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妈妈：
您好！
至今，我也不明白，是什么让您纵

身火海，舍己救人；是什么让您跳入河
中，英勇救人；是什么让您见义勇为，生
死相救……

妈妈勤劳能干，心地善良。1971年
秋天的一个上午，作为班长的妈妈，带
领一班人正在田间劳动，忽然听见小孩
的呼救声，急忙向河边跑去，看到一个
小孩在水中挣扎。情急之下，妈妈奋不
顾身地跳下河，将小孩从 6米深的河中
抱上岸。经过急救，奄奄一息的 5岁男
孩转危为安。妈妈勇救落水小孩的事迹
在当地传为佳话。

61年前，一个冬日的午后，正在种
菜的妈妈，发现邻居家，厨房冒着火苗，

立即扔下手中的农具，赶往失火现场，
边跑边呼救：“失火了，快救火。”跑到邻
居家，厨房上浓烟滚滚，隐约听到小孩
啼哭声。妈妈冲进火海，顺着哭声摸到
摇篮拼命往外拖。幸亏妈妈抢救及时，
挽回婴儿的生命。但至今小孩脸上还留
下烧伤的疤痕。那年，妈妈 24岁。

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个春寒料
峭的早晨，73岁的妈妈在河边锄草。突
然，大河对面传来呼救声：“快来人，救
命啊……”妈妈循声望去，邻居柏老太
落水，命悬一线，关键时刻，妈妈紧跑过
去，连棉衣也没脱，跳进冰冷的水中。由
于妈妈年老体弱，透支严重，拖着柏老
太的手几乎没了知觉，但妈妈还是用尽
全身力气，将柏老太拖上岸。柏老太得
救了，妈妈却累得在河边坐了大半天才

缓过神来。看着柏老太平安无事，冻得
浑身颤抖的妈妈才回家。事后，柏老太
的儿子当面致谢时，妈妈说：“我这把老
骨头能救人，心里高兴啊。”当《76岁老
太落水 73岁农妇相救》经《盐阜大众
报》等媒体报道后，村民们纷纷为妈妈
竖起大拇指。

妈妈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们兄妹，年过半百的我，被评为“最美射
阳人”。妈妈看到我手捧“最美射阳人”
奖杯回家，激动无眠，她讲述了一次次
见义勇为的行为。今天，我第一次写信
给 85岁高龄的妈妈，尽管妈妈目不识
丁，但我还是写下妈妈一个个惊心动魄
的瞬间，写下妈妈巾帼不让须眉的壮
举，写下好人妈妈的故事，以此激励我
成长。其实，在我心目中，一直想说：“妈
妈，您最美！”

女儿 李建霞
2019年 5月 12日

妈妈，您最美

我喜欢和母亲说话，更爱听
母亲唠叨。当然，这是长大离家以
后的事。

小时候在家里，我可不是这
样。那时候，一听母亲开口，我的
头就大，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避开，实在无法逃跑，也专心致志
地想某件事，让母亲那如潺潺溪
水的话语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
出。是的，母亲有时会骂我，但更
多的时候是以温和的绵绵不断的
言语对我实施教育和驯化。只要
我在她的视线之内，或者她虽然
看不到我，但感觉我能听到她的

声音时，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随便捡起件芝麻
大的事，就能说上好一会儿。我时常觉得，母亲
的唠叨话汇成了一条河，把我淹得喘不过气来。
要说母亲的唠叨也有特别之处。我能听到的，只
是她在给我讲道理，告诉我这不能做那不能说，
这应该怎么做那应该怎么说。最多也就是谁家
的孩子做得比我好，谁家的孩子比我听话。其他
的，母亲从不在我跟前说起。

成家后，我不常回家，和母亲当面交流的机
会少了，那就打电话吧。母亲是个很节省的人，
可拿起电话就顾不着电话费了，每回都是我提
了好几回，才能挂断电话。每次和母亲见面，我
都争取多用一些时间陪她，帮着她做些事。与其
是做事，还不如说是创造一个机会听她唠叨。现
在，母亲的唠叨内容发生了变化，她会不厌其烦
地说我小时候的事，会说些东家长西家短和父
亲这不好那不如意的话，还会说我过去熟悉的
那些邻居乡亲现在的情况。

我知道，这是母亲的心态发生变化。她觉得
她的儿子长大了，儿子在外的生活她很陌生，许
多话题她是想说而无法说出的，那只能拣那些
我们彼此都了解的话题。小的时候，母亲的唠叨
多是用在如何使我长大成人上，而现在，她虽然
以唠叨的方式在享受天伦之乐，但其中浓浓的
关爱却如同她脸上的皱纹一样更密更深了。

现在，我为我儿时厌烦母亲的唠叨感到羞
愧，因为我在母亲的唠叨中感受到只有母亲只
有亲情才会有的温暖。浸润在母亲的唠叨中，我
的情绪得以放松，焦躁得以平息，灵魂得以纯
净，仿佛置身于世外桃园。

小时候，我从没听说过母亲自己提起自己
唠叨，可现在母亲和我说话时，时不时地会说，
人年纪大，嘴就唠叨了。不是母亲真切地感觉到
她比以前唠叨了，而是她担心儿子没有耐心听
她说话。想到这些，我的心就生疼。母亲啊母亲，
长大的儿子，不再嫌母亲唠叨。能被母亲的唠叨
拥抱着，那是一种幸福，一种世上无可比拟无可
取代的幸福。

母
亲
的
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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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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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正常思维和日常表达中，可以说
没有人能说自己妈妈是一个爱撒谎的人，也
没有任何妈妈从小教育自己孩子学会撒谎。

但这世界上就是存在着某些悖论，比如
今天我要说的正是有一种谎言叫妈妈的爱。

这出于我的亲身感受，也出自我的一生
观察。

虽然每一位妈妈的这类谎言表现各异，
但就其代表性而言，又有惊人相似的共性。

首先，说说“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吧，在物
质匮乏的年代，“食”更是天大的事。那时听到
妈妈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饿，我吃过了”。
“我从来不爱吃这个，你们先吃”。可就在这看

似合理合情的话语中，藏着的是一颗纯洁的
母爱之心。我们从饥饿岁月走过来的人，都会
从妈妈小腿肚子一按一个坑的浮肿状态中，
论证妈妈说不饿，说不爱吃，不过是一种充满
大爱的谎言。结果呢，子女健康了，而妈妈却
患上了营养不良，或者胃病便伴随一生，那就
是饿出来的病。即便如今，当了妈妈们的女
人，还不都是把最好的省给子女吃，让给子女
穿，而她们自己，却总是捡剩下来的吃，还装
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露出一脸幸福的笑
容。

妈妈的谎言，说得最多的还有一句“我不
缺钱”。什么意思？如果放在现在，或许是因为

妈妈在岗位退下来有养老金，而在过去，作为
农民身份的父母是没有一分钱的老本，是真
正的“无产阶级”，那怕有点积蓄，也不可能成
为了不得的大数。但当做儿女的隔三差五留
点钱给父母作生活费用时，妈妈总是从牙缝
中省点下来，不管什么时候，你问妈妈差不差
钱，回答的绝对是“不差”。背后的实际情况
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刨园种菜，省吃俭用，
到头来还是把子女们给的钱大多完璧归赵。
问题的根子在于“舍不得子女”，自己老了，不
需要再用钱，孩子们的日子却长着、用钱的地
方多着呢！

最让子女们遗憾和痛心的一句话，是妈

妈说的“我没事”。电话这头是急切的问候，电
话那头是干脆的回答。说“我没事”，其实那是
怕子女分心。其实说着这句话，或许正是妈妈
病痛在床的时候，或许正是妈妈被确诊癌症
晚期的日子。不增加子女的负担，不拖累子女
的生活，一腔母爱，于这三个字中，透出的是
永恒的温度和持久的深情。

最残酷的是，对这类妈妈的谎言，作为子
女，小时候乃至长大成人后往往听不明白，可
一旦明白了，可敬、可亲、可爱的妈妈又早已
不在。

妈妈的这类撒谎，换来的是子女们的撒
娇、撒欢、乃至撒野———在妈妈的怀里、妈妈
的家里、妈妈电话的那头。

这类谎言在延续，这种妈妈的爱在传递、
传播和传承，一代接着一代。

让我们早点明白，有一种谎言叫妈妈的
爱；让我们永远记住：有一种谎言叫妈妈的
爱。

有一种谎言叫妈妈的爱
张锋

那拉提骑马

老夫聊发少年狂，
草原骑马皮鞭扬。
过上一把游牧瘾，
天山白云连吾乡。

一睹吐鲁蕃

终于一睹吐鲁蕃，
葡萄沟里用中餐。
先看著名坎儿井，
再游滚烫火焰山。

游都拉塔口岸

神圣国徽映国门，
雄壮国歌唱囯魂。
庄严国土寸寸美，
鲜红国旗五洲尊。

赠盐城援疆组

盐阜赤子援新疆，
万里之遙别故乡。
大漠风沙受洗礼，
热血男儿志四方。

新疆行四首
颜玉华

城乡故事多，
吹拉唱弹歌。
徐秀娟芳逝，
红丹鹤乐皤。

请您来作客，
栽树去娑婆。
复审文明创，
骈驱日月和。

鹤乡“故事”多
车稳进

五月的烟雨
裹挟着清晨的鸟鸣
轻轻飘来
丝丝缕缕
萦绕在我的心田

五月的烟雨
撩拨了我的灵魂
点点滴滴
洒落在无垠的旷野
润绿了万水千山

五月的烟雨

缠绵如梦
淋湿了我的诗篇
她如醉人的恋曲
醇香的美酒。
让我无限迷恋

五月的烟雨
如同梦中的你
扯不断我的缱绻
在融融暮春中前行
相约在叶绿蛙鸣的
日子里……

五月的烟雨，
扯不断的缱绻

谷子

人言四月芳菲尽，
千鹤湖里春风荡。
树绿花红丹鹤舞，
旗袍亦来秀春光。
雀萍老师献佳作，
射阳是个好地方。
老年大学站位高，
学以致用导正向。

文化也是软实力，
精神文明须力倡。
改革开放任繁重，
沧海弄潮济远航。
蓝图已绘贵落实，
两个文明双肩扛。
撸起袖子加油干，
旗袍再秀鹤家乡！

旗袍秀春色
满满正能量

———大型旗袍秀《射阳是个好地方》观后感言
蔡宝培

母亲住在乡下，种点蔬菜瓜果，养
群鸡鸭，日子倒也过得自在。

前几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
留下后遗症，每到冬天就咳嗽得厉害，
特别害怕冷风吹。我请人在老家隔开一
间小屋，安上铁炉，专门用作母亲烤火
取暖用。一到冬天，那屋檐下就被我码
了整整齐齐的劈柴，够母亲烧几个冬天
的。但母亲总是舍不得烧炉子，说费柴
火，实在太冷了才去烧一把。我们回家
少，总是在电话里反复嘱咐母亲多烧炉
子，免得冻得咳嗽。母亲答应着，我知道
她背着我们肯定还是舍不得烧。

去年冬至那天，我和妻子回老家，

帮母亲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母亲
喜出望外，忙进忙出，把那铁炉烧得旺
旺的，小屋里如春天般温暖。晚饭后，我
们一家人围着火炉聊天，温馨而美好。
“妈，从今天开始进九了，您再教我们
《数九歌》呗。”妻子在给母亲洗头，我央
求着母亲。“好哇，听好了呀！”母亲低着
头清了清嗓子，“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
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
河冻开，八九燕归来，九九加一九，犁牛
遍地走……”母亲小声唱着，这熟悉的
民谣勾起我儿时的回忆。

小时候喜欢赖床，特别是三九天不
愿早起。母亲总是鼓励我们，告诉我们

冬天数着过就不冷了。我们好奇地问母
亲怎么数冬天，母亲就教我们《数九
歌》，从一九二九数到三九四九，数到五
九六九时就差不多过年了。所以那时候
倒没觉得冬天难熬，数着数着就过去
了。我们放学回家，常常问母亲进几九
了，母亲总是笑着说快到几九了再过多
少天就过年。我们总是满怀期待，因为
过了年春天就到了。
“小时候您陪我们数九，现在您年

纪大了，我们也陪您数九吧。”我朝母亲
一笑。“好哇好哇，我巴不得呢！”母亲也
笑逐颜开。自此，每个星期的周末我都
要回乡下，陪着母亲数九。每次回家，我
把炉子总是烧得旺旺的，小屋里暖烘烘
的，让母亲过个不冷的冬天。母亲整天
乐呵呵的，眼角含着笑，咳嗽的老毛病
也好了很多。

陪母亲数九，真是一种幸福的体
验，无论多么冷的冬天也不觉得冷。

陪母亲数九
江正

妈妈今年 72岁，笆斗大的字不识
一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虽然我
现在也已是做爷爷的人了，但是在妈妈
面前，我还永远是个孩子。前几天，在手
机“学习强国”试听学习栏目中，又听到
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老歌，于是我
又想起妈妈平日对我们的操劳。

有了妈妈，我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啊!记得我在乡下读书的时候，我一放
学回家不是出去打猪草就是和我邻居
家小伙伴捉迷藏，根本就不用我去做家
务活，妈妈就像我的保姆，任我使唤。我
要吃肉，我要吃面疙瘩，我要吃锅巴，我
要吃山芋干子粥……这些声音现在经
常在我耳边回荡。前些天，我回乡下看

望妈妈时，还和她老人家聊起这些事情
来呢！

有了妈妈，我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呀!32年前，我在乡下信用分社上班期
间（分社离我家仅有 1华里路程），我的
衣服脏了，就直接回家扔到凳子上，问
都不问，然后就去上班。我走以后，妈妈
就开始埋头洗衣服。我喜欢吃蛋炒饭，
妈妈自己舍不得吃一个鸡蛋，更舍不得
卖，而是炒蛋炒饭给我吃……这一幕幕
情景现在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成家立业后，我的生活起居基本上
都是由我妻子来照料，但是妈妈仍然不
放心我的身体，因我患有高血压等多种
慢性病，她听说喝蒲公英茶能够治愈这

些慢性病时，就一个人出去挑，然后回
来洗晒成茶叶状。现在每天早上我与妈
妈通电话的时候，她老人家总是问我，
蒲公英茶吃了没有，并叫我尽管吃，农
村田野里有的是……妈妈还经常语重
心长地对我说：“儿子，身体最重要哦！
你现在担子很重哦！是家里的‘顶梁
柱’！”其实我知道，在她老人家的心里，
我永远是她的心肝宝贝。

最近几天，母亲不是患椎间盘突出
就是轻微脑梗，是小毛病不断，我每天
打电话给她或者放假回家看望她老人
家时，她总是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底
里，总说自己身体挺好的，叫我们放心，
同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爱护好自己的
身体。

因此，可以这样说，不管你贫贱还
是富贵，不管你年长还是年少，在妈妈
的眼里，你就是她的一块需要精心呵护
的心肝宝贝。

有妈的感觉真好
张建忠

表姐在城区一家中医院的康复科做护
士，而且是一个护士长，我到城区办事时，
不管有事无事都会去看看她。

但每次去看表姐，她总是非常忙碌，总
要让我等上一段时间，她把自己的事情忙
完了再说。或者是在电脑上忙表格，或者
是带着一群护士查病房。

表姐查病房总是非常仔细，每一间病
房，每一个病员她都会无微不至地问候。从
伤口的恢复情况，到这几天的感觉有无变
化，饮食的加减，还有哪些不舒服，她都会
向病员问询得很详细，对有的病员出现的
特殊情况，她还会拿一个小本记下来。她同
时也无微不至地叮嘱病员，一定要根据医
嘱，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她也会和家属
聊天，告诉他们护理病人的时候要注意些
什么。病人和家属都说表姐的态度特别好，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过去一旦不舒服
了，就跑到中医院去找表姐，表姐就带我去
找他们院里最好的医生，带着我做各种检
查。最记得在 2013年我身体最差的时候，
有一次身体不舒服，又准备到中医院去检
查一下。忽然在车上就病情发作，全身感觉发麻，呼吸困难。
于是连忙打电话给表姐，表姐告诉我不要慌，还说马上就组
织担架在医院门口候着，只要车子一进医院，马上就能够对
我施行急救。后来，我的病情在未达城区的时候又缓解了，
但摇摇晃晃地下了车后，我看见表姐和担架人员还等在门
口，表姐还一脸焦急，内心不禁非常感动。我知道，即便我不
是她的表弟，换做是任何一个病人，她也会一如既往地在这
里等候着，也会如此这般的焦虑。或许，她已经把所有到医
院来就诊的病人都当成了亲人。

在表姐工作的康复科，挂着许多锦旗，既有给医生的，
也有给护士的。其中，有很多面都是直接以表姐的姓氏开头
的，云“陈护士长”如何如何。有一封是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
写的，他因为和同伴们一起玩时，不小心从高处落下，摔断
了一条腿，在表姐这个康复科呆了几十天。小男孩饱含深情
地写道：“陈妈妈：您好！感谢您在我住院时给予我的精心照
顾，让我度过了最初的恐惧阶段。每天，您总是一到医院就
先来看我，和我聊天，鼓励我，让我做一个生活里的小男子
汉；没事的时候，您也和我谈学习，谈生活，让我的心情越来
越高兴；甚至，下班离开医院的时候您也要和我打声招呼。
正是您的这些关怀，让我的恢复很快……”

是啊，像表姐一样辛勤工作在医院里的护士，不都是具
有一颗慈母的心吗，她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病员带去春
天般的温暖，让病员感受到了母亲的情怀。

虽然工作非常普通，但她们也是这个世界最可爱的人！
值此护士节，向你们致敬，所有具有母亲情怀的护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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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婆过完生日，接着就过情人节，过完情人节又给她
过了三八节，我以为这下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老婆的另一
个节日又来了。你看,我有点应接不暇了。

老婆是护士。这个属于她职业的节日———护士节,就算
忘了她的生日，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不能忘了护士
节。噢,说错话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是护士节这天。

男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娶个天使做老婆。我的老婆是
天使。爱上她的时候,我本不应该有爱情的冲动。然而爱情
就在那一刻来了。

七年前一天早晨上班的路上,我出了一场意外。在那场
意外里,我左腿骨折。疼痛,失血过多,加之恐惧,在我被送
到医院之前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被救护车拉到医院之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她,那时
她还不是我的老婆,她和医生一前一后进了我的病房。医生
做了系统的检查之后, 把我交给了她。她开始为我擦洗伤
口,疼痛迫使我努力睁开眼睛,看见她小心翼翼擦拭伤口的
样子。她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看见我在看她,轻声
地问,疼吗？那一刻我想护士一定都很温柔,忍着疼痛幻想
着等我出院了就娶个护士当老婆。

住了两个月的医院, 每天看着她在我的病房里进进出
出。我发现,护士原来很辛苦。其实她们不单是工作脏，苦，
累；有时候还要承受来自患者的压力。有很多时候我看见患
者对着毫无来头她大发脾气，她保持微笑或是一声不吭。后
来和她混熟了，就问她为什么面对那些无辜的斥责还是做
出一副笑面孔?

她说,如果我不笑下去，你说结局会怎样？这种事至少
每天发生一次,你说我是每天保持微笑呢？还是每天面对病
人和他们一样发一次脾气呢？我着实佩服她的忍耐力,也从
她的回答中知道了她为人处事的态度,她有着平和的胸襟。

功夫不负有心人，康复出院之后，我终于做了天使的恋
人，最后荣升为她的老公。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故意把
日期定在护士节这天，还在房间里铺满鲜花，为了感谢美丽
的天使在我住院期间无微不至的关爱，也为了感谢她让我
如愿以偿地娶个天使做老婆！

家有天使做老婆
王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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