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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束
看麦娘
□潘艳菊 文/图

■图片故事

乡野间有一种朴素的植物，
它没有玫瑰的娇艳， 没有百合的
高雅， 没有栀子的清香， 但它在
风中的摇摆一样是为了表达自己
的情意， 如果你有心， 一样可以
读出奇花的芬芳。

这就是看麦娘， 一年生草本
植物， 田间地头或浅浅的水沟边
都有它平凡的姿容。 它有椭圆形
小穗， 上面结着橙黄的药粉， 腰
杆间笔直地斜插着两片黄绿色的
叶子。

小时候去地里拔草喂兔子，
我讨厌采它。 它的根很牢固， 好
像不愿跟着我的篮子回家， 再加
上它实打实一点不蓬松的样子，
不能让我伪装出一个篮子很沉的
姿势经过在菜地劳作的妈妈，嗨
哟嗨哟， 声势很大地到兔笼边上
表演一番，我就更加喜欢不起来。

多年以后， 读到池莉的小说
《看麦娘》， 我才开始重新审视这
种植物。 “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
都回护着麦地， 无论日出日落”。
读完小说， 总觉得有那么一点象
征意蕴： 那就是对一个生命主体
柔韧顽强的生命力的赞叹， 对自
觉自愿尽力守护其他生命的行为
的褒奖！ 连草木都有本心， 何况
人乎？

是的 ， 看麦娘只是一株杂
草， 然而， 却与粮食相依相偎。
从 看 麦 娘 这 个 名 字 就 知 道 ，
“娘 ” 代表安宁与平静 ， “娘 ”
“无论日出日落” 都在 “看” 着
麦地， 这就够了。 清代文学家顾
景星在 《野菜赞》 记述道， “有

看麦娘， 翘生陇上。 众麦低头，
此草昂望 。 布谷飞鸣 ， 妇姑凄
怆。 谁当获者， 腰镰而往。” 它
生生世世坚守内心， 用温暖的根
须拥抱麦田， 用昂贵的头颅守望
众麦。 那是一种不可阻挡的爱。

抬起头来守护， 这是它的生
存信仰， 就像一位母亲忠心守护
她的孩子。

妈妈老了， 得了严重的病。
十月怀胎 、 生儿育女 、 相夫教
子、 孝敬公婆、 参加工作劳动、
经营邻里关系， 筹备儿女婚嫁、
帮儿女带孩子……以一生守护了
五个儿女的幸福。 她也曾是过宝
宝， 而现在一脸沧桑； 我也曾是
过宝宝， 而现在一脸烟火。 她曾
给我最好的给予， 我却从未给她
回报， 一长大， 便一心往外飞。
我的双手不是在为她的浆洗、 忙
碌家务中变粗糙的； 我的一颗心
不是在为她千转百回中结上硬壳
的； 我的身体不是在为她忙碌奔
波中疲惫不堪的。 作为一个不善
倾诉，以表白为羞的人，我甚至从
未对她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

如何报得那三春晖？
此刻我的脚下， 看麦娘， 一

簇簇， 矮小、 敦实， 太阳普照其
上， 为它们镶上了金边。

我把手伸向看麦娘， 我要采
一束送给妈妈。 谢谢你出现在我
的生命里， 带给我安宁和幸福。

■青春岁月

父亲的“江湖”
□马海霞 文/图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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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平 文/图

绽放在城市副中心的
五朵金花

■家庭相册

土命难改
□祝宝玉 文/图

“整天让我蹲在石头上 ， 非
把我憋屈死不可。” 母亲从乡下
搬到城里我家住的那段时间里经
常向我埋怨。 由不住， 我 “放”
母亲回去了。

自打落娘胎， 还是小女娃子
的母亲就与泥土打成了一片。 那
时节， 农活重、 子女多， 大人们
是无暇看护孩子的， 到哪块地里
干活， 就把尚不会走路的幼童放
在地头 ， 任由他们在泥土里滚
爬。 正因此， 农村的孩子早早地
学会了跟泥土打交道。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小学
没上完，十来岁时，母亲就承担起
了家里洗衣做饭的活计。再后来，
有些力气了，就跟着大人下地干
活。 即使后来嫁给了我父亲， 还
是要下地干活， 因为我父亲是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 种地是他们唯
一的营生。 母亲大半生都没离过
村庄， 更没一天不和泥土厮磨，
以致年老了， 对土地的情愈加深
厚， 一日不着泥土都慌得很。

我劝母亲把家里的五亩多地
让给别人种吧。 母亲严厉地瞪了
我一眼， 说： 别看我只剩下一把
老骨头了， 干起活来， 来个小年
轻也比不过我。 更何况， 那五亩
多地是咱家的宝地， 没它们早把
一家老小饿死了。 母亲说话从来
都是那么直， 对子女亦是如此，
可她说的总在理， 不得不让人心
服口服。

可毕竟母亲年纪大了， 逢麦
收忙碌之时 ， 我总得回老家一
趟。 当然， 而今不再是用镰刀一
把把割麦子了， 联合收割机一下
地，不消半小时，一大块地的麦子
就收割完毕。 我和母亲在地头把
大塑料布铺好，等着麦子从粮仓
里流下来。 哗啦啦， 一阵麦流汹
涌而下， 这一年的麦收工作就结
束了。 望着一粒粒金黄的麦子，
人心里不禁地喜悦起来， 这就是
收获， 收获总是能给心灵带来满
足。 这也是土地给予我们的。

母亲常说， 土好， 人的命就
是土做的， 跟土近， 能通地气，
接上人气， 活得就顺畅。 年轻时
我不认同母亲的话， 觉得简直是
信口开河， 等我参加了工作， 住
进了水泥丛林， 阅历也多了， 反
而觉得母亲说的对。 整天蜗居在
楼宇狭窄的小格子里 ， 远离泥
土， 不接地气， 活得好不烦躁。
到田野里走走，手里攥一把土，无
遮拦的视野全是绿，这个时候，心
气才畅快些。 怪不得母亲不愿意
生活在城市里， 这里太闷了。

人吃土里长的粮食， 时间长
了， 人也成为泥土的一部分。 母
亲信土命， 告诫我： 一定末了把
她交代给泥土。 这话说得含蓄，
大概是怕我悲戚。 母亲的担忧是
多余的， 我知道母亲的秉性， 我
更知道我们这些土里长出来的人
的最终归属在哪里。

58年前 ，电影 《五朵金花 》风
靡全国，五位美丽善良、勤劳的姑
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现如今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A2工程中也有个
“五朵金花”， 她们在各自平凡的
岗位上绽放， 干得有声有色。

提起办公室主任郭岩， 在城
市副中心A2项目人人皆知 ， 都
知道她是项目部的当家人， 她既
要负责所有人员的吃喝拉撒工
作 ， 又要负责各项行政办公工
作。 哪个部门的打印机没有硒鼓
了她要管， 会议室需要开会做准
备， 她也要管， 就连外施队的对
讲机出了问题， 都要找她联系厂
家修理、 更换， 工作非常琐碎。
但她却从不厌烦， 管理得井井有
条 。 项目部后勤的所有大事小
情， 对于她来说都是了然于胸。
当有人称赞她时， 她却总是说，
这是我的分内工作。

李晶晶是商务部的一名预算
员 ， 兼职A2项目指挥部团支部
书记， 主要负责各劳务合同的签
订和配合总包进行材料、 设备暂
估价和专业分包招标采购工作。
由于工期紧， 现场前后有13支劳
务队伍， 每个队伍都要收取各种
劳务资料， 编制劳务合同， 确保
用工合法。 对此她要经常往返于
集团总部与工地之间， 无论是严
冬还是酷暑， 从未间断， 作为90
后的她从没叫过一声苦， 喊过一
声累， 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 她
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陈晨到北京建工安装集团工

作已经5年， 在A2项目商务部负
责申报进度款、 签证以及劳务结
算等工作， 所接触的都是施工过
程中的各项生产数据， 因此就必
须要求工作细致、 认真， 容不得
半点马虎。 尤其是每个月劳务结
算工作， 由于工程的工期非常紧
张， 施工人数高峰时达到了800
多人， 劳务结算量非常大， 加班
加点是常事， 有时候甚至加班到
夜里两三点钟。 但是为了不影响
工作， 加班后第二天仍旧继续坚
守在岗位上。 她说： “我是共产
党员， 所有的工作、 困难我都应

该抢在大家的前面、 冲在大家的
前面， 这是我的本分。”

预算员彭晓霞， 在 “五朵金
花” 中年龄最小， 是一名2014年
入职的学生党员， 与陈晨在一个
部门。 工程开工后， 由公司科室
调至项目负责工程的生产统计报
量以及工程变更、 洽商、 签证的
编制工作。 为了做好工作， 彭晓
霞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学习、 钻研
业务知识 ， 确保把工作学精学
透， 对于做完的各项报表反复核
对、 验算， 确保准确无误。 她在
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到项目工

作以来， 我深刻地体会到基层与
公司科室的许多不同之处， 虽然
工作性质并没有改变， 但工作内
容却有了很多不同， 收获颇丰。
在工地上无疑是辛苦的， 但学到
的是一些现实、 直观的知识， 也
锻炼了我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年轻是 ‘90’ 后的资本 ， 我坚
信， 自己付出的一点一滴都会非
常有价值。”

张晓燕是一名材料员， 主要
负责现场设备、 材料的进场报验
和发放工作， 这项工作基本上都
是在露天进行， 冬天冷夏天热，
工作很辛苦， 但无论是严冬还是
酷暑， 她都是一如既往。 无论是
什么时间， 她都是随叫随到。 即
便是中午休息时间， 遇到施工班
组领料， 她也是起身就走， 从不
拖沓。 有人劝她说： “你一个女
同志， 该歇会就歇会， 别太玩命
了。” 张晓燕却说： “我们材料
部本来人就少 ， 一个萝卜一个
坑， 现场施工这么忙， 我要是歇
一会就会影响一大批人， 决不能
因为我而影响了工程进度。”

五位朴实的姑娘， 她们没有
豪言壮语、 丰功伟业， 有的只是
无私奉献、 不计得失。 就像绽放
在城市副中心的 “五朵金花”。

那年我高考结束后， 被父母
强行推出了责任田。 父亲接下来
的话在我意料之外， 他打算送我
去附近的医用器材厂打零工， 理
由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万一考
上了大学， 学费生活费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

第二天， 父亲领着我进了车
间， 把我带到了车间主任面前后
扭头便走了。 车间主任喊来一位
姓丁的代班，让我跟着她干。丁代
班瞅了我几眼， 面无表情地递给
我一个塑料篮子，让我去一旁的
桌子上取料， 取完回到座位上。

我们这一班有30位职工， 全
围坐在一张大案桌干活。 我刚开
始干， 和老职工没法比， 虽然我
一上午不停地在干， 但才挣了两
块钱 ， 手指头还被针头扎出了
血。 我明显感觉到丁代班看我时
嘴角露出的一丝蔑视， 同事中也
有嘲笑的声音传入我耳朵。

中午回家吃完饭， 我向父母
宣布再也不去上班了。 然而， 父
亲严肃地说， 不干不行， 怎么也
得干上一个月……当我好不容易
干成了熟练工， 在同事中还发展
了几个死党， 丁代班对我的态度
也柔和了许多之时， 父亲又给我
找了工作， 让我帮邻居看摊卖衣
服。 邻居从事服装批发生意， 父
亲告诉人家 ， 不需要支付我工
资， 让我学点儿生意经即可。 此

后， 我每天一早5点就得骑着自
行车赶到批发市场 ， 帮邻居出
摊、摆货、卖货、送货，偶尔还跟着
邻居的婶子去外地进货。

临上大学前， 父母商量后决
定， 让我自己去大学报到。 临行
前那天晚上， 父母和往常一样 ，
气定神闲地吃饭闲聊， 一点儿离
别的担心都没有。 多年后， 我问
起这事时， 母亲才说出了答案：
原来高考完父母就故意把我推向
了社会。 经过两个多月的闯荡，
发现我不是书呆子， 适应能力超
强。 母亲说， 我外出千里读书，
她不再担心了。 父亲笑着说， 咱
家姑娘， 要是路上遇到骗子了，
谁骗谁还不一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