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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S DAY

我没见过生母的样子，母亲在生下我三
小时后失血过多离开了我。那时家里穷，买
不起奶粉，不像现在的孩子条件这么好，有
各种各样的营养奶粉搭配喂养。那时的我，
面黄肌瘦，奶奶说我生下来只有三斤重，爷
爷奶奶怕养不活我，给我取名张健，小名叫
狗子，意思就是像小狗一样好养，像小狗一
样健健康康。

母亲走后没几天，父亲便娶了隔壁村的
阿莲。奶奶说父亲娶阿莲不是父亲愿意，是
她的主意，她看上阿莲正在奶孩子，娶回阿
莲也救了我的命。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
建时代里，没有我，张家也就断了香火，她
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得保住我的命。

阿莲长得很漂亮，可惜上帝妒忌她，给
她留了缺陷。都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的确如此，阿莲的身体是有缺陷的，小时候
患小儿麻痹症，落了个终身残疾。漂亮的脸
蛋和残缺的腿连在一起，看起来难免让人心
生遗憾。

自古红颜女子多薄命，这话印证在了阿
莲身上。阿莲是个苦命的人，二十岁那年嫁
给老实巴交的王福生，婚后八年才生有一
女。在封建落后的农村，婚后多年没有生儿
育女的女人，在人前低人一等，说话没底
气，语言没分量，阿莲受尽了婆婆的冷眼，
苦水往肚子里咽。女儿生下来刚刚半岁，王
福生给建筑工地做小工，意外坠楼身亡。失
去依靠的阿莲，天塌下来一般，要是生个儿
子，还能子凭母贵，只是……！这样一来，
阿莲和女儿便没了立足之地，在走投无路的
情况下，阿莲接受了奶奶的安排，嫁给了父
亲。

我是喝着阿莲的奶水长大的，都说后母
难为人，阿莲也不例外。无论阿莲怎么疼
我，奶奶都不放心把我交给他，生怕阿莲虐
待我，还经常隔三差五地搞突击检查。从我
学说话起，我一直学着大人样叫她阿莲，她
也从来不生气，只是笑。呀呀学语的时候，
大人们都觉得我叫阿莲好玩，后来也就成了
习惯。有奶奶罩着，有奶奶给我撑腰，谁也
不敢说我的不是，我就是家里的小皇帝。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好日子
不长。七岁那年，我和最喜欢的小姐姐（阿
莲的女儿）在河边玩耍，小姐姐不幸落水。
我慌慌张张地叫来父亲，父亲不由分说地跳
下河，去找小姐姐，再也没有上来。

那一年，我的世界大雪纷飞，冷得无处
躲藏。一夜之间，我像变了一个人，沉默寡
言，忧郁寡欢，脸上很难挤出一丝笑容，蜷
缩在自己狭小的角落里，目无他人，自顾自
地玩。邻居都说我中邪了，只有阿莲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从来都不放弃我，说我长大
了就不会这样了。

我不懂阿莲的丧女之痛，更不懂她的丧
夫之苦，也不懂人死的概念，想爸爸和小姐
姐的时候，就嚷着要阿莲带我去找。阿莲经
常抱着我眼泪汪汪，告诉我说，爸爸带着小
姐姐到天堂去了，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还
说，最亮的那颗星星是爸爸，站在旁边的那
颗星星是小姐姐。所以，小时候我特别喜欢
看星星，也总是对着星星说话，总以为爸爸
和小姐姐可以听到。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阿莲也难逃
一劫。后来村里四处谣传，说阿莲是克夫
命，嫁谁谁倒霉。阿莲只是默默地听着，也
不反驳，也不辩解。爸爸和小姐姐走了，阿
莲的心也被掏空了，虽然当年娶阿莲是奶奶
的意愿，但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阿莲是个

善良的女人，那些年爸爸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对阿莲也知冷知热，一家人其乐融融。奶
奶老年丧子，有着和阿莲同样的感受，同样的
痛，后来，奶奶对阿莲温和了许多。

“母爱是天性”这句话是我长大后才懂
的。阿莲把对小姐姐的爱转移到了我身上，有
人说阿莲是在赎罪，因为爸爸为救她女儿牺牲
了，阿莲怎么对我好都是应该的。也有人说，
阿莲是个善良的女人，可惜命太硬了。超负荷
的伤痛让我比同龄人成熟得多，很多事情我在
朦朦胧胧中似懂非懂。好几次，我看见阿莲摸
着小姐姐的衣服，像捧着宝贝似的贴在脸上，
然后脸上挂着两行泪珠，我知道，她在想小姐
姐了。

因为家里穷，因为有个残疾母亲，我的童
年充满阴影。我没有要好的伙伴，同龄人都像
躲瘟神一样地躲着我，即使有个别想和我表示
友好，也会被大人们阻止，怕沾上霉运。我唯
一喜欢的事，就是读书，我的成绩是他们没有
的。每个学期我都能拿回三好学生奖状，阿莲
每次都会拿着奖状，对着父亲的照片又是哭又
是笑，我知道她是在向父亲报喜。

不知不觉我上初中了，除了学费外，学杂
费也多了起来。因为没有收入，没有经济来
源，每期学费都要拖欠，更别说学杂费了。我
交不起在学校搭餐的米，都是早上从家里带饭
去学校中午吃，学费一拖再拖，老师的再三催
费让我感觉很没面子。有一次，我怕被老师催
交学费想逃学，告诉阿莲我不要去念书了。第
一次阿莲打了我，她一边打我一边哭，说我不
读书就会没出息，就会对不起死去的父亲，还
说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我好好念书。我
不依不饶地反驳，一股脑地吐个痛快，还手舞
足蹈地，差点把阿莲推倒，对她嚷嚷：“我就
是不想念书，怎么样啊？你管得着吗？你知道
每次老师说我欠钱，我多没面子吗？你都看不
见，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凭什么管我呀，你又
不是我亲妈，你就是扫把星，克死了我爸爸和
小姐姐……”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半响也没说
一句话。我知道，那一次我伤透了她的心，好
几天我们都不太说话，好几天没见她笑过。她
笑起来很好看的，还有两个小酒窝，我很喜欢
看她笑。其实，她不笑，我已经心慌了，平时
别人怎么说她，她都不当一回事，这回她是真
的伤心了。但她很健忘，没几天就忘了我对她
的伤害，又对我喜笑颜开，我又能看到她的小
酒窝了。大概是一个星期后吧，她递给我五块
钱，叫我把学费补上，自从上次吵架以后，我
没再叫她阿莲，也很少和她说话，有事的时候
只是用“你”字代替，她也感觉到了我的疏
远，极力地讨好我。那时候我很贱，她对我
好，我把她的迁就当成是对她的惩罚，肆无忌
惮，有意气她，她总是用微笑化解我造成尴尬
的局面。

那天是星期五，我记得非常清楚，学校最
后一节课是劳动课，我们班搞完教室卫生就回
家了。回家的路上，远远地，我看见一个人
影，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在顶悬崖边上的一张塑
料纸。悬崖虽然不是深不见底，但要是掉下去
也会丧掉半条命。一下、两下，还是没能顶过
来，人影歇了一会，又要继续去顶，我离得越
来越近了，是她，难道她不要命了？我走过
去，大声喝止：“你不要命了吗？”她回过头
来看见是我，满脸笑容，“狗子放学啦，怎么
这么早啊！”我没理她，只是责问她冒着生命
去捡塑料纸干嘛。她笑呵呵地说这塑料纸可以
卖钱，卖了钱攒下来给狗子下学期交学费，
以后咱们也可以不用欠学费了，咱狗子就不
用受气了。我愣愣地看着她，眼泪不听使唤

门口等我下课，看我出来，交给我就头也不回
地走了。她不是不想和我说话，她是怕同学知
道我有个残疾妈妈而看不起我，每次都是悄悄
地来，悄悄地走。

高考成绩出来了，很理想，她比我还开
心，乐得合不拢嘴。毕业典礼上，学校举行欢
送会，家长、同学都来参加，操场上人山人
海，她没有和我一起去学校，她说去了会给我
丢面子，我拗不过她只好作罢。欢送会开始
了，校长走上台，一阵掌声过后，校长开始发
言：“今天，是我们学校毕业班离校的日子，
感谢各位家长和同学的参与。首先我要请出一
位伟大的母亲，一位身残心不残的母亲，一个
为了孩子读书，四处乞讨的母亲。”台下一
篇寂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校长继续发
言：“两年前，一位母亲一瘸一拐地挑着一担
米来到学校，双膝跪地，求食堂师傅收下她的
米，不要开除她的孩子，米不好不是孩子的
错，她愿意用数量来交换质量，只求学校不开
除她的孩子。她声泪俱下地说，米是乞讨来
的，没有办法选择同一品种的大米，她可以多
乞讨一些，弥补质量，求食堂师傅保密，不要
让她的孩子知道，她是瞒着孩子去乞讨的，孩
子很孝顺，如果知道她在外面乞讨，肯定会放
弃学业。食堂师傅不敢做主，只好上报给我，
作为校长，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什么
理由拒绝她的请求？我有什么理由嫌弃乞讨来
的大米？”听校长说到这里，我惊呆了，心里
无数个疑问，不知道问谁。校长停顿了一会继
续演讲，“很荣幸请来了这位母亲，这位伟大
的母亲，就是张健同学的母亲，大家掌声有请
张健同学的母亲上台！本来她不愿意来的，她
怕给张健丢脸。在座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你们说这样的母亲丢脸吗？”在雷鸣般的掌声
中，母亲被班主任老师领着，一瘸一拐地走上
台。此刻，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心中的愧
疚。当着全场老师、家长、同学的面，我“扑
通”跪倒在她面前，喉咙僵硬，泪水早已模糊
了双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台下的家长、同
学，也都感动得抹着眼泪。

毕业后，我降低要求分配到县城工作，希
望可以好好地照顾她，和她一起生活，我把她
接来城里和我一起住。那段时间，是我们最开
心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人知道，我不是她亲生的。我把每月的工
资交给她，她勤俭节约惯了，买菜从来不买很
贵的，钱拽在手里舍不得花。我叫她给自己添
件新衣服，她笑呵呵地说：“不用，我这衣服
挺好的，钱先帮你攒着，留着娶媳妇用，结婚
了我就交给你媳妇管理。”

我以为她的心脏会永远跳动的，我以为她
会永远这样地陪着我。那天下班回家，我看见
她躺在地上，等我抱起她，放到床上叫来医生
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医生说是急性脑溢
血，我崩溃了。母亲啊！你怎么不等我好好孝
顺你，怎么不给我弥补你的机会？我还有好多
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你还没看见我结婚成家，
怎么就这么走了。

结婚后，客厅里挂着两个相框，没能和母
亲合照一张全家福心生遗憾，我把全家福的照
片紧挨着母亲的遗相。每年我都会领着爱妻和
孩子回老家看看，收拾一下老屋，也算是一种
精神寄托吧！

                     （来源：文章阅读网）

萧 涵 钰 

母   亲

一个老母亲最后的愿望
2013年6月17日上午10时许，湖北省犯人管

教所来了一名特殊的服刑人员家属：一位年近七
旬的老人，穿着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灰色外套，一
手拿着旧床单系的包袱，一手拄着粗树枝做的拐
杖，满身污垢。

这位老人已经67岁，她告诉管教所民警，已
经有12年没有看到儿子了，这次背着馍馍，徒步
11天过来，是因为“近来身体越来越差，眼睛快
要看不见了，怕活不到儿子出去那天”。

老人家住在河南一个贫困山区，一家以务农
为生，家境贫寒。13年前，儿子入狱，老伴受不
了打击去世。去年，小儿子在工地上把腿摔断
了，生活更是每况愈下。但物质的贫乏并没有挡
住老人思亲的脚步。6月6日清早，老人蒸了两笼
馍馍，背上简单的行囊，向湖北省犯人管教出发
了。

一路上，为了节省开支，她晚上睡在屋檐
下、公路边，渴了就喝自来水；饿了吃馍馍，捡
垃圾堆里的剩菜剩饭吃。从家到管教所，有300
多公里路程，老人沿途打听，足足走了11天。

“走进会见室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看到母亲
了，她瘦了不少，头发全白了，衣服都是脏的，
见到我的时候就哭了……”王飞低着头，眼睛里

噙着泪水。
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很大，他2000年参与盗

窃团伙，扒火车时引发重大事故被判处无期徒
刑，当时他的孩子刚刚满月。

来武汉途中，有人给了老人一个蛋糕。老
人觉得那是好东西，舍不得吃，带给了儿子。 
见到儿子时，这个小蛋糕已经过期了。

得知母亲步行过来的缘由，王飞心痛不
已，从不流泪的他忍不住抱头痛哭。看到儿子
在狱中平安健康，听到民警说儿子表现良好，
即将于明年4月出狱，老人家反复鼓励儿子在
狱内安心改造，平平安安，出来后重新做人，
重振家业。

临别前，王飞抓着母亲的手，反复叮
嘱：“一定要撑到我回家那天。”

王飞母子会见时，民警看见，一个发硬的
馍馍从老人家破了洞的包袱中滚出来，老人弯
下佝偻的身子蹲下去捡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衣
袖擦了擦，放回包袱里 。

好心的民警主动拿出随身的200元捐助给
老人作为路费，还买了方便面、饼干等食物送
给老人，让老人安心回家。

（来源：《武汉晚报》作者：张艾、李承远）

地往下流，指着那张塑料纸责问她：“为了卖
钱，你就这么不要命了？你要是掉下去了，我
怎么办？怎么办？”尽管我一直生气不和她说
话，但这些年我们相依为命，怎能没有感情？
她连连说：“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怎
么能不要命呢，我还要看着狗子上大学，将来
有出息呢！”那一刻，我突然好想扑进她的怀
里。她走过来，摸摸我的脸，帮我擦去腮边的
泪水，说我已经长大了，男子汉不能哭，我控
制不住自己，扑进她怀里：“妈，对不起，都
是我不好，我不该和你顶嘴，不该说那些话，
妈妈，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好好读书，听你的
话。”我第一次叫她妈，是发自内心的。她抱
着我，紧紧地抱着我，我感觉到我背上的衣服
湿了，我知道那是她的眼泪，开心的眼泪，激
动的眼泪，多年的酸甜苦辣，在一声“妈妈”
中溶解了。

回来的路上，我一手挽着她，一手提着蛇
皮袋，满满的一袋废品，能换钱的废品，我看
见她幸福的笑容了，她很久没这样笑过了。我
们开心地走着，有说有笑。走到转弯处，她看
见后面的同学追上来了，一把抢过我手上的蛇
皮袋，叫我快走，别理她，不要让同学知道她
是我妈，不要让同学知道我妈在捡废品，这样
我会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同学会笑话我。我
不知怎么搞的，当时眼眶发热，鼻子酸酸的。
同学过来问我她是谁，是不是我妈。还没等我
开口，她就慌慌张张地替我回答了，“不是
的，我不是她妈。”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带
着呐喊的口吻说：“是的，她就是我妈，怎么
了？我妈是最世上最漂亮的妈妈。”当时，她
和同学被我突如其来的反应惊呆了，谁也不敢
说话。

初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我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了重点高中。接到通知书的那天，她点燃
三柱香，把通知书放在父亲的遗像前，叫我跪
在遗像前磕三个头，我遵命跪下。她在旁边念
叨着：“狗子他爹，你看看，你看看，咱狗子
出息了，考上重点高中了，咱们村还是头一个
呀，狗子一定能考上大学，一定能为张家光宗
耀祖，你一定要好好保佑他……”

暑期很快结束，高中在县城，离家很远，
得寄宿。那时候生活费都是交大米，一个学期
交九十斤大米给学校，算是一学期的生活费。
家里的稻谷每年都不够吃，还需用杂粮填补。
上学的米都是她借的，她说不要我担心，她能
借到大米，收成好再还给人家。她三次借来大
米让我交给学校，最后一次总算交齐了。正待
我无债一身轻的时候，一盆冷水又泼向我，食
堂煮饭师傅把我叫过去，严肃地说：“张健，
下学期你不能交这样的米了，你这米又是早稻
米又是晚稻米，你叫我怎么煮饭啊？交不起就
卷铺盖走人吧！”我委屈得想找个地洞钻进
去。回到家，我把食堂师傅的话告诉了她，她
一个劲地说，又让我在学校受委屈了，是她不
好，没考虑周全，下次她去给我交米，跟食堂
师傅解释清楚，都怪她借米的时候没看清楚。

后来的两年半里，都是她亲自给我交的大
米，食堂师傅再也没说过我交的大米不好。我
每年的奖学金足够交学杂费还绰绰有余，学校
有什么赚钱的活，老师都会留给我，我把剩下
的钱交给她。每次放假回去，她都会给我做好
吃的，她最爱给我做我喜欢吃的鱼，自己却从
来不吃，总说她不喜欢吃鱼，说我读书用脑，
多吃鱼可以补脑。后来才知道，她不是不喜欢
吃鱼，是舍不得吃，为了让我多吃点，为了让
我安心地吃，才制造出来的谎言。

高中三年，她从来不会来教室找我。好几
次她烤了红薯送来学校给我吃，只是偷偷地在

愿
天下母亲
健康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