢慢地走在集市上，仿佛走在一幅水
墨的民俗画里。你看那个胖胖的大嫂子，正
费力地把各式花布搭在绳子上。这种红布
绿花朵，特别受当地人喜爱。我也曾用这种
布料做成一件小上衣，风情无限。一位包着
白毛巾的老伯在卖手杖。他从深山中砍来
木料，做成精美的拐杖，别具一格。一个大
学生模样，文质彬彬的男孩儿蹲在一辆车
子旁边卖大蒜。他灿灿地笑着说：“我今天
刚从学校回来，帮父亲卖大蒜。”他那么阳
光，让我想起了《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来。
一位老大妈，从自家地里收些嫩生生的蔬

菜，也来赶集。她乐呵呵地说：“我是凑热
闹。能卖出去，就换点油盐。”她连小称也没
有。你看好了，说好价钱，直接拿了走人。

四里八乡的人们，开着摩托车、电动车
从蜿蜒的小路的尽头赶来。他们有的坐在
车上，有的蹲在车斗里，好奇地张望着。有
的孩子眼睛都不够使了。上衣扣子上已经
系着两支气球，眼睛开始瞟吃的，样子看起
来极为可爱。推着二八大自行车来赶集的
老人，微微有些驼背，遇到乡里乡亲就唠会
儿嗑，吸一袋烟再走。他们往往谈论着，谁
家的种子好，哪种农具更好用。

集市上，卖吃的地方早已围得水泄不
通。那些打烧饼的、卖油条、豆腐脑的，香味
飘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坐在低矮的小桌椅
上，吃得不亦乐乎。这种味道，只有在家乡
的集市上吃得到。

集市上货品琳琅满目，有打香油的，卖
蔬菜的，卖种子，日用品的。人们走在其间，
总会感觉那么亲切，似乎你行走在一幅民
俗画卷中，三涂两抹中，人物活起来，风情
灵动起来。

人们喜欢逛完集市，吃碗腌肉面，再舒
服地泡个热水澡，宛若活神仙。集市图，山
村最美的风俗画卷……

山村集市图
刘云燕

妈妈的笑容 （方华 摄）

成长的春天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