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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母亲!您还好吗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2

月
33

日 !母亲节前夕 !市民张先

生和妻子李女士带着
35

岁的儿子张

聪回家探望乡下的母亲 ! 为了记录下

这份真切的挂念 ! 记者当日也一同前

往 "

当日
35

时许!记者跟随张先生一家

驾车从周口市区出发!前往张先生的老

家#$$商水县大武乡李庄行政村% 可能

由于记者的陪同 ! 张先生有点沉默寡

言" &多长时间回老家一趟呀' (记者打

破了沉默% &说起回老家的次数!确实太

少了! 我一般是一周或两周回家一趟!

工作忙时!甚至一月一趟))其实!作为

儿子 !我真的对不起父母 !有时父母生

病我也不能在身边伺候))(&唉!可怜

天下父母心呀* 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

大!可我们))(说着说着!张先生眼睛

有点湿润了"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张先生的车终于

停到了老家的大门前" 可能由于汽车发

动机的声音惊动了张先生的母亲姚大

妈" 我们刚下车!姚大妈就迎了出来!并

且一下子拉住了孙子张聪的手" 姚大妈

头发花白!额头上爬满了皱纹!驼背!一

双粗糙的手!青筋凸起))

聊天中记者得知 ! 姚大妈今年
67

岁!由于多年的腰腿痛病!致使背驼!腿

脚也不太灵便" 说话间!姚大妈拖着不

灵便的双腿! 从里屋拿出一袋鸡蛋糕"

&这是你大姐半月前看我时给买的 !就

等着你们回来吃呢* (姚大妈兴奋地对

张先生说" 虽然大家都一个劲地推说不

吃!可姚大妈却是一副你不接住誓不罢

休的样子!大家也只好一人拿了一块吃

了起来"

听说记者为她带来了一袋红薯粉

条! 姚大妈固执起来+&我这儿什么也不

缺!你们回来就好!什么也不要带!下午

走时还是你们带回去自己吃吧" (

&看!孩子又有点瘦了!别操那么些

心!别叫累着" (姚大妈看着张先生唠叨

了起来" 据张先生说!每次回老家!姚大

妈都是这样!总是重复着同样几句不知

说了多少遍的话语" 可她自己的腰腿痛

病 !每次张先生说要带她治疗 !可能是

舍不得花钱!她都不肯" 拿她的话说!老

骨头了 ! 她要把这些病带到阴曹地府

去"

&孩子最爱吃我做的发面饼和手擀

面条 !正好盆里发的还有面 !中午 !我

给你们烙几个发面饼 ! 然后再给你们

擀点面条" (姚大妈说着!就要去和面"

这时 ! 一旁的张先生夫妇可急坏了 !

&娘!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您就不要忙

了!让我们为您做顿饭吧" (&管他什么

节不节的!你们就好好歇着吧" (无论大

家如何劝说! 姚大妈就是要亲自做饭 !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她对孩子的那

份疼爱"

厨房里! 张先生的父亲张大伯在烧

地锅!姚大妈在烙发面饼" 只见姚大妈把

饼贴在锅里!来回翻着" 炉灶里的烟灰!

锅里散发的热气!有点昏暗的厨房!姚大

妈古铜色的脸庞和花白的头发))记者

在想! 画技再高的画家也画不出这么美

的画面吧' 此时!张先生一声不响地在厨

房里看着! 看到母亲的一丝白发盖住了

眼睛时! 张先生不自觉地上前帮母亲把

头发理顺" 烙完饼后!姚大妈又忙着擀面

条,炒菜))

&娘烙的发面饼真好吃呀* (吃饭时!

张先生情不自禁地说%

下午返程时! 姚大妈又把几个没有

吃完的发面饼裹了又裹装进一个塑料袋

里!让张先生捎回城里吃))

善意的谎言

母亲的烙饼

!

见习记者 王凯

2

月
33

日!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记者

随同闫女士一家回到她的老家太康!一同看望

她乡下的母亲%

&娘*母亲节快乐* (&都回来了'那么远还

回来干啥啊!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路上人多

吧))( 看到闫女士带着外孙来看望自己!老

太太泪流满面%

看到记者也来看望自己! 老太太激动地

拉着记者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我这两个闺女

待我真得好啊! 这两年我一直在她们两家轮

流着住% 俗话说儿能养老!可是你看我那两个

儿子都出门两年多了! 连个电话也没打回家

一个!说是做生意挣钱去了!这钱挣多少才算

是多啊% (

从闫女士的口中记者得知!老太太有
7

个

孩子!两儿两女!她排行老二%前几年老太太中

风后!她和姐姐想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但是

母亲实在住不惯楼房!经过商量!母亲同意每

隔一段时间去两个女儿家轮流住几天!平时就

跟着自己的小弟弟住在农村老家%

当所有人都以为一家人可以这样平平安

安地生活时!天有不测风云!

8559

年!闫女士

的大弟弟患上了肝癌% &那段时间我要向母亲

瞒着大弟弟的病情!那时老太太经常问我大弟

弟的事!每次我都故作镇静地说他在北京做生

意太忙!不能常回来看她% (

闫女士说+&大弟弟去世后!老太太和乡下

的小弟弟住在一起%可是!一切刚刚平静下来!

噩耗再次传来!就在有一次我把老太太接到城

里检查身体的时候!在老家务农的小弟弟因为

饮酒过度去世% (

这接连的打击击垮了闫女士姐妹俩!&我

的两个兄弟在半年之中相继离开我们!那段时

间我简直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感觉一切都

失去了意义!很多时候都是在老太太面前笑容

满面!但是一转身就忍不住掉下眼泪% (

&现在母亲住在太康乡下我姐姐家!我们

就怕老太太想回自己老宅子住!害怕她看到或

者听到什么% 为了不引起她的怀疑!我就说小

弟弟由于会电工技术!被政府挑中!去非洲帮

外国搞建设去了% (

中午!闫女士一家吃了个团圆饭!老太太

精神非常好!不停地和大家说话!讲老家的事

情% 一切都看似非常平静!但是大家都在回避

同一个话题!那就是谁也不提及做生意或者非

洲的事%

我们要返程了! 老太太再次哭泣起来!对

闫女士更是千叮咛万嘱咐!且再次抱怨起了自

己的两个儿子))

常回家看看
!

见习记者 范小静

2

月
33

日 ! 记者陪伴王女士一家到其

老家沈丘县王楼行政村 ! 看望她乡下的母

亲%

快到家的时候! 王女士悄悄地告诉记者+

&我的母亲肯定早早就在家门口等着了! 父亲

肯定是到集市上最好的餐馆买我最爱吃的小

菜了% (

果不其然!记者一行驱车快要到达王女士

娘家时!大老远!王女士就大声说+&你们看!那

个在路旁站着的, 个头不高的老太太就是我

妈% (

车刚停稳! 王女士的母亲就跑过来了 +

&咦!你们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好呀!都回来了

好!这位是))(说着!老太太就拉着刚下车的

王女士往屋里走!边走边说+&幸亏我让你爹带

着你给他买的手机呢! 赶快给他打个电话!让

他多买点菜回来))(

一进院子!老太太就慌着从屋里拿出几个

小凳子放在一个小桌子旁!然后不好意思地对

记者说+&农村条件差! 不比城里的条件好!你

们快坐))(

&娘!别忙活了!咱们坐下说说话% (王女士

拉住又是倒水,又是找饮料给外孙喝的老太太

的手说+&娘! 你和爹身体都好吧(&都挺好的!

不用操心!倒是你们在外要照顾好自己%(老太

太乐呵呵地说%

趁着老太太进屋找东西之际!王女士告诉

记者+&来之前!我没有告诉母亲我们全家都回

来了!更没说还有记者一同回来!因为每次只

要一回家!母亲就忙着做这做那,买这买那的!

母亲也
65

多岁的人了! 本应该我好好孝顺母

亲的))(

中午吃饭时! 老太太一个劲地给女儿夹

菜+&这菜是地锅做的!香着呢!城里可吃不着!

要是你们再早些时间回来!就能吃上我蒸的槐

花了!还有蒸的榆钱))(老太太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我们临走前!老太太和老伴一再叮嘱王女

士+&回家后想我们了打个电话就行!别再专门

跑回来一趟了!我们一切都好%记着!到家后一

定来个电话))(

车慢慢走远了!老太太和老伴依然站在路

口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我们的车子离去!并且一

直挥着手))

此时! 王女士的眼眶渐渐湿润了! 她说+

&我也是一位母亲!孩子离我远去时的心情我

能理解! 但生活就是如此! 我们都要面对分

离! 真希望所有的儿女都能抽时间多陪陪自

己的父母!他们年龄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

不如一天!我们能陪伴他们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了))(

当天!自始至终!王女士也没给母亲说句

母亲节快乐% 后来! 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记

者!乡下的母亲不比城里的母亲!城里的母亲

有文化!有知识!乡下的母亲根本就不知道有

母亲节这么一个节日! 但乡下的母亲和城里

的母亲一样! 她们对子女的爱和付出与城里

的母亲一样多!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最伟大,

最美丽的母亲! 她们是我们做儿女的心中最

美的牵挂%

王女士再三向记者表示!她会在每年的母

亲节那天! 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天下所有的母

亲!她也希望所有做儿女的!都要经常回家看

看))

姚大妈烙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