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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不小的雨几乎下了一夜! 昨天我听

着雨声! 看着张恨水的 "啼笑姻缘#! 不知

何时竟沉沉地睡去了$

早上起来! 先打开了所有的窗! 让新鲜

的空气把我包围! 然后换上美美的衣服! 走

出门去$ 家门前的小路虽是湿漉漉的! 却不

泥泞难行$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倒怀念起从

前的时光了$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 对雨水有着很深

的感情! 因为它关系着庄稼地里一年的收

成! 关系着我们一家四口的吃饭穿衣! 关系

着我和弟弟的求学之路$ 对于靠天吃饭的父

母来说! 祈求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 那时的

农村多是羊肠小道! 好多道路还是下地干活

的庄稼人踩出来的$ 遇上持续时间不长的淅

沥小雨还好! 下过之后仅仅是湿了地皮! 若

是赶上了瓢泼大雨或是连着下了几天! 那雨

后的道路可就够走的了% 深一脚& 浅一脚!

真有那种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的感觉$ 有的时

候一脚踩下去! 还会扑哧一声涌出好多泥水

来$ 每逢这个时候! 我总是脱掉鞋子! 光着

脚丫在路上前行! 因为那鞋是妈妈一针一线

做的! 心灵手巧的她总会在上面绣上好看的

花样! 我怎么舍得弄脏它'

渐渐地!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 学会了分

担$ 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作为家里老大

的我早早地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了$ 记得
:

岁那年! 本是收割麦子的时候! 却下了大暴

雨! 持续了好几天才停! 父母的脸上那几天

都没有笑容! 因为这样一来! 麦子肯定要减

产的! 这一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雨停了!

村里的人都赶去了庄稼地! 地里还有积水!

好多麦穗都泡在水里! 有的已经发霉了$ 大

人们忙着收割! 总得从老天爷手里抢过一年

的口粮啊( 我也顾不上自己的绣花鞋了! 蹲

在那里! 学着他们的样子! 一镰刀一镰刀地

割了起来))那一年吃的都是发粘发霉的麦

子! 磨出来的面粉无论是蒸馒头还是做面

条! 都是黏黏的$ 从那时起! 我似乎不再喜

欢雨了! 虽然它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很多

欢乐! 但也牵动了父母心头的忧愁$

该上初三的时候! 在城里教学的大表哥

把我转到了他们学校$ 全新的环境! 陌生的

面孔! 让我这个乡下来的丫头有些惶恐% 同

学中鲜有农村孩子! 他们的父母都是吃商品

粮的! 他们走的都是柏油马路 ! 下雨的时

候! 只有我的鞋子& 车子上有泥巴! 这让我

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 后来再遇上阴雨天!

我就在车子前面的篓子里放一根小棍儿! 边

走边刮掉和我那么亲的泥巴$ 其实老师和同

学们对我一直都很好! 他们没有任何的嘲笑

和轻视! 这让我那颗脆弱又敏感的心得到了

一丝安慰$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

女孩了! 在岁月的洗礼中! 我渐渐地长成了

有着心事的少女% 为了自己以后的人生路上

不再是泥泞相伴! 我***要努力( 这个信念

支撑着我一路前行! 直到有了一份自己满意

的工作! 有了孝敬& 回报父母的能力$

后来! 和生命中一直不离不弃的他结了

婚! 转眼间我的女儿也到了花季! 日子过得

平淡而幸福$ 原以为会这么一直幸福下去!

可是没想到家中突然遭了变故! 父母相继病

倒! 支离破碎的娘家在风雨中飘摇! 爱人也

因出差摔伤进行了两次大的手术$ 那两年里

我似乎又回到了
:

岁! 站在泥泞的路口! 不

知道该何去何从! 多亏了亲人和身边好友的

相助! 才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感谢

生命中每一次美好的相遇$

也许! 泥泞的道路不好走! 但我们在放

慢脚步的同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 可以细

数& 回味那些感动过自己的人和事$ 此刻!

我很想说一句% 感谢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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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身棉衬衫 !

;

形领口 ! 黛色 ! 穿上

它! 娴雅端庄$ 三四年的光景! 色微褪! 泛

着一层浅浅的灰$ 只因喜爱它! 不舍得丢

掉$ 补补色! 还可以再穿一两年$ 即使将来

旧得不能再穿了! 也要叠好! 保存在衣柜

里$ 心爱的东西! 就让它一直陪伴自己$

今天上午从洗染店取回衬衫! 入眼的鲜

黑色! 像新的一样! 平整干净$

婚姻如衣服! 中年人的婚姻也需要染

色$ 染料是一分理解& 两分关心& 三分体

贴& 四分交流$ 在自己的家里支起一口大

锅! 放入染料! 大火把水煮沸! 然后把棉布

婚姻放进去! 浸透! 取出晾干! 如新婚燕尔

般$

染婚姻需要热水! 水温低了不行$ 染婚

姻最怕冷水! 冷言冷语冷面孔! 冷冷相待$

你不问及我的温饱! 我也不关心你的寒暖 !

彼此的关系冷落到连朋友都不如! 形同路人

仇敌$ 再厚实的婚姻基础! 也经不起如此长

时间的风霜雨雪的剥蚀$

相恋多年的人走到一起 ! 组成一个小

家$ 随着时光的流逝! 经年的磨合早已互相

默契! 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 虽然激

情早已不再! 却沉淀了稳固厚重的亲情! 这

之间更多的是迁就包容& 接纳习惯! 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 & 已不分彼此 $ 如果分开 !

会有肌肤撕裂般的剧痛! 那是骨肉分离的惨

痛! 是万怯俱灭的颠覆! 彼此的心灵要经历

炼狱一样的折磨! 苦不堪言$

婚姻中! 没有绝对的是与非! 大度容忍

让婚姻富有弹性! 个性太强势& 太较真! 不

好$ 当初的一见钟情! 两情相悦! 也曾经从

唐诗宋词的风雅中相向走来! 一路的诗情画

意! 如人间四月天的美好! 锦绣了不老的记

忆! 那份情切& 那份感动! 一生铭记$ 岁月

的风雨! 路途的坎坷! 是大江大海中航行的

船只里的压仓货物! 因了这些不幸和磨难!

婚姻的船才能坚守未来的方向! 乘风破浪&

稳步前行$

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 学识& 水平& 能

力的参差! 在婚姻中不可太计较$ 胡适谈论

幸福婚姻时! 曾说过% 妻子能持家& 相夫教

子& 孝敬老人& 善敬亲友就可! 学识浅没关

系! 需要研究学问找同事就可以了$ 家! 是

讲生活的地方$ 男人! 品行端正& 厚道大

气& 正道努力& 敬业爱家即可$

中年! 随着年龄的渐长! 考虑更多的是

儿女的成长& 身体的健康& 饮食起居的养

生& 老年后的厮守陪伴$ 已经没有时间! 也

经不起婚变的折腾了$

心猿意马的! 可以收收心了$ 偶尔犯错

的! 也就原谅了吧$ 原谅别人! 也是给自己

松绑$ 毕竟! 人生太漫长! 一路的诱惑太

多$ 几十年的夫妻情分重有千斤! 要慎重考

虑! 不能因冲动赌气而轻易丢弃! 那不是

篮子里买来的萝卜白菜$

如果婚姻褪色了! 就染一染吧! 用你

的温情! 用你的耐心! 一家人不分彼此多

好$ 眼看孩子将要成人! 当孩子大婚! 在

婚礼上一拜天地 ! 二拜父母

时! 二老的和美俱在和深情祝

福! 是孩子幸福生活的榜样和

有力的支撑! 那份感动是来自

心底的震撼$

人生! 如白驹过隙! 苦短

无常$ 相遇& 相近& 相亲& 相

守! 能陪我们走完一生的人!

值得尊敬! 值得善待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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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南村北一片黄! 阵阵凉风来报秋"""

豆把铃儿摇! 瓜儿滚绣球!

棉把鼓儿绷! 葵把花环戴上头#

枣点灯万盏! 犁挂钟千口#

包谷高举牛角杯! 高粱红得像喝了酒$$

新镰蘸月磨! 新鞭照星抽#

机器轰鸣响! 挑叉伸直手!

豆浪中多少收割机! 好似乡村派出的舟#

风车欢喜得吱吱叫! 催促农民快收秋#

秋风卷起满天霞! 金黄黄的谷粒满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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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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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大哥打来电话说! 他和嫂子拗不

过娘! 只好送娘上了去昆明的汽车! 让我准

时到车站接她$

一周前! 我在电话里还劝娘! 梦娟的预

产期还早呢! 过些日子您再来也不迟$ 可娘

已一连几宿都睡不着觉了$ 她担心自己的儿

媳妇! 更对我这个儿子的应急能力持怀疑态

度$

娘在乡下! 与大哥一家生活$ 她退休

后! 村小学又把她聘请了去! 算是代课老

师$ 起初! 我和大哥都不同意娘再去任教$

可娘说! 孩子们需要她! 她离不开孩子们$

以娘的脾气! 她认准的事儿! 谁也拦不住$

来昆明前! 娘给学校已物色好了老师! 她打

算来昆明当 +专职保姆,$

下车时! 娘给车站制造了一场小混乱$

她带的一只家养乌鸡跑了! 车站工作人员与

一些乘客好一阵 +围追堵截,! 才将鸡逮住$

我赶到时! 娘正抱着鸡! 喘着气向众人鞠躬

致谢哩$

+娘! 您把老家的宝贝也抱来了$, 我

嬉皮笑脸地说着来到娘跟前$

+臭小子! 别贫嘴了! 快帮娘拿行李(,

娘说着俯身把鸡放回纸箱里$

娘第一次来昆明$ 我和妻子梦娟商议!

在孩子出生前! 抽空带娘好好转转$ 可娘不

同意$ 她说! 你俩一个整天上班! 一个挺着

个大肚子! 那可不行! 以后咱有的是机会$

我和梦娟一直觉得亏欠娘的太多$ 哪怕

请她老人家吃顿大餐也行! 那样我们心里会

好受些! 娘这大半生的精力多花在我身上

了$ 从大学毕业到结婚买房! 我不但没往家

里寄一分钱! 还花不少娘的工资和哥嫂的

钱$

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下午单位发了工

资! 一下班我就兴冲冲往家赶! 刚进小区!

见梦娟正挽着娘的胳膊散步$ 迎面走上去我

激动地说% +今天我领工资了! 咱们晚上下

馆子去(,

+那可不行! 咱家花钱的时候在后头

呢! 省着点吧! 儿子(, 一惯节俭的娘第一

个投了反对票$

+要不这样! 咱去市场买些菜! 让馆子

里厨师给加工一下如何', 梦娟说着! 向我

使了个眼神$

+这个行! 我和梦娟初上班那会儿! 家

里若来了客人! 要下馆子吃饭! 经常使这

招! 省钱又排场(, 我极力附和着$

娘看看得意的我! 又瞅瞅抚摸着肚子的

梦娟! 笑笑说% +看在我快出生的孙子面

上! 走! 买菜下馆子去(,

+梦娟! 你和娘去买菜! 我先给楼下的

张记面馆打个招呼$, 说罢! 我便向面馆走

去$

在我与面馆老板说话间! 梦娟同娘拎着

鸡& 鱼& 青菜走进面馆$

张记面馆是河南老乡开的! 店面不大!

平时的顾客也多是北方人$

席间! 娘很少说话! 一个劲地往梦娟碗

里夹菜$

+厨艺不错(, 这是娘出了面馆的第一

句话$ +花多少钱', 这是娘的第二句话$

+不多! 小鸡炖蘑菇的加工费是
:

块!

清蒸鱼是
7

块! 两个青菜是
7

块! 不信您去

问人家$, 我忙说$ 其实这顿饭的加工费和

服务费共
<1=

元$

+恁便宜! 人家不亏吧', 娘有点不相

信$

+这年头! 谁做亏本买卖$, 梦娟说$

2

天后! 梦娟顺利生下个大胖小子! 这

下可把娘乐坏了$ 她趁梦娟和孩子熟睡的时

候! 悄悄把养在阳台上的那只从老家带来的

乌鸡! 抱进了张记面馆$

+老板! 麻烦你帮忙把这只鸡给俺炖

了$, 娘压低了声音! 兴奋地对老板说
>

+儿

媳妇给俺生了个大胖孙子(,

+生了! 那您大喜呀(, 老板祝贺道$

+平时! 你给人家炖只鸡收
:

块钱! 大

娘我给你
0=

块! 你可得把鸡炖好喽$, 娘边

掏钱边嘱咐% +只要俺儿媳妇喝着上口! 以

后隔三差五的! 大娘我常来$,

+好嘞(, 老板应声! 收了钱拿着鸡进

了后厨$

第二天! 面馆老板碰见我说% +兄弟!

昨天你家大娘! 在我这炖了只鸡! 你家大

喜! 我也不忍扫大娘的兴$,

+怪不得! 我爱人一直夸我娘炖的鸡汤

好喝呢' 谢谢你大哥! 还差多少钱我给你补

上$, 我说着就去摸兜里的钱$

+这样吧! 你再补
0=

块钱! 连大娘付

的共
<=

块! 我少挣点儿$, 老板很谦虚$

我把
0=

块钱递给他说% +看来以后我

娘还会麻烦你的$,

+只要大娘高兴! 哥不嫌麻烦$, 老板

回答特别爽快$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家被幸福和快乐充

实着$ 而楼下的张记面馆! 也从此多了位忠

实的老年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