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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只
有一个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 那个
人， 就是母亲。

这段时间， 我的工作很忙。 酷暑
高温 ， 我与同事们一起上街拆除违
建。 这项工作很难做， 群众不理解是
最主要原因。 所以我耐心地跟他们做
思想工作， 经常说得口干舌燥。 做通
了工作， 我们还要顶着太阳进行拆除
工作， 有时很晚才能下班。 那次回到
家， 我的脸晒得黑红黑红， 胳膊都晒
蜕皮了。 母亲见了吃惊地说： “你这
是打仗去了？” 我笑了笑， 简单向母
亲讲了下工作。 她立即开始责怪我：
“那么热的天， 怎么不知道偷个懒？”
当初供你上学， 为的就是让你坐个办
公室， 现在倒好， 还不如不考上大学
呢！” 我觉得母亲又好气又好笑， 说：
“妈， 干工作怎么能怕吃苦呢！ 正因

为我工作上进， 单位上上下下对我评
价都很好。” 母亲气呼呼地说： “我
不懂什么见识不见识， 评价不评价，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你受罪！”

母亲的一句话， 让我的心忽然一
动， 别人都只看到你在人前的光鲜，
只 有 母 亲 能 看 到 你 人 后 的 疲 惫 。
你的累和苦， 到了她那里会加倍， 所
以她经常小题大做， 只为了你过得轻
松些。

我业余时间写稿子， 挣点稿费补
贴家用， 另外还有点小虚荣心， 就是
想让人知道自己还有点小才。 有时忙
到大半夜。 有一次， 母亲半夜起来发
现书房的灯还亮着 ， 她轻轻推门进
来。 我扭身看母亲， 看到她眼睛里满
是心疼，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摔倒后
她疼惜的眼神 。 母亲轻声对我说 ：
“你工作就够累的了 ， 还不好好歇

歇 ？” 我说 ：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 ，
累点是应该的。” 母亲叹口气， 给我
倒了杯水， 默默离开了。 我的文章发
表得越来越多， 大家都夸我， 我心里
颇有些得意， 写作更勤奋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母亲回了一趟
老家， 回来后带回了三万块钱。 她把
钱递到我的手里说 ： “这是我攒的
钱， 上次你说日子过得紧巴， 我就都
取出来了。 有这点钱， 你就不用过得
那么累了！” 我的鼻子忽然一酸， 眼
泪差点掉下来， 因为我知道， 这些钱
是母亲多年的积蓄。

那个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人， 眼
里心里都是你。 没有哪个母亲， 愿意
看到儿女受累， 她宁愿舍弃一切换你
的安宁。 你周围的人， 关注的是你身
上的所谓光环， 只有母亲希望你不为
任何东西所累， 过平静安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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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相亲失败了， 我的心情像
天空一样， 布满了阴云。 但周六是父
亲的生日， 我必须强打精神应付。

每年父亲过生日， 长辈们都会登
门道贺， 热闹一天。 他们边吃边喝，
边关心我的终身大事。 我只得借口要
出差， 周五晚上， 安排父母吃海鲜自
助餐， 算是提前给父亲过生日。

父母一边唠叨我乱花钱一边喜滋
滋地换衣服。 到了酒店门口， 父母双
双抬起头来 ， 仰望着豪华气派的大
楼， 啧啧称赞。 走进酒店大堂， 面对
着眩目的装潢， 更是暗暗咋舌。 我的
虚荣心得到满足。

我沿着餐台， 兴致勃勃地给父母
拿吃的： 开胃小菜、 三文鱼、 基围虾
……吃着烤生蚝， 剥着虾壳， 听着煎
牛排的 “滋滋” 声， 父母脸上荡漾着
幸福的笑容。 不一会儿， 父母眼前的
盘子空了。 我舔了舔指头上的香味，
拿过一张餐巾纸， 故作优雅地擦了擦
手， 道： “牛排还没煎好， 我再去看

看有什么好吃的。” 我刚站起来， 母
亲也赶紧站起来， 说： “我也要去。”

沿着 “凹” 字型摆放的餐台， 我
们依次掀起一个个餐盒盖子， 评这个
色， 挑那个香， 选那个味。 主食区的
餐盒盖子都开着， 打头的是包子， 五
个猪仔包排着不规则的队伍， 笑眯眯
地望着我们 。 猪仔包的样子像头小
猪， 白生生、 圆滚滚面团充当身子；
椭圆的头部点了指甲盖大小的一点胭
红， 就是嘴巴； 两块掺了玉米面的淡
黄面皮左右分开， 斜斜地贴在嘴巴上
方， 就是耳朵。

母亲指着猪仔包 ， 高兴地说 ：
“夹两个， 我喜欢吃包子。”

我看着她手里的盘子，轻声劝道：
“咱们可是花了158元一个人呢， 吃点
贵的。 ”“我想吃包子。 ”母亲犹豫了一
下，又轻又坚定地回复我。

我只得给她夹了两个， 母亲端着
包子， 径直走回到座位上。 父亲瞧了
瞧，伸过筷子夹了一个。

“这个包子，比起我头回蒸的，哪
个好吃？”母亲含笑问他。“一样好吃。”
父亲嘴里含着食物，口齿含混地点头。

不一会儿，牛排端上来了，我教他
们使用刀叉切牛排。 父亲很快学会了，
母亲手忙脚乱，怎么也切不好。 父亲看
着她笨拙的样子，脸上浮起一丝窃笑：
“你不要切啦，喏，”他把切好的牛排送
到母亲盘子里，“我来。 ”

晚餐后，我们三人吹着风，散着步
回家。“今天晚上，哪个最好吃？”我问。
“包子！ ”母亲自豪地说，“你爸说我做
的包子，和酒店里的一样好吃。 ”她的
眼里，闪烁着少女那样活泼的光芒。

我笑着摇了摇头，沉默不语。 在我
眼里，自助餐要吃贵的才划算；在母亲
看来，要吃就吃喜欢的，不用管贵贱。

对吃包子的态度折射出我们的婚
姻观。 母亲当年嫁给穷得叮当响的父
亲，是因为她喜欢父亲这个人；而我，
只选贵的，忽略对的，挑来挑去，成了
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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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草
青青盆中草
静静吐芳华
泱泱君子态
落落居贫家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山居
太阳出来暖洋洋
洒扫庭除灌满缸
山居自甘老农乐
不问谁当大小王

物尽其用
天生吝啬难弃物
笨手拙技修破车
共享经济虽遍地
还是自然合其辙

采薪
假日归山去
闲来砍柴薪
人间无烟火
何来乡愁吟

慢阳光
□赖杨刚

月色
慢在土墙上
那些从城里来到小村
陪我们
把宁静捡起来夹在梦里的人
你睡得好吗

跟着我去树林外面提水
你还不习惯弯路
上坡下坎
小心翼翼
在木桶里
稳住小溪

走得阳光那样慢
不让清澈
溅落岔道口
再也找不见

一会儿的叶子

阳光认识我
像认识一只蝴蝶
因为风
心情
一会儿远
一会儿又近

叶子
还沒有被带离流水
闪烁的秋天
就回来了

不知不觉
没有惊动任何人

炊 烟

向上爬
你喜欢弯路
只为每个转角处
遇见故乡

疲惫之美

在你的周围
叶子绿着
风吹得不快不慢

蜻蜓飞上飞下
鸟鸣
都有着庄稼特殊的香味

这些风景
都让你的疲惫
美成了
不知名的野花

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
都冒着阳光
遍地温暖

（外三首）

爱情就像吃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