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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另一层含义
李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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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回家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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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在城里工作又买了房，自然想到
了在农村老家的父母。他便与媳妇商量，
想把父母接到城里来。媳妇说：“你想尽
孝，我硬拦着，那岂不是我又不孝了？”

春生从媳妇的言语中听出她并不反
对，就赶一个星期天回老家来接他父
母。“我不去！城里比不得在家里自由。”
父亲把旱烟袋从嘴里抽出来，思谋着
说。“爸，去城里住，咱一家人就能在一起
了！”春生劝道：“开始，您可能有些不习
惯，等时间长了就……”“这家里又是猪
又是鸡的……”母亲看来也不愿意走。
春生紧跟着就说：“这好办！把圈里的猪
杀了，肉咱带走。至于那些鸡，就送给邻
居吧。”一时间，老俩口都不吭声了。

“爸，妈，你们就听我的吧！”春生动
情地对父母道：“你俩把我们三兄妹从小
养大，多不容易呀！吃了多少苦、受了多
少累？现在，也该让我们尽尽孝心了。”

“那要不就去？省得叫孩子心里为难！”
父亲偏头征求母亲的意见。见母亲勉强
答应了，父亲回过头又问他：“接我们去
城里住，你和你媳妇商量好啦？”“嗯！”春
生使劲儿点着头。接下来，本该是杀猪
和把家里的几只鸡送给邻居了，但他父

母都不愿意。父亲说：“圈里的猪还小，
杀了怪可惜的。我想先让前院你二妈给
喂着，等再长大些……”“鸡，也叫她先给
照料着，说不定哪天咱还回来哩。”母亲
也这样附和父亲。

春生感到多余地笑笑。就这样，他
带着父母离开熟悉的老家，来到他所居
住的城市。可就在跨进儿子家门口时，
父亲险些被擦得光亮照人的地板滑倒，
是母亲一把拽住了父亲的胳膊。春生便
忙着拿拖鞋让他们换，他媳妇也从厨房
赶过来迎接公公婆婆。

以后，虽是一家人在一起，可吃饭也
客气、说话也客气。他父母在这干净、整
齐的楼房里，过得也十分小心谨慎，一切
都按照儿媳妇的放物习惯行事。尤其在
这城里住，他父母没有事情可做，有时偶
尔去街上遛遛弯儿，也是一个人都不认
识，这样的日子就像在混天黑。想起在
自己家里时，他们除了忙碌，每天还能串
门聊天呢。可现在……这天，趁着儿子
儿媳都去上班不在家，春生父亲对老伴
儿说：“照这么下去，我非憋闷死不可！”

“我也觉得没着没落的……”没承想
老伴儿也深有同感。“这都说‘养儿防老

’，晚辈对长辈要孝顺……”春生父亲自
言自语着：“这把老人接进城来就叫‘孝’
啊？我可不这么看。”“孩子们这也是好
心。”老伴儿感叹着。紧跟着她又发愁地
说：“可咱这心思也不敢和他们说呀！”“有
啥不敢的？你要是张不开嘴，我来和他们
说！”春生父亲像是下定了决心。“咱就说：
从心里感谢儿子儿媳妇的好意！可毕竟
咱俩腿脚现在都还能动弹哩，所以就谁也
先不跟着。”“嗯！”老伴儿使劲点头。

“再说啦”春生父亲又道：“咱儿子这
城里有住处，咱啥时候农活不忙了，想来
还来嘛！”“是这话！”老伴儿举双手赞
成。接着她又叹了口气，说：“想想咱俩
出来这么多日子了，家里那猪呀鸡的，也
不知都咋样了？”“你托付给的事，谁能不
尽心？”春生父亲安慰老伴儿。随后又决
然道：“哼！要是春生和他媳妇硬拦着不
让咱俩走，我就把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告
诉他们！”

这样想着时，老俩口已经收拾好自
己来时所带的衣物。见墙上的挂钟已过
了下午5点钟，儿子儿媳下班快要回来
了，春生父母便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厅的
沙发上，只等着儿子儿媳妇进门了……

在老家，有立夏吃蚕豆的习俗，似乎到了立夏吃了
蚕豆，才算迈进夏日的门槛。宋人舒岳祥在《小酌送春》
中写道“莫道莺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青梅”，可见古人
迎接夏日到来的习俗里也是以品尝蚕豆和青梅为主。

在家乡，蚕豆是最好种植的一种植物，它们根系发
达，不挑剔土壤的肥沃或贫瘠，也不争夺雨露的多少，乡
亲们随手点几粒种子在田间地头，或者菜园的边边角
角，它们就会蓬勃出一片,它们不自卑也不自弃，就在阳
光雨露里快乐地生长。到了花开时节，蚕豆花儿就像在

做一场舞蹈表演：先是一点白白的小芽胞，蜷缩着，慢慢的开始一点点舒展着
腰身，长成了槐花那么大小，饱满鼓胀，嫩嫩的惹人爱，没几天，蚕豆花就伸长
了手臂，一朵朵像蝴蝶展翅一样，翩然在田间地头，飞舞在菜地边缘，引来蜜蜂
蝴蝶的嬉戏。

到了初夏时节，似乎有好多植物都日趋成熟起来。不仅有盛开的火红的
石榴花，还有那些青涩的桃子、杏子，它们高挂在夏季的枝头，圆润青涩。菜园
里的蚕豆也日趋成熟，一排排圆润饱满如碧玉般垂挂在枝头，时刻刺激着你的
神经。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没有什么零食水果，到了蚕豆飘香的季节，
嘴馋的我就会督促母亲去菜地里摘蚕豆荚。摘回来的蚕豆荚，泡在清水里，一
个个像弯弯的小月亮，碧绿莹润，看上去就惹人喜爱。我喜欢在清水里剥开一
个个豆荚，看那些碧绿的小蚕豆一颗颗在水里舞蹈，然后再看着母亲把它们蒸
熟，一颗颗绽放出清香。

蚕豆有很多种吃法，母亲喜欢做蚕豆焖饭，挑一些青绿色的蚕豆加入油盐
炒至入味，再加上适量的大米和水，在小火上焖制一个多小时，掀开锅盖，那米
饭的清香加上蚕豆的清香就纠缠着直窜你的鼻孔，蚕豆焖熟后有点发黑，可是
吃起来却软糯可口，叫你齿颊留香。母亲还喜欢用蚕豆做汤，放入豆腐和木
耳，再扔一把洗净的蚕豆，最后加入搅好的鸡蛋，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浓汤就出
锅了，鸡蛋的黄、木耳的黑、豆腐的白再加上蚕豆的绿，看上去就赏心悦目，让
人垂涎欲滴放不下碗筷。“立夏立夏，蚕豆过夜”，在家乡，蚕豆就像夏天的使
者，立夏前后吃了蚕豆，人们就迈入了夏季，开始了新一个季节的轮回。

如今又到初夏时节，又到了蚕豆飘香的季节，蚕豆诱人的清香让我怀念起
快乐的童年，好想再一次走进我的故乡，体会一下“邻居田埂相逢语，十里春风
蚕豆香”的初夏美景。

午后的小院，榆钱树下斑驳的树影星星
点点散落下来，在那个寂静的时光角落，我坐
在木色的椅子上，手里捧着十分喜爱的《古诗
词》，在那久远的诗词世界里漫步。蜿蜒的岁
月随时光穿越世俗的喧嚣，书页在一翻一合
之间，思绪却早已随风飘向远古的时光岁月。

穿过时光的小巷，思绪已然飘到了衰败
的南唐，我与你终于不期而遇。破烂的囚衣
掩去了你昔日的风华，披散的长发下那张四
十有余的脸上更多了几分苍老的皱纹。是你
吗，李煜？或许你并不想当皇帝吧？亡国之
痛又饱含着多少悲愤悔恨之意，故国不堪回
首纸醉金迷的往日生活，心中又多了几分恨
意。我看见你双手抱头，失声哭泣，那旧时会
换得众人连连安慰的哭声，如今又是那么多
的苍白无力。问君又有多少的愁情是那翻腾

的江水，向远方的大海流去。一杯毒酒让你
葬命，一句词句让你流芳千古。留下的是供
人品读的惋惜绝唱，旧时的南唐歌舞又带来
多少愧疚。李煜，让我漫步那悲情的南唐。

兜兜转转，又是百年。红罗小帐，侧躺
小憩。乍暖还寒的天气里最难熬的不过是
怎一个愁字了得。是你吗，李清照？品一杯
香茗却是苦涩的味道，点一盏红烛又是凄凄
切切的回忆。国破家亡，丈夫病逝，二十有
余的你独守空房，以泪洗面，在这个天气里
你推杯换盏，一杯又一杯。看似清淡的烈
酒，又怎能挡住你内心的孤寂寒冷？远飞的
大雁带走盛开的菊花，细雨淋漓，憔悴不堪，
不正是你的内心吗？看到这般又怎会不愁
呢？叹、叹、叹！假如我是你，我是会另寻他
欢，还是痴情一世？李清照，让我漫步在宋

代词海的世界里。
漫步于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长河中，一

刹那又是战火纷飞的最后的南宋。你骑在快
马上，手里举着那面抗金大旗，努力平静的脸
上却挡不住你“靖康之耻”的悲愤之情。是你
吗，岳飞？雨才刚刚停，你却踏着八千里路云
和月，怒发冲冠，饱含渴饮匈奴血的愤怒，我
看见你眉宇拧成山河，不甘的长啸撕裂着乌
云密布的长空。风波亭的你，会选择就此放
弃，还是收拾山河？我陷入了历史的沉思。
岳飞，你给了我爱国的情怀。

清风拂过我的身边，夕阳快要落山。天
边那最后一道晚霞渐渐淡去，我手里还捧着
那本《古诗词》。我在古诗词的悲情中漫步，我
望着天边的历史烟云，我把书卷又翻了一页。

指导教师：柴华林

小时候的记忆里吃饭是人生重大的事
情，他牵扯父母养活孩子的奋斗目标，牵扯
孩子健康成长要件之重要之一。

那时，街巷传出最多的声音是妈妈喊
各家的孩子：“英子、铁蛋……回家吃饭
了。”可现在到了饭点，我得喊：“妈妈，回家
吃饭了。”而且每次不喊个三五回，她是真
不回家，仿佛我们小时让母亲操心的一切，
又应验到我们身上，反过来我们得操心她
的衣食住行了。

今年83岁的妈妈依然爱臭美喜欢捯
饬自己，可能因其心态好，妈妈前额发际处
竟然滋生出了浓密的黑发，返老还童了，我
为妈妈耄耋之年还有如此超然的样貌感到
高兴，但高兴之余也有烦恼，妈妈腿脚好，

生活能自理，眼下思维还正常，就是做事太
任性。

每日清早，妈妈洗漱完毕，吃过早点
就着急忙慌地往出走，说有老朋友在楼下
等她，我顺着窗户望下去，还真有俩三老
阿姨，看着妈妈与她们接上头，我才放心
地做自己的事情。到了中午，我在厨房做
饭，多少能听到她们在外说着什么，等饭
做好了，我打开窗子喊：“妈妈，回家吃饭
了。”听到我的喊声，妈妈会望向窗子说：

“好的。”结果我喊了好几遍“妈妈，回家吃
饭了。”她回了好几遍“好的，好的……”妈
妈嘴里答应着就是不离她的座位，简直是
让我急不得恼不得，要是当年妈妈这么喊
我回家吃饭，我要是敢迟迟不归，到家非

得挨揍，可眼下我面对83岁的同样需要
管理的妈妈，我是真没辙，一说她吧还怼
我：“别人没走，我咋好意思走啊。”她不是
这样说吗，有次妈妈不在，我下楼跟那几
位老阿姨悄悄说，下次我喊我妈吃饭，您
老几位劝劝她或是您们也说回家吃饭了，
她就回家了。我说了这话，那几位阿姨还
真照办执行了。可是有一次我喊妈妈回
家吃饭，她居然不在楼下，我顾不得摘围
裙，立马在我家小楼附近找妈妈，前后楼
喊遍了也没见妈妈的人影，多方打听有人
说刚才看见妈妈在南门遛弯，有人说看见
妈妈上黑山买白菜去了，我一听就慌了，
因为妈妈心脏不好，虽然看其外貌跟正常
人一样，其实她身体内部机能很差，每天

上15级台阶都得停歇一会儿，进了屋还
得跟我们摆手当时不能跟她说话，就妈妈
这样的身体怎么拿得动一棵大白菜呢！
我越想越着急，顺着小南门、沿着黑山小
道又进了超市找，结果哪儿都没有妈妈的
踪影，此时我更加慌张了，心都揪起来
了。我疾步又去了“壹公里”鲜货市场，一
进门远远地见她在收银台交钱，我的心总
算落了地，我接过妈妈手中的白菜掂了掂
足有三四斤重，我陪着她一路走回一路
说：“您说家里什么鲜菜没有，您为何非得
买棵大白菜，吃饭点到了我找不到您，您
说我得多担心呀！”可妈妈不服地说道：

“白菜是当家菜，我想吃就得买。”看她那
让人急头又不讲理的样子，真想与妈妈互

换角色，她若是我女儿真得揍她。
“壹公里”鲜货市场到我家的路程并不

远，可这短短的路程妈妈歇了四起，就妈妈
现在的身体状况没人陪着可真不行。回到
家，我还想跟妈妈理论，妈妈看到我找不到
她着急的样子，就和我主动拉钩说：“下次
我不会离开你的视线，若有事一定请示
你。”看到她比较真诚的样子，我只能闭嘴
并必须原谅她。

常言道：有妈在的地方就是家，有妈陪
伴的日子就是幸福。为了长期拥有温暖的
家，为了延续幸福的日子，我得好好陪伴妈
妈。现在到了吃饭点，我还是打开窗子一遍
一遍的喊：“妈妈，回家吃饭了。”妈妈还是望
向窗子一遍一遍地回，“好的，好的……”

男人挑水挑着日子

女人种豆种着日子

日子就是清水河赶着去见永定河

日子也是西胡林的老杨抽烟发呆

老杨娶了东胡林的女人

东胡林的女人像玛瑙似的葡萄

老杨爱一架架葡萄

海棠树下他笑眯眯喝着太阳

喝足了一晌午的春光

春天的花草和榆钱带着讯息

他翻地像在熟一张老牛皮

先人长睡的泥土有老牛的纹理

一个拖拉机头接替牛的位置

有时他把花插在机头

就像看着了那头老牛

二月兰在河谷开了紫色的脸

它轻弹了一下指尖

就有一双野鸭从水面起飞

两朵飞翔的爱情有着金色的花边

镶嵌更浓更深的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