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是娘的根
!

晚报记者 朱保彰

!咦"你们来了就是了"还带这么多粉条"够我

今年包包子吃了#虽然俺这个老婆子在农村住"但

跟城里人比没啥区别" 啥事都有政府帮助$$%

!

月
"#

日"记者在沈丘县槐店镇刘楼村采访年过七

旬的赵曼青老人时"她激动地说&

赵曼青育有两子一女"如今儿女都在外工作&

!儿女都很孝顺"争相让我去他们那儿生活"但这

屋子我住了
$#

多年"感情很深厚& 我去儿女那里

也住了一段"但那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交

流中" 记者得知赵曼青的大儿子是恢复高考后的

第一批大学生"目前在郑州工作生活&大儿子刚结

婚时"也曾将她和老伴接到郑州居住"但不到半个

月的时间"他们就回了老家"原因只有一个"!不适

应那里的生活%&

后来" 赵曼青的儿女虽然都想将老人接到身

边"但老人就是不愿意&赵曼青说'!孩子有自己的

追求"我们不能成为孩子的负担&我们早就适应了

农村的环境" 这里才是我们最后停靠的温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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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母爱无边
!!!母亲节感言

!

晚报记者 杜欣

!有一种职业" 全年无休"

没有节假日"不能请假"不能辞

职"不计报酬# 这个职业叫做母

亲# $这是近期网络上非常流行

的一句话" 看似平常却饱含了

对母亲的尊敬# 母亲节前夕"本

报组织策划了 !我乡下的母亲$

专题活动"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响

应#其中爱心人士%%%淮阳县杰

飞家庭农场主王鹏飞还为回乡

下看望母亲的朋友准备了一份

礼物%%%红薯粉条# 日前"本报

派出
6

名记者"分别跟随
6

名市

民回到乡下看望那里的母亲 "

记录下了一个个感人的镜头#

在我们生活中" 有这样一

个母亲群体" 她们习惯了乡下

的生活"与子女分住两地# 昨天

是母亲节"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

里" 有不少市民回到乡下老家

与母亲团聚# 这一天"随同采访

的记者发现" 不论是年迈的还

是年轻的母亲" 都应该是幸福

的" 哪怕只有儿女从远方打来

长途电话的一句问候" 或是儿

女为母亲做一道再简单不过的

家常菜" 或是年幼的孩子为庆

祝母亲节画的一幅蜡笔画 "这

些都足以让母亲的心融入满满

的幸福感# 母亲对儿女的爱是

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的# !只要

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一句发

自母亲肺腑的心里话就是她对

孩子的所有期望"真的让做儿女

的用尽一生都无法报答母亲的

养育之恩#

养儿方知父母恩" 年轻的

父母在品尝了养育子女的辛劳

之后才深切感到自己老父老母

的不容易# 当我们懂事了"知道

该好好地去爱把自己带到这个

世界上的母亲时"她已经老了"

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步履

蹒跚了"思维缓慢了"精神倦怠

了" 成为了需要我们去照顾的

!老小孩$#当我们和母亲一起过

马路时"她会不由自主地去挽你

的手臂& 陪她去医院看病时"她

也会为做某项检查而忐忑不安"

紧张地握住你的手&出门忘带钥

匙"买东西忘带钱"在家里找不

到东西时会着急上火''母亲

老了" 虽然她从来不对孩子要

求什么" 但是真的需要子女的

关心与照顾" 哪怕只有精神上

的一点点安慰" 请把时间多留

一些与母亲相处" 让她安享晚

年#母亲犹如红烛"用尽一生照

亮着我们成长道路的每一步 "

好好地爱我们那位渐渐老去的

母亲吧" 其实我们回报给母亲

的爱与她用毕生时光对我们的

养育之恩比起来" 只不过是沧

海之一粟#

!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黑

发泛起了霜花"您的脸颊印着这多

牵挂" 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您

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相信我 "

女儿自有女儿的报答''$ 听着

(烛光里的妈妈)这首老歌"脑海

中浮现着一幕幕难忘的成长片

段# 感谢母亲" 是您给了我生

命"是您把我养育成人"是您教

育我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愿您

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 妈妈"母

亲节快乐*

乡下的母亲!您还好吗

母亲"乡愁
!

晚报记者 李伟

和以往每次回家一样"母亲节前一天"专程回

乡探母的市民陈女士到家就遭到一通数落& 这次

被数落是因为陈女士又给娘买了一件羊毛衫"!年

龄大了"容易冷"这天儿早晚穿这个正合适%&但母

亲不这么认为'!柜子里都是衣服了"哪穿得过来"

都是快死的人了"穿啥不中啊( %

娘数落娘的" 陈女士照样笑眯眯地半强制性

地把母亲身上一件已经有点儿脏的薄夹袄脱了下

来"把漂亮的羊毛衫给她套上"!看看"多精神"一

下年轻十几岁%& 娘收起嗔怪"笑了&

陈女士的故乡在鹿邑县马铺镇马南村" 距离

周口市区
"##

多公里& 母亲张氏已经
7!

岁"却还是

舍不得她住了一辈子的老院子" 更不愿意给儿女找

麻烦"怎么也不肯跟他们进城享福&事实上"不进城"

张氏心里也挺矛盾&为啥)就是子女老是隔三岔五地

回去看她"而且每次都花钱买东西& 于是"每次儿女

说要回家" 她总是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交代'!回来

中"可别买东西& %于是"儿女每次提着东西进门"老

娘的数落就成了意料之中的开场白&

从人口上来说"陈女士家绝对是个大家庭&她

是老大"兄弟姐妹
8

个"这在整个马南村都少见&

!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能把
8

个孩子拉扯大真

是不容易& %回想起小时候"陈女士现在依然对母

亲敬佩不已&她的印象中"在他们姐妹兄弟成年之

前" 母亲从没正儿八经地吃过一顿饭& 每到饭点

儿"娘把一溜儿排在灶台上的
8

个碗盛上饭后"自

己也就吃个地瓜*红薯或者胡萝卜& 那时候"家里

中午一般都是吃杂面条" 母亲也只是喝点儿面条

汤算是对付过去了&有时面条下多了"母亲也不舍

得吃"总是说'!老二喜欢吃剩面条"给他留着& %

!父亲当时在城里工作"很少在家"所以一大家

子基本上是娘操心&也不知道娘那时候身体咋那么

好"干那么多活儿吃那么少却几乎没生过病& %

听女儿这么讲" 张氏有点儿不好意思'!那时

候人没恁娇贵"都这样"一家子人总得活下去& %话

虽这么说"张氏的勤快和心灵手巧却是远近闻名&

8

个孩子"衣服都是她一人做"冬天里"每个孩子都有

两条厚棉裤穿&!她这辈子没睡过囫囵觉"晚上做活

儿到半夜"天不明又起来了&你问她起恁早干啥"她

总说净是事"纺花织布扫院子"干不完的活儿& %陈

女士边给娘整衣服边说"半是夸赞半是心疼&

现在是没那么多活儿做了"

!

年前老伴去世

后"张氏愈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她不愿意跟儿女

进城"也不愿意闲着& 以前孙子孙女小的时候"她

熬夜做出一双双精巧可爱的虎头鞋"很受欢迎&现

在有了重孙子*重孙女"再做虎头鞋他们却不愿意

穿也的确穿不着了& 更重要的是"年岁不饶人"年

轻时干起来毫不费劲的事"现在还真是干不动了&

如今" 能让操劳一辈子的老太太高兴的事也

就只有儿女回家和她唠唠家常& 儿女懂得娘的心

思"所以每次回家总是尽量多在家待会儿&都是母

亲撵着走才起身&这次"陈女士在家陪了母亲整整

一天& 出门时"娘把她送到车上就转身回去了& 看

着母亲迈着小脚缓慢移动的身影" 陈女士叹了口

气"沉默了&

编织的母爱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妈"我一会儿回家看看您"您想吃什么"我给

您买点儿& %

!

月
"#

日"郭大明发动车子之前"给

母亲许桂英打了一个电话&

在周口某市直单位工作的郭大明" 老家在商

水县姚集乡& 当日"开着车一进村"郭大明就看见

母亲坐在自家的小卖部里和邻居唠嗑& 看到儿子

带着媳妇回来了"许桂英赶快搬凳子"拿饮料&!你

们赶紧坐下来歇一歇"喝口水"你爸出去了"一会

儿就回来& %许桂英边收拾杂物边说&

"969

年冬"郭大明的出生让许桂英尤其高兴

和幸福& 然而"幸福并没有停留太长时间"郭大明

在
7

个月大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不少人都

劝许桂英把郭大明扔掉"但她始终不同意&

由于郭大明的父亲在新乡工作"医治和照顾

郭大明的责任全都落在了许桂英的身上& !无论

如何" 我都要把孩子养大" 一定要让孩子站起

来& %倔强的许桂英当时在心里这样发誓& 从此"

许桂英踏上了为郭大明寻医问药的漫长之路&

!为了给大明治病"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抱

着他到医院看病& 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

病会不会好"以后他会怎么样$$%许桂英说起

往事"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会编织苇席&以前"

为挣钱给大明治病"我没日没夜编织苇席"十指

都变了形& % 记者看到许桂英的双手长满了老

茧"十指有些弯曲变形&

皇天不负有心人& 通过许桂英多年坚持不懈

的求医治疗" 郭大明从不会走路到需要借助拐杖

走路"最后竟能丢掉拐杖独立行走了&

从考入大学"到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再到后来

娶妻生子" 郭大明所取得的成绩都源自母亲的鼓

励和支持& 母亲常对他说"做人要坚强"不要轻言

放弃&郭大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无论生活还是

工作"他走得坚定而执着&

返回周口市区的路上"郭大明突然对记者说'

!开着车"我不觉得这条路有多长"但当年"我妈抱

着我去治病一定觉得这条路很长很长$$%

许桂英靠编织苇席挣钱为儿子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