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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春节过后， 母亲决意要回到江北的乡

下去，说春上雨水多，房屋要请人修葺一下，要不

怕房子就要倒了。 走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和女儿

将她送到回乡的汽车站， 满头银丝的母亲拉住了

我女儿的手，再三嘱咐她要看住我，别让我收别人

的红包，参加别人的宴请，大吃大喝。临上车前，母

亲还不放心，再次语重心长地说：“旺啊，我走了，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四十多岁的人了，好多事要掂

量掂量才去做，千万别违纪违法，注意身体啊！ ”

送走了母亲，我决定调整一下作息时间，因为

白天杂事太多，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就把大量的写

稿时间安排在晚上。

这一天，我正在写一篇人物通讯，忽然电话铃

响了，一接电话，是母亲打来的。“旺啊，今天又喝

酒了吧，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

“嗯，知道了。 ”我很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过了两天，临近半夜，电话铃又响了，母亲竟

然未睡，“旺啊，还在写字啊！ 该休息啦！ ”

“知道了。”沉浸在文字的思绪里，我没多说一

句话就挂断了电话。

以后隔三差五，母亲就打一次电话，内容大致

一样，少喝酒啊，注意休息啊，别走歪路啊，做个好

人之类。 有一天，我真的不耐烦了，便大声对母亲

说：“您老就放心好了，我的耳朵都起茧子啦，晚上

我要写材料，以后别再打电话了，干扰了我写作。”

这次以后，母亲的电话就明显少了。有时白天

打来电话，是女儿接的电话说：“爸爸在家没喝酒，

晚上也睡得早些了。 ”母亲便连声说“好、好、好”，

有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下文， 但一时半会儿又舍不

得放下电话。

2004 年 6 月，父亲突然故去了，没有任何征

兆，“走”得很匆忙。这一年，母亲一下老了许多，灰

白的头发一下子变得雪白了， 虽然有时到姊妹四

个家里转转，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住在乡下老屋，种

点菜和花生芝麻之类的旱地农作物，自得其乐。每

年春节，姊妹几个，总要从母亲那里拿点花生或者

芝麻， 有时是香香的芝麻油， 这已是多年来的惯

例，也是母亲最开心的事情。

父亲故去以后，母亲便更加孤独，偶尔也打一

回电话，但已经没有往日的唠叨，去年一年我很少

接到母亲的电话，心里反而空落落的，想起过去接

听母亲电话时的生硬语气，心里有无限的愧疚。

今年初的一天，正在我忘情写作的时候，手机

短信铃声响了，打开一看：“儿啊，还在忙吧，要注

意休息啊！ ”但这手机号码很陌生，我心里想着，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看来也是哪位父母

给儿女的短信， 可惜发错了对象， 故没有往心里

去。

5 月初，我参加完《中国有色金属报》在河南

举行的一个笔会来到云台山采风。这一天，下着绵

绵小雨， 正当我们对着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慨叹

时， 我的短信铃声又响了：“儿啊， 星期天还在忙

吗？没有喝酒吧，注意身体。”一看仍然是那个陌生

的电话号码，我动了恻隐之心，天下的父母都牵挂

着自己的儿女啊，我决定按照号码拨过去。

“喂！ 您老的短信发错人了，我姓刘。 ”

“旺啊，我是娘啊！ ”

听到久违、带有颤抖的声音，我的眼泪禁不住

流了出来。

“娘啊，是您啊？ ”

“是啊，今年春节后，你姐将她的手机送给了

我，并教我写短信，她说你写文章怕电话打扰，叫

我想你的时候就发条短信，一条短信，我要写半个

时辰呢。 儿啊，没打扰你吧？ ”

“没有，没有。 ”我哽咽着。

看着母亲写给自己的一条条短信， 我的眼前

浮现出一位白发老人坐在门前石凳上艰难输入汉

字的情形。

“娘啊，有您老的牵挂，儿子一定能成为一个

正直的人，您放心，一定的。 ”

挂断了母亲的电话，面对高山流水，我沉醉于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的思索之中，这绵绵不断的

小雨，不就是亲情交融的幸福泪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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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上冯村有感

在我们公司深入开展对标

管理的过程中， 我偶尔会想起

上冯村之行。

在我看来那是黄石最具

古韵的村庄了， 而那里最吸引

我的就是村子里的树了。 一进

村子的广场，一棵“耄耋之年”

的老树就闯入眼帘。 这棵屹立

在广场上的老树，名叫樟树，但

村里的人却将其定名为“富贵

树”。正如村里的老人述说的那

样： 这棵树虽然历经风霜一百

多年， 现仍枝繁叶茂、 绿树成

荫，象征着村落的繁荣昌盛，富

贵双收。

沿石阶上行不远， 可先后

看到“中华第一盆景”和“千岁

树爹”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个

性鲜明、各具春秋。前者是枝繁

叶茂， 后者却只剩下一截连成

一片的树兜。这所谓的“千年树

爹” 只不过是占地 30 多平米，

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而不朽的

香樟树的根。 此景让我想起了

一首曾经风靡神州大地的一首

歌，名叫“把根留住”。

在我眼里， 最能代表上冯

村的老树要算是“儿孙满堂”

了， 这是一棵值得去细细品味

的老树。土崖边，一棵古樟树的

面前并排长着三棵年小一点的

树， 尽管这棵老树的根部都已

“老”空了心，但它自然前倾的

姿态， 像位长者一样用自己的

胸怀庇护者前面的小树。 它粗

大龟裂的树干， 显露出经历过

数不清风风雨雨后的沧桑。 与

“儿孙满堂” 相得益彰的还有

“四世同堂”。 它们是种植在四

座古墓前的四棵樟树，成“口”

子形分布。 只要看树干的粗壮

程度， 就能看出哪一座墓是最

古老的了。

信步在这座留有古韵的上

冯村里， 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树

就有 40多棵。从这些古树上悬

挂的铭牌可知， 最老的树已达

400 年之久。 每棵树的树冠之

上，都是众鸟齐飞，争着飞向漫

天朝霞。

细细品味这座被誉为黄石

最美乡村的树所带来的美感，

离别时的我， 内心生出些许感

触。转眼间，在大冶有色这个繁

忙而富有活力的大舞台上，我

已走过十八载。 时光荏苒，光阴

似箭，这个“大舞台”见证了父

辈的酸甜苦辣， 也见证了我从

最初的懵懂到现在的为人妻为

人母……

如今， 我们强势发展中的

大冶有色， 如同上冯村的百年

老树， 即使经过多年的岁月风

霜和市场的洗礼， 依然呈现出

勃勃生机。

作为第三代大冶有色人，

我接过前辈人传下的接力棒，

更加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 当

下， 我们每个人都在朝着既定

的目标奋斗， 在各自的岗位上

默默辛勤耕耘。 因为，我们都希

望大冶有色亦是一棵不倒的

“常青树”。

出游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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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修造公司 汪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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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源环保公司 喻亚丽

1977年的春节，刚刚新婚的母亲随父亲在

黄石单位过。母亲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格外想念

远在家乡孝感的外婆，一连几日愁眉不展，我父

亲怎么哄都哄不好。 那个时候没现在想念亲人

了可以随便拨个电话发个微信， 写封家书也得

小半个月送达。 父亲一再承诺等买到车票就立

马启程，一起回家看望岳母。 尽管如此，母亲仍

然频频暗自垂泪， 牵挂心疼独自一人在老家过

年的外婆。刚刚娶得如意美眷的父亲，也是浪漫

了得，偷偷在外面托了一大堆朋友同事，买回来

一大箱烟花，只是为搏母亲一个欢颜。

我后来一直追问父亲是怎么买到那么多

的，他一直羞涩不愿多谈。 但是我想象得到，在

那个物资超级匮乏哪怕购买一针一线都得凭票

证的年代，能买到烟花这样“小资”的商品是多

么不容易。 1977年的大年三十，一直定格在母

亲往后的人生岁月里。那晚夜黑天冷，父亲牵着

母亲的手，在职工宿舍楼空寂的楼台上，一一点

燃摆放一地的烟花， 璀璨的烟火在夜空娇艳绽

放，映红了我的母亲娇俏展颜的脸。

1987 年暮春，我 9 岁上三年级，妹妹 7 岁

上一年级。 学校放了一个礼拜的春耕假， 老师

们、同学们都在家里忙着插秧。 我洋气的父亲，

在国人还普遍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里， 将农活

儿提前安置好，腾出一部分时间，就领着我们一

家子四口人开始了我们家的首次春游之旅。 我

们选择的目的地是武汉汉阳动物园。 动物园的

猩猩大熊骆驼真好玩儿，一个个是真真的活物，

跟图画上看到的差别太大了。 小猴子吃到我扔

给它的馒头，会咧嘴冲我笑；大河马缺巴着牙齿

在水潭里晃头晃脑赶苍蝇，脏死了；那只骄傲的

孔雀，任凭我怎样哄它都不开个屏给我看,真别

扭……我跟小妹跑来跳去，觉得什么都新奇，什

么都好看，一双眼睛都不够用。

那一天， 除了那满院子各类的动物让我难

忘， 还有去动物园途中发生的一段小插曲让我

一直记忆犹新。我记得，去往动物园是要过一个

长江大桥的， 父亲说这长江上架起的大桥可了

不得， 那恢弘的气势我们得下车去亲自领略一

下。于是，我们决定步行过桥。气势确实恢弘，站

在大桥上远远眺望，江水浩荡，百舸争流，一眼

望不到头儿。江风咋起，撩起我和小妹的春衫和

小辫儿，也撩起我们银铃般的笑声。桥上背着枪

执勤的解放军叔叔，一动不动地站在岗亭里，精

神刚毅。刚开始东瞧瞧西看看还不觉得，后来越

走越觉得这大桥好长啊，我和小妹都走不动了。

可这大桥上也没有公交站点， 父亲一边和我们

嬉闹，一边鼓励我们要坚持。

后来，坚持不下去的是母亲，她穿着当时很

时尚的黑色 4寸小跟皮鞋，脚后跟都磨破皮了。

血流出来把白袜子都洇红了。 父亲当时做出了

一个决定：跟母亲换鞋。我不大记得那后面的路

具体有多长，我只知道走了好久好久。我的母亲

穿着我父亲的黑色阔大皮鞋轻松走路的样子，

以及我的父亲趿拉着我母亲 4寸小跟皮鞋蹒跚

而行的样子，我永远都记得。

14年后的 2001年， 韩国有一部轰动一时

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好巧不巧，里面的男主

女主就演了这样一个桥段。“呵呵，十多年前，我

爹妈玩儿剩的！ ”当时我跟同伴一起看这部电影

时，我骄傲无比地说。

我的父亲母亲，相扶相持一辈子，也死磕一

辈子，如今这年岁了，鸡毛蒜皮的芝麻粒事儿也

能怄一个礼拜气，难为我这个“消防员”三天两

头儿要负责灭火， 着实也是理解不了他们的感

情。 有时候呢，想想过往看看如今，仿佛又能明

白他们。 这不就是相濡以沫的实实在在的日子

吗？

父母爱情

真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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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 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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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祥永金公司 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