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走了

这一次她真的走远

瞬间脱离了我的视线

犹如医院的白光刺痛了双眼

我四处寻找

寻找呵护我唯一的襁褓

寻找陪伴我56个春秋的妈妈

趟过河流

溅起浪花朵朵

越过高山

任凭脚底磨破

寒风伴着嘶哑的声音

妈妈

您在哪儿……

漫天的雪花纷纷洒洒

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说您来了

抬头仰望

我真的看到了

看到了

空中微笑的妈妈

那种喜出望外

化作了从未有过的甜蜜

365日的望眼欲穿和纠结

竟在这一刻闪电般释怀

当我伸出双手

要将妈妈揽入怀里的时候

妈妈竟如断线的风筝

飞向苍穹

我高喊着

妈妈 妈妈

雪花化成了泪水

去寻找空中那道绚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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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张伯
父挑粪桶的照片，每当凝望照
片上伯父慈祥的笑脸时，一股
愧疚感油然而生……我的伯父
王朝政 1906 年生于门头沟下
清水村。因家境贫寒，10多岁
就随爷爷扛长活、打短工、背大
脚。背大脚(也叫背子手)就是
将有钱人家的山货用背篓翻山
越岭背到城里卖掉，再背回有
钱人需要的生活用品，挣得是

“脚钱”。
伯父不但生性憨厚，对人

热情、为人随和，还是村里戏班的主要演员，主攻青
衣。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就听左邻右舍的大婶大妈
说：“走，看王朝政的王宝钏(大登殿)去、看王朝政的
秦香莲(杀庙)去。”晚年农闲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
都找伯父学戏，伯父不识字但记忆力强，好多戏文都
在脑子里，伯父带出不少徒弟。1955年，生产队烧灰
砸石头，碎石崩到伯父的右眼中，因无钱医治，导致
右眼失明。1957年，村里来了北京大学的下放干部，
还带几位“右派分子”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生
产队也给伯父派了一名叫陈炎的“右派分子”跟伯父
一块劳动。接触几天后，伯父对伯母说:“人家老陈
是大学教授，会说好几个国家的话，就因为给领导提
意见给打成右派了，咱可不能瞎地黑介地使人家(用
人狠的意思)。”伯母也说:“他们干不惯农活，多照顾
人家吧。”每天陈炎教授跟着伯父下地干活，收工时
伯父总让陈教授背半篓东西，而伯父的背篓装的满
满的。时间久了，他们俩人也建起了友情。陈炎教
授返校以后，还两次来下清水看望伯父和乡亲们，陈
炎教授说：“下清水村是他第二个故乡。”

1960年，我上六年级，有天晚上伯父从生产队开
会回来对伯母说：“今儿个开会，队长说从咱队抽一
个人负责学校厕所掏粪工作，半天没人吭声。我就
说不就臭点吗，我去。”我正在旁边写作业，就嘟囔着
说:“假积极。”伯父听到后提高嗓音说:“你咋说我假
积极？当时谁都不吭声，你爸是村干部，我得给他长
脸呀。”我一看伯父生气了，吓得也不敢言语了。伯母
说了我几句，又劝了伯父几句，伯父当时也就没再说
什么。几天后，伯父与其他队的人挑着粪桶拿着粪勺
去学校清理厕所了，然后将大粪挑到村外的粪坑里，
每天往返数次。有一天傍晚，伯父收工回来，兴冲冲
地对我们说:“今儿个挑粪走在公路上，一群放学的丫
头见我们挑着大粪捂着鼻子往一边跑，正好有一辆小
汽车开过来，有个人探出头来说她们，坐小汽车的肯
定是大干部，人家都没看不起咱这挑粪的。”伯父干得
更起劲儿了。有一天，伯父拿着这张照片回来说公社
的人给照的，伯母高兴地将照片放到墙上的相框里。

1981 年，我将 76 岁的伯父接到城里小住些日
子。我陪伯父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毛主席
故居、丰泽园、光绪皇帝住过的瀛台、故宫博物院
等。最让伯父开心的是在广和剧场看了河北梆子剧
团演出的《王宝钏》。回家的路上，伯父跟我讲：“咱
村戏班人少、行头也少，演不了整出戏，只能一段一
段地演，今儿个的王宝钏看的真过瘾。”弟弟来接伯
父了，我们又陪伯父开了次“洋荤”，在新桥饭店吃了
顿西餐。伯父此行非常开心，没想到这竟是伯父最
后一次来京。1985年元旦刚过，伯父病逝。我在整
理墙上的相框时，看着这张伯父挑粪的照片，凝视着
从小把我们姐弟抚养成人的伯父，眼泪一下涌出来，
为当年不该说的那三个字感到羞愧，我再也没有机
会向伯父当面道歉了……

又到清明，我想向天堂的伯父大声地说:“伯父，
我错了！请原谅您不懂事的女儿吧！女儿永远感谢
您二老的养育之恩！”

奶奶的家在内蒙古科尔沁，
她在我两岁半时就离开了我们。
妈妈说奶奶特别喜欢我，因为我
是她最小的孙女。

每次看到奶奶的照片，我都
很想念她。照片中奶奶的头发全
都白了，满脸的皱纹，脸上带着和
蔼的微笑。听妈妈说在我一岁的
时候回奶奶家过年，因为水土不
服拉肚子哭个不停，奶奶就一直
抱着我，三天三宿没有合眼。那
次生病我瘦了一圈，奶奶非常心
疼。在我刚学会跑时很淘气，伸

手去抓桌子上的水杯，水杯里是
刚烧的开水，杯子里的开水一下
子就洒到了我的腿上。我“哇”地
一声大叫，奶奶赶快跑了过来，发
现我的腿上烫了一个大水泡，抱
起我就往医院跑……在奶奶的精
心照顾下，我的腿上才没有留下
疤痕。

我一点也不喜欢寒暑假，因
为我没有地方可去，只能跟着爸
爸去单位或是自己在家。如果奶
奶在就好了，放了假我就可以去
奶奶家了，她一定会给我做——

我最爱吃的红烧
肉和饺子，我也
会陪着她去早市
买菜遛弯。晚
上，我还会给她
捶腿呢！

自从奶奶走
了以后，爸爸就越来越不爱说话、
不爱笑。有一天，看见爸爸在偷
偷地哭，我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
说没什么，我想他一定是想奶奶
了。我也很想很想奶奶，我做梦
都想梦见奶奶。因为在梦里，我

就可以和奶奶在一起了，就可以
让奶奶再抱抱我了！妈妈说，奶
奶每天都会在天上对着我们笑。
我想：我要是努力学习，取得了好
成绩，奶奶一定会笑得更开心吧。

指导教师 陈国龄

北京的天气慢慢转暖，然而每年清
明节前后的气温似乎都在迎合着人们
追思故人的情绪，总会有些风、有些雨、
有些清凉。

今年的清明节，是舅舅去“那边”以
后的第一个清明节。2019年 1月1日元
旦，就在人们庆贺新年的到来，欢欣鼓舞
地立下新年目标的时候，舅舅却再也抵
不过病痛的折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忆里，舅舅是一名很帅的厨师，脱
离了人们对厨师的固有印象——胖。舅
舅不但不胖，身材还不错，高挑的个子，
精湛的厨艺，小时候经常给我做好吃的

东西，在不流行“下馆子”的年代，我们
的口福都来自于这位自家的“厨子”。

舅舅在大部分时候不善言谈，所以
这大概也成了他病灶的症结所在。经
历了时代大潮的洗礼，有的人可以在洪
流中屹立不倒并寻找到更好的出路或
者即便“残喘”于生活也还是能生存；而
有的人随波逐流之后去了“下游”，最终
在终点被推出了社会之外。很遗憾，舅
舅就是后者，经历了下岗的冲击，他的
事业归零，家庭生活也遇到了一些难以
与外人道的问题。情场和职场的双重
打击，让他自此一蹶不振。慢慢的，他

的生活越来越脱离家人和朋友，孤独和
偏激主导了他后来的日子。心情上的
落差，让舅舅的身体也凸显出问题。这
10年来，反反复复的进医院，一阵一阵
的失去意识，抢救之后捡回一条命。人
的精气神真的是有限的，卧床3年之后，
舅舅终究还是没有抗争过病魔，最终离
开了。但或许对于他来说，离开也是一
种幸福吧，再也不用在病床上祈求多一
个明天，再也不用回忆曾经的那些不愉
快。只是，留下的人才是痛苦的。姥姥
年近 80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情，可
想而知；妹妹是独生女，休了长假，在悲

痛中还要料理舅舅后事；剩下的亲人，
虽说是能帮忙的都出力，但是亲近关系
中情感的缺失没有人能替代。妹妹说，
连续几次梦到舅舅在荒芜中求救，在寒
风中说“冷”。我想，这不是迷信，也不
是什么鬼魅，这是妹妹对舅舅深深的惦
念，还有不能陪伴的遗憾。

人的一生很短暂，坚强的人会觉得
经历坎坷是对平淡的丰富；脆弱的人会
觉得困难是生活的绊脚石。人的一生很
漫长，坚强的人喜欢迎接挑战，战胜挑
战，若是白发苍苍，回忆起曾经的“莽撞”
也会欣慰；脆弱的人喜欢抱怨苦难，屈服

于苦难，即便“苟活”，也是度日如年。舅
舅的一生，短暂又漫长。短暂的是年少
时的简单，漫长的是生活的折磨；短暂的
是曾经的快乐，漫长的是情感的失落。

每当人们说起故去的人，总会说愿
天堂如何如何。世人所谓的天堂，是一
个充满美好、和平、温暖的地方，上帝平
等的爱每一个人。我想，舅舅会去天
堂，因为他不曾与人交恶，他善良、真
诚、淳朴；我想，舅舅会去天堂，因为他
没有愤恨这个世界，他只是独自承受；
我想，舅舅会去天堂，因为我梦到他告
诉我，天堂的彩虹很美！

从小到大，我都是个“吃货”，但凡看见好吃的，就挪不动步
了。承认这件事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艰难，毕竟老话儿说得好：“民
以食为天。”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美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
年来，人们餐桌上的饮食、舌尖上的追求无疑为时代车轮滚滚向
前留下“色香味”俱全的注脚。

1978年——1988年。那些辣椒酸菜拌饭的日子，身为“85
后”，我对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印象主要来源于祖辈和父辈的
讲述。爸爸说，那时候在农村老家，生活条件差农活又重，全家十
几口子一起吃饭，加上有好几个能“吃穷老子”的“半大小子”，饭
菜总是不够吃。每天到了饭点儿，桌上照例摆着一大盆糙米饭，
一小盆辣椒炒酸菜。奶奶和爷爷一个打饭，一个监督，只给每个
人盛一碗米饭、夹一筷子辣椒酸菜，调皮的小叔常因为想多盛一
口饭而被奶奶打手背，以示惩戒。自己的孩子哪能不心疼呢？可
有人多吃一口，就意味着有人得饿肚子。奶奶总是抹着眼泪打完
小叔的手背，又心疼地把自己的饭扒拉给他一点。辣椒酸菜拌饭
里，拌得都是辛酸。

1988年——1998年。世上只有妈妈好，用妈妈的话说，我们
这一代人生在“福窝”里了，生下来就没饿过肚子。记得幼儿园的
时候，有一天学校做了油饼，真香啊，我一个没吃够，回家后请妈
妈再给我做。家乡很少做面食，妈妈听完我叽叽喳喳的描述，花
了一个多钟头摸索着做出了一个类似的“产品”，我吃上了“心里
想”，高兴地大喊“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时油还很珍贵，妈妈只给
我和哥哥炸了几个油饼解馋，她和爸爸一个都没舍得吃，还把炸
锅里剩下的油晾凉了又灌回油瓶里留着炒菜。后来，我上小学
了，冬天学校附近总有一个老爷爷推着大汽油桶卖烤红薯，空气
中弥漫着甜蜜的香气，我仿佛被勾了魂似的馋。因为没有零花
钱，我只好流着口水又回家跟妈妈“提要求”。妈妈想了想，去菜
场买来生红薯，放在用来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下面，热气烘上一夜，
早上我就会被香味四溢的热红薯“叫醒”，吃完红薯心满意足地去
上学啦。

1998年——2008年。我爱北京好吃的，哥哥大学毕业后到
北京工作，过年回来时，给我带了一大堆果脯糕点还有烤鸭。我
边吃边咂吧着嘴儿向哥哥打听北京还有什么好吃的。哥哥笑道：

“你个小吃货，北京好吃的可多啦，等你考上北京的大学，自己过
来尝尝吧！”带着对首都的好奇和对美食的向往，我真的考到北京
读大学了。大一第一学期寒假我就胖了十几斤，在火车站我妈差
点都没认出来。憋到回家，妈妈终于忍不住问：“闺女啊，你这是
吃啥啦，胖成这样？”我一边吃着家乡的热干面，一边囫囵不清地
回答：“妈，您不知道北京的饭有多好吃！面食做得特别好，跟点
心似的！还有涮羊肉，超级好吃，虽然刚开始看到白汤锅底我以
为不好吃，但薄薄的羊肉片涮了就起，蘸上芝麻酱可香了，跟咱那
儿不一样！还有，妈您知道吗，他们的豆腐脑卤是咸的，不像咱一
样放糖！”

2008年——2018年。新时代的美味佳肴，这些年来，从吃不
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健康、吃得便利，人们将美食当做一种文化
来享受和传承，我也不用再掩饰自己的“馋猫”属性，更加以“吃
货”自居。想吃自己家做的，各种“厨房神器”一应俱全，电磁炉、
微波炉、烤箱，家庭烘焙一度流行，中国人也能做出西餐；想到外
面吃，各大商场都配套了美食城，打开手机APP，搜索最近的美
食，就能立刻实现“逛吃逛吃”的梦想；想坐在自己家“下馆子”，还
有“风一样的男子”——外卖小哥，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
送餐到家的服务。美食行业百花齐放，为了留着顾客的胃和心，
商家争先提升食品质量、服务品质，让顾客享受“上帝般”的感觉；
为了吃出健康、吃出乐趣，人们不再追求“鸡鸭鱼肉一大桌”，而是
更加注重荤素搭配、绿色饮食，“打包”不再丢人，“光盘”就是光荣。

“吃货”眼中的40年，其实也是祖国繁荣发展的时代缩影。
我坚信，下一个40年，我们这些“吃货”会更加大饱口福，吃出新
时代的美好味道；会更加干劲满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撸起袖子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