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韩世文 电话：010-82296730 投稿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全 年 定 价 ：180.00 元 零 售 价 格 ：4.00 元 印 刷 ：人 民 日 报 印 刷 厂 地 址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金 台 西 路 2 号 质 检 电 话 ：010-65369738

周刊文文 化化
让 教 师 诗 意 地 栖 居

16版
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特别策划·母亲节说母亲

写给母亲的“情书”

写不完的母亲，说不完的亲情，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割不断的母爱，剪还乱的生活，激励每一段成长岁月。
在这个特殊的节点，让我们同母亲一起书写母亲，献给母亲一封特别的“情书”。

张英是我母亲的名字，这一刻

叫着，听着格外亲切动人。她年轻

时是公认的“村花”，如今老了，在我

心里却依然美丽。

记忆中的母亲似乎无所不能——

上山、下地，粗活、细软……每天总有

忙不完的事情。家务之事，母亲都处

理得井井有条；母亲虽娇小瘦弱，干起

庄稼活儿却是一把好手；季节里的蔬

菜次第收成，她赠予邻居或孩子品尝，

总是不亦乐乎。母亲的能干友善是公

认的。邻里对母亲的评价是：里里外

外操持一把手，烧菜做饭味道算一

绝。记忆里的无数清晨，饭已经热在

锅里，院落清扫得很干净，地上一条条

扫帚的丝纹既细腻又亲切，母亲忙碌

的身影总能惊起窄长院落的灰尘……

工作以后，母亲对我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多吃点，吃好点，身

体养得好好的。而我说给母亲最好

听的情话是：“娘，我又长胖了！”这

时，母亲便会笑盈盈地，仿佛做对了

某一件事，幸福感溢满整个脸，深深

的皱纹也仿佛一刹那舒展开来。

我曾撒娇着问母亲：“娘，我长

得漂亮吗？”

母亲掩不住笑：“漂亮的很。”

我顺势双手套住母亲的肩膀，

依靠在她的怀里说：“难怪，大家都

说我长得像您，能不漂亮吗？您是

村花，我是花二代呀。”

81岁的母亲听着高兴，一个劲儿

说道：“我每月初一、十五都吃斋念佛，

保佑你们吃得好、身体好、工作好……”

我抢着大声说：“难怪我这么能

吃，原来是有上天的指示呀。”

母亲似乎格外满意，满脸堆着

笑意，我们母女便笑作一团。

吃完饭，母亲又开始张罗煮玉

米和土豆，这是母亲自己亲手种下

的收成，特别鲜嫩美味。我每次回

到母亲家，总带上一张能吃的嘴巴，

母亲看着自己的姑娘狼吞虎咽的样

子，总是满心欢喜。

张爱玲说：“妈妈们都有个通

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她们就

频繁地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地埋

怨了为止。其实她这辈子，就是在

拼命把你觉得好的给你，都给你，爱

得不知所措了而已。”

一天，太阳笑盈盈地看着我牵着

母亲的手散步。我突然发现，母亲的

手怎么只有骨头和皮了呢？那曾托起

一个家庭重担的苍劲有力的手是否也

有过纤纤的样子？或许母亲自己也未

曾知晓。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母亲

不同往日那样假装埋怨：“牵手干嘛，

那么大的街道，我又不会走丢了！”

可是，从大街到小巷，我就是愿意

这样握着那干瘪的手走过春夏秋冬。

我撒娇着“征求”母亲意见，想要晚

上和她一起睡。母亲很是高兴，晚上炒

了好几样菜，我吃得津津有味，又是两

碗饭下肚，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终于就寝，母亲让我躺在里头，

自个儿躺在外头，莫非母亲还担心

我会同小时候一样滚下床吗？

母亲说着她年轻时的许多事

情，虽多舛却云淡风轻。

不一会儿，均匀的呼吸声响起，

母亲睡得香香的。而我怎么也无法

入睡，我童年的记忆被母亲倾洒的

汗水勾勒得清晰而深刻，如电影般，

在我的脑海里经久回放……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文澜实

验学校教师）

我的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于

学生而言，她是“超人无敌瞿麻麻”，

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从小胆子小，但并不孤独。

成长路上，妈妈和我一起“滑滑梯”

“捉迷藏”，玩不尽的游戏；我们跋山

涉水、露营远行，无处不欣然前往；

我们在家里唱歌跳舞、朗诵主持，无

不尽兴又意犹未尽……在家里，我

和爸爸都叫她“小猴”，最初的原因

是：妈妈小时候常爬树摘梨、爬竹子

“荡千秋”，甚至赤脚上山砍柴……

反正就是各种“惊世骇俗”之举。长

大后，再叫妈妈“小猴”，不知道妈妈

是否明白其中缘由——我想说：妈

妈，谢谢你做我的“孙悟空”，为我

“七十二变”，给我有滋有味的童年。

小学六年级时，我开始住校。

妈妈和我商量，带两个玩具小猴：小

小猴平常放在口袋里，想妈妈时便

捏一捏它；大猴子放在床上，晚上睡

觉可以抱着、枕着，反正像妈妈陪

着。另外，每周日返校时，妈妈总给

我上百个“亲亲”，说是每天按需索

取。虽然妈妈的行为很“幼稚”，但

在很长的一段时光里的确给了我许

多慰藉，让我的住校生活变得充实

又雀跃。前几天听到“优爸”讲的故

事——“一口袋的吻”，不觉间泪流

满面，原来妈妈深深的爱，都在这些

“小可爱”的举手投足里。

上师范大学后，有一天突然降

温，妈妈一路风尘仆仆给我送衣服、

送水果来，两个大袋子硬是把妈妈的

手臂勒出两道红红的、深深的印痕。

等不及我说点什么，她又穿着高跟鞋

一瘸一拐地去赶最后一班公交车。

她给我打来电话，总是“撒娇”：

“宝贝，你想我了吗？”

“没有！”

“那我不和你好了……”

电话里，“撒娇”的妈妈让室友

们笑作一团，大叫着“你妈妈好可爱

呀，我也想要这么好玩的妈妈……”

我顿时无比骄傲起来，在妈妈

的微信对话框里键入“红照伊人处，

我思伊人心，有如天边红”。其实我

还想说，妈妈，离开你的日子，我想

每天给你“一口袋的吻”，你会不会

很开心啊！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学生，

瞿巧华女儿）

有一种理论认为，水桶最短的

那块木板决定水桶的容量。母亲是

家里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因此每

每在她履行相夫教女的职责时，就

不那么有底气。

“妈是个没文化的人，也不指望你

今后有多大富大贵……”当我把师范

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轻轻放到母亲面前

时，她磕磕绊绊地读完后这样说。

“妈，你想多啦。一个师范学校，

出来也就是当个小学老师，不饿死就

算幸福，富贵什么的，这辈子你就别

想啦。除非把我名字改成‘富贵’。”

父亲是教师出身，24岁做校长，

不到 30 岁便担任城关镇文教员，他

还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上夜校、考

自考……努力的父亲似乎与母亲并

没有什么交集，更多的是母亲年复一

年“吃饭了”的招呼。

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参

加大专保送“二比一”的考试机会，

当我再一次将录取通知书放到母亲

面前时，母亲笑逐颜开。看着她满

是黄褐斑的脸颊里隐藏不住的笑

意，我心里五味杂陈。

工作的第一天，母亲欣欣然要

陪我去报到，我怕没文化的她不够

体面，不让她去。

“那你好好把本职工作做好。”

母亲小心翼翼而又执着地叮嘱。

我却不以为然。在学校里我的

三科教法均是年级第一名——把本

职工作做好，还不是小菜一碟。我

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做一个

让家长和社会信服的老师。

工作两年时，我拿到了区里的

教学质量优秀奖。于是，我又给自

己定了一个新目标：力争取得区里

赛课一等奖。这一次，我用了六年

时间实现了目标，后来又调入教科

所做教研员。

“妈，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我把本

职工作做好了？”

“新的工作又开始了，你不要骄

傲，要把新的本职工作做好。”

新工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我一路摸索，走得并不轻

松。好在压力不大——只需要把本

职工作做好就行了。看着离任的老

教研员的背影，我又给自己定下一个

小目标：在退休之前，像他们一样成

为一个被同行认可的教研员。

时光荏苒，满头黑发仍在，我指

导的教师参加全国、重庆市赛课屡

获一等奖，我自己也被评为重庆市

教 学 名 师 ，有 时 还 应 邀 到 外 地 讲

学。看着母亲日渐斑白的头发，我

不禁在心底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读到

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越读越

汗颜。我和父亲无非就是个小学教

育工作者，却被没文化的母亲称作知

识分子，与真正的知识分子比起来，

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书中的卢梭、

雪莱等人尚且被人诟病如此，我们父

女二人何敢以知识分子自居！

抬头叹息间，心中不觉释然：我

们还勉强算是把本职工作做好了，

大约无愧于职业和人民。

转眼回望，儿子正在为明年国家

冬奥会的项目而忙着编程——他也

正走在把本职工作做好的路上。房

间里透出的灯光让我生出几分欣慰。

我突然感慨于母亲的“把本职

工作做好”，抱平凡心、做平凡事，这

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教育科

学研究所小学语文教研员）

“道理我懂，你终究要独自远

行……然而，我还是把自己变作了

一株带天线的塔，伫立在原地，只为

能更好地接收到你微弱的信息。”我

开学离家，上了高铁，看见妈妈发的

这样一条朋友圈，不禁回忆起和妈

妈的点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妈妈

对我过于严厉，我总感觉与妈妈有

一种距离感，没有办法向妈妈完全

敞开心扉。有一次，妈妈问我：“小

时候我对你那么严厉，会不会影响

我们现在的母子感情？”我委婉地

说：“不知道，可能以后我会让我的

孩子更加任性一点吧。”我记得当时

妈妈的目光一黯。

当我正沉溺于回忆时，一条微

博映入眼帘，记录的是在我备战考

研压力最大时，妈妈对我说的话：

“不要夸大压力，好心态才会有成

就，好了，老妈要睡觉了，明天还要

起来码字。”我当时配的文字是：和

老妈共勉的日常。妈妈工作之余是

一个作家，常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码字。仔细想想，我考研期间那种

极其自律的习惯和认真做事的态

度，也一定是在不自觉中受到了妈

妈的影响。

小时候，妈妈坚持每年带我去

一座城市旅游，拓宽我的视野；初中

的时候妈妈曾经独自开五个小时的

夜车接我回家；高三每天晚上做好

夜宵等我回来；在我觉得考研失利

时耐心而温柔地开导我……这一幕

幕回忆又涌上心头，让我发觉严厉

的妈妈李雪梅可爱可亲的一面。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前半生唯一

的观众，孩子是父母后半生唯一的观

众。我看着父母，学着他们的模样，慢

慢地长大成人。生老病死的接力传承

总是令人不舍、难过却又充满感动。

慢慢地，高铁驶入北京，我即将

到达心仪的学校攻读硕士学位，心

里默念：“妈妈，您做了我 20 年的观

众，接下来换我来做您的观众，而我

也等候着我后半生的观众。”

我拿出手机，给妈妈发了三个

字：“我到了。”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学生，李

雪梅儿子）

我 有 两 个 娘 —— 婆 婆 和 妈

妈。两人若都在我家，我进门喊

“娘”时，屋里会传出两声“哎”，一

听声音就知两人性格不同。婆婆

的“哎”轻柔、短促；妈妈的“哎”洪

亮、绵长。

婆婆性格沉稳、内向，对我这

个老师是“言听计从”。妈妈开朗、

外向。每当妈妈在宽敞的院子里

泡上一壶好茶时，左邻右舍一待就

是半天，从庄稼收成到赶集买菜，

什么都聊。妈妈在庄里又是“有文

化”的，常常成为主角，高声说着大

事、趣事。

婆婆和妈妈也有共同点——

善良、勤快，都非常疼孩子、疼我。

两个娘接力一样照顾我和两个孩

子，对我的工作都非常支持，把家

务整理得井井有条，把孩子照顾得

利利索索，对我的忙碌毫无怨言，

只有用对孩子的加倍用心、对我的

更加呵护来表示理解和支持。

每天吃完饭，我一抹嘴就和

孩子到客厅看书去了。婆婆就在

厨房洗碗刷锅，她总说：“你有文

化，你会教孩子，这些粗活我来

做。”妈妈识字，晚上我忙得不可

开交的时候，她就担起了给外孙、

外孙女默写生字词的重任。虽然

妈妈的普通话不好，但是孩子们

都能意会。妈妈努力想用“莱普”

（莱芜普通话），然而她的发音又

不准确，总会让孩子们哈哈大笑，

也让在电脑前绞尽脑汁的我会心

一笑。妈妈豁达风趣，天天看电

视、报纸，懂得很多大道理，在孩

子们青春期的关键时刻，在我疏

于和孩子们交流的时候，妈妈担

起了情感疏导师的责任，用农民

的朴素见解给予孩子们朴实的教

育。我的一双儿女都活泼开朗，

可能遗传和教育兼而有之吧。

我有两个娘，一样用心、用情，

我骄傲！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实

验小学副校长）

在很多人眼里，我的妈妈韩立

菊是绝对出色的，她尽职尽责的教

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受到家长和

学生的好评。然而在我的眼里，妈

妈却是另一番样子。

因为工作忙，妈妈对待饭菜可

以说是“应付”，唯一的要求就是做

熟、能吃。她一忙起来，就买速冻

水饺，让我学着煮；假期里也早出

晚归，她会抽空督促我学着用炉

灶，学着做一家人的饭。身为教师

的妈妈，话语中总带着说教的味

道，她一瞪眼、一皱眉，意味着又要

摆出师尊的范儿。妈妈从小对我

和双胞胎弟弟特别严格，每个假期

都会制订好详细的学习计划，要我

们遵照执行。同龄人拥有手机的

时候，住宿在外的我还只能用电话

卡跟家里联系；当伙伴们讨论明星

趣闻时，我往往插不上话，因为我

很少有机会看电视。同学们都说

我没有自由时，我的心底难免有一

丝怨念。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

慢懂得了妈妈的良苦用心。现在

的我已经能烧一桌子好菜，掌握了

许多同龄人不会的生活技能。我

不是一个很自律的孩子，但因为妈

妈要求严格，我才得以考上理想的

大学。小时候课余时间大都用在

了兴趣班上，现在的我会书法、画

画，会弹电子琴和吉他，还会打乒

乓球和羽毛球，获得的各种证书令

同学羡慕，点亮的“技能点”也足够

我受益终身。

如今，妈妈在家里不再是那个

疾言厉色的教师。她乐感很一般，

45 岁却要为吟诵教学开始学古

琴。她学得很慢、很慢，一首曲子

反反复复弹了十几遍，可总是学了

一首便忘记上一首。当她终于能

完整地弹完一首曲子时，她会高兴

得像个孩子，会欣喜地拽着我和弟

弟当她的听众。

妈妈喜欢动脑却不爱运动。

我会拉着她一起做八段锦、健身

操，妈妈总是跟不上视频里老师的

节奏。妈妈也跟不上时代的潮

流。疫情期间妈妈天天做微课，可

她愣是搞不懂视频剪辑，就坐在我

旁边“逼迫”我给她剪辑视频……

这样的妈妈笨拙得可爱。是啊，我

终于掌握了妈妈学不会的技能，妈

妈也开始有了依赖我的时候。

妈妈从来不是万能的，可是她

已经为我做到了最好。现在的她，

更希望我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而

我，反而成了家里唠叨的那一个，

反复提醒妈妈不许熬夜、多运动。

不过，不同于当年不情愿的我，我

说过的话或提出的正当要求，妈妈

总是乐呵呵地接受。

妈妈是幸福的。她是学生喜

欢的老师，是同事热爱的带头人，

是领导满意的共产党员，更是我和

弟弟的好妈妈。

妈妈从来不完美，但我们依然

爱她。

（作者系山东大学学生，韩立

菊女儿）

家中最美“水桶板”
□李雪梅

两个娘 一种情
□韩立菊

这个妈妈有点可爱
□陈子茜

我的母亲是“村花”
□瞿巧华

轮换做“观众”
□罗中李

优秀的她从来不完美
□陈 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