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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瑜
我的妈妈和贾玲的妈妈有共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在学习方面，贾玲不是个
让妈妈省心的孩子，我也是个不让妈妈省
心的孩子，但无论贾玲怎样淘气，她的妈
妈都不生气。我的妈妈就不同，吃穿可以
由着我，唯独学习从不迁就。从我出生时
起，妈妈就有了两个愿望：一个是让孩子
成为城里人，一个是让孩子上所好大学。

妈妈年轻时不胖不瘦、肤白貌美，穿
什么衣服都好看。爸爸一直引以为傲，我
和弟弟从小到大开家长会也都让她参加。

妈妈虽然心地善良、热情开朗、心直
口快，但我不喜欢她，因为她对我和弟弟
的教育非常严苛，不容我和弟弟撒谎，不
容我们犯错误。

青春期时，因为她的严苛，我叛逆，
甚至恨她，恨她没有给过我温柔的爱。虽
然不喜欢妈妈，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挺欣赏
她的。

妈妈阅历丰富，是个有很多故事的女
人。没有家庭背景的她，从养鸡到养猪，
从和爷爷一起卖瓜到经营台球桌生意，从
开小卖部到开批发部，从腼腆不敢说话的
乡村姑娘到干练的女老板，一路披荆斩
棘。在我八岁那年，妈妈和爸爸带着我，
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这个小城。她拿出所有
的积蓄，又贷了一部分款，买了房、买了
车，安家落户。两年后，妈妈生下了弟
弟，实现了让孩子生在城里、养在城里、
在城里受教育的第一个愿望。

第二个心愿，不是妈妈说了就算的。
妈妈越恨铁不成钢，我和弟弟越不着急。
为了我们的学业，妈妈真是煞费苦心，有
时候焦虑不安，彻夜难眠。对于我们学习
上的不自律，妈妈没有李焕英的坦然和淡
定，她焦虑着我们的前途，担心着我们的
未来，她把我们带进了城里，就想让我们
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她的焦虑恼怒，
我和弟弟能理解，但不接受，总是不急不
躁地和她对着干，挑战她的底线。我最终
辜负了妈妈对我的期望，没有考上一所像
样的大学。我知道这是妈妈一生的遗憾。

这几年，妈妈特别爱看书。她说，她
的人生好似一步跨过了童年和少年，直接
穿越到了成年，结婚、生子，一生忙忙碌
碌，却碌碌无为。转眼间已进入知天命之
年，该读书的时候没读，感觉这一生特
亏，她要把该读的书补回来。

如今，妈妈每天坐在阳台的摇椅上，
戴着老花镜，手捧书本，有花有草有茶，
她找到自己的青春时光了吗？

要把该读的书补回来

■特约撰稿人 穆 丹
妈妈也像李焕英一样，是在母

亲的引导下变得心灵手巧的。在成
为妈妈前，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
且长期在外求学，极少有机会接触
针线活儿。

我出生后，远在他乡的外婆给
我做了不少衣服，为妈妈解了燃眉
之急。到了冬季，棉衣棉裤需要拆
洗，背井离乡的妈妈无人帮衬，只

得自己动手。裁、剪、缝无人指
点，全靠自己琢磨。妈妈凭记忆拼
凑出衣服的样子，用不太熟练的手
法将布料缝补在一起。起初的几件
衣服只达到勉强能穿的程度，好在
妈妈学习能力强，经过街坊邻居们
的点拨很快有了进步。后来家里有
了缝纫机，妈妈做衣服的效率也因
此提高了不少，穿旧的、穿小的衣
服经过妈妈的改造又焕发出新的光
彩。缝纫机“嗒嗒”作响，轮轴转
啊转，妈妈坐在缝纫机旁温柔纤瘦
的背影，被时光的滤镜镀上温暖的
色调，是我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美丽
画面。

后来，她买来编织方面的书，
开始学着织毛衣。起初只会简单的
针法，有时因为错针还要拆了重
织，一件毛衣反反复复要织上大半
年才能完工。后来，妈妈终于能熟
练地驾驭手中的针线了，甚至可以
边看电视边织毛衣，眼睛虽然看着
电视，手中的活儿却毫不耽误。那
些寂寂长夜，年轻的妈妈坐在沙发
上，手中的针线在指尖跳跃，密密
匝匝地织起了我幸福的童年。

用一针一线编织母爱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我和我的“李焕英”尽管血脉相连，

但个性截然不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
经是一个泼辣倔强的中年女人，风风火
火、忙忙碌碌。书里关于妈妈温柔日常的
细腻描写，我在她身上未得到丝毫印证。

印象里，她无所不能。除了操持家里
的几亩薄田外，她还在农闲间隙打短工：
在菜棚种菜、工地搬砖、食堂掌勺……像
男人一样拼命挣钱，常常累得连腰也直不
起来，可年年下来还是两手空空，因为她
那时要供着仨孩子上学。

她嗓门大、脾气急，地里的庄稼被偷
了，她就叉腰骂街；她有着极强的控制
欲，事无巨细，曾赶跑过我小学时成绩不

好的玩伴，蛮横地制止我同他们混在一
起；她秉持教好大的就会带好小的理念，
时常对我棍棒加身，以此希望我做弟弟妹
妹的好榜样。

她爱美又虚荣，最喜欢别人夸她身材
好、不显老。买衣服跟着年轻人的款式
走，瘦腿裤、雪纺裙，将传统的俗气与热
闹诠释得淋漓尽致。我嫌弃她的大红大
绿，她挑剔我一年四季黑白灰的单调，穿
得还不如老太太鲜艳。

她奉行乡村文化，逢人三分熟，对陌
生人也有着无限热情。我遵守城市法则，
对人对事都隔着些许距离，即使熟人也疏
离许多。

我断断续续从别人的话语里得知：上
学时她是校篮球队的队员，跳跃的身影得
到过一众目光的追随；她最大的梦想是能
走出村子去当一名工人；她希望可以拥有
自己的衣服，不再一件“的确良”衬衣姐
妹四人轮着穿，争来争去；她十四五岁时
去许昌拉煤，往返六七十里，一天下来累
得不轻……

我曾厌恶她的柴米油盐、市侩庸俗，
却忘记她也曾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她不
是超人，却为我、为家庭一点一点变得万
能。尽管我们的习惯与观念如此不同，我
却一直在按照她的模样长大、变老。

松花酿酒 春水煎茶

■柴奇伟
每次提到妈妈，爸爸总会说：“别

看你妈现在这样，她年轻时可是一级劳
力。生产队那会儿，为了激发全体社员
的劳动积极性，队里经常举行割麦比
赛，每次只要比赛，你妈总会得第一
名。”每次谈起这些，妈妈也总会自豪

地说：“每次比赛，人家割一垄，我割
两垄，还有歇的空儿。”

生产队那会儿，队里成立扫盲班，
让队里社员学识字，妈妈去了三天，一
个字也没学会。就是这样一个目不识丁
的农家妇女，却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
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没文化，一辈子
下死力，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和我一样一
辈子下死力。”1996年的那个夏天，我
考上了师范学校，在决定我是去上学还
是在家种地时，妈妈斩钉截铁地说。爸
爸的想法是不让我上学，在家里种地，
用省下来的学费买一台小型拖拉机。但
在妈妈的坚持下，我终于走进了学校的
大门。今天，我能走上讲台当一名乡村
教师，多亏了妈妈。

目不识丁有主见

■特约撰稿人 崔笼霞
从我记事时起，妈妈就是一位中年

妇女的形象。1958年，她在老家领着
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读书写字，开始了
三年的教书生涯。后来，因爸爸常年在
外，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只好辞去
了这份差事。

家里人口多，底子薄，她白天洗衣
做饭，下地干活，夜晚在灯下搓麻、纺
线、织布。

她年轻时说话嗓门大，性子急，爱
操心，这是一件件家庭琐事煎熬出来
的。她个头不高，却行动利索，常裹着
蓝花巾在烟熏火燎的灶房躬身揉面。她
操心一个家的日常，也操心儿女们的人
生大事。贫穷的年月里，家里因为卖了
一头老黄牛有点闲钱，在买拖拉机和盖
房子的选择上，妈妈坚决主张盖房，这
成为她个人回想起来最有成就的决定。

后来，我上了师范当了教师，妈妈
简直乐开了花，逢人便夸我。如今，每
年暑假和妈妈相伴的日子，是我感觉最
踏实、最幸福的好时光。我会常回家看
看，去爱、去呵护、去陪伴我的“李焕
英”，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因为她
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

大嗓门急性子爱操心

■特约撰稿人 贾 鹤
年轻时的妈妈是个文艺青年。

她生于20世纪50年代，青春期的
她受的是革命熏陶，毛主席诗词是
她背得烂熟于心的精神食粮。她满
怀激情背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情景让我感叹：
不管身处哪个时代，诗是每个人的
远方。多年后，同样的诗句从我口
中念出，从“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到“我失骄杨君失

柳”，妈妈热烈应和的表情让我再
次确信，这些铭刻于心的诗句是一
把唤回青春的钥匙，在这些熟悉的
诗句里，她回到了自己的过去。

年轻的妈妈手巧，一本《毛衣
编织大全》使她自学成才，她学会
了元宝针、螺旋针、双色拼接等众
多花样繁复的编织方法。但哪一个
妈妈是天生的巧手呢？那是生活教
会她的。曾几何时，那个严厉批评
我的妈妈不见了，那个因为我谈恋
爱而说狠话的妈妈老去了。如今的
妈妈，神态安详，仿佛我记忆中的
她一向如此。她能记住的电话号码
永远只有三两个，其中必有她的儿
女。能让她发自内心高兴的事，不
过是我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这无
疑是她文艺梦想的延续。

凝视着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我
深深感慨时光流过的痕迹，她的青
春我无缘得见，她的梦想我从未追
问，但我懂得，她这一生的付出和
辛劳，如同千千万万个平凡却伟大
的妈妈，为了家人和孩子，零落成
泥碾作尘，花开花落，只为硕果累
累。也许她自己都忘了曾有过的青
春，但我不该忘记。

她曾是文艺青年她曾是文艺青年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妈妈身小力薄，身高不到一米六，

从我有记忆开始，她的体重就从未超过
八十斤。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一双脚，
又瘦又小，一到冬天就干裂，脚后跟上
全是血口子。

妈妈穿35码的鞋子，买鞋特别不
好买，她总嫌自己的脚丑。可就是长着
这样一双丑陋小脚的女人，却挑起了一
家人的生活重担。妈妈是村里出了名的

“铁娘子”——当年割麦子，村里的棒
劳力都比不过她。

妈妈嫁给爸爸时，爷爷瘫痪在床、
爸爸在部队，一大家子人借住在别人家
的两间草房里。妈妈每天和男人一样出
工挣工分，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天，妈妈
还在挺着大肚子挖河沟。

妈妈开过小卖部，养过猪娃，养过
兔子。为了干活儿方便，她一年四季像
男人一样穿黄胶底的解放鞋，甚至不舍
得穿袜子，回家把鞋子一脱，里面经常会
倒出两撮沙土来。时间长了，妈妈脚底磨
出了血泡和厚厚的茧子，可她毫不在意，
坐在门口的矮凳上把鞋子一磕就又开始
忙碌了。时间久了，她的脚干裂、出
血，逢年过节偶尔奢侈一次穿袜子时，
甚至能把新袜子挂出线头。

在妈妈的操劳下，我们姐弟俩长大
成人，家里的房子也由草房、平房变成
了楼房。听到弟媳抱怨妈妈吃饭、穿衣
不讲究时，我总有一种想掉泪的冲动。
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饭好赖
都中，只要能填饱肚子；衣服好赖都
中，只要不露肉。”

身小力薄干劲儿足

■刘佳氤
妈妈是一名人民教师，结婚前不会

缝缝补补，有了我后她才慢慢学会了缝
补。无论衣服破成什么样，她都能绣出
一朵花来。

很多家长对孩子寄予厚望，但是我
的妈妈不一样，她不强迫我非要考上哪
所高中、上怎样的大学。

记得初中时，每周末妈妈送我去上
学的路上，我都会问她：“想不想让我
以后成为很厉害的人？”她总笑着对我
说：“只要你尽力就好。”初三的日子，

我常常在路上困得睡着，从夏天到冬
天，我就靠在她肩膀上，度过了初三时
光。我一直记得那副瘦弱的肩膀，承载
着我，托起了我的梦想。

进入高中之后，我成绩平平，常常
为看不懂题号啕大哭，一度想着要放
弃，也常常对她大吼：“你懂不懂什么
是理想？什么是追求？”却忘记了妈妈
也读过高中，曾经上过大学，也曾经豪
情万丈，陶醉在席慕蓉、汪国真的诗
里，憧憬着诗和远方。

那时，妈妈从来没有说过我笨，更
没有对我失去耐心。在高三最后的冲刺
阶段，妈妈每天晚上都给我熬羊肉汤
喝；每到周末休息，她更是变着法儿给
我做各种好吃的。青春的叛逆期总是避
免不了，我无数次冲妈妈扯着嗓子喊

“别烦我”，她只是说：“我是你妈呀！
我不管你谁管你。”

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很坚强，但
姥姥去世后，妈妈经常对我重复着一句
话：“妈妈再也没有妈妈了……”她像
个小孩一样，常常在我面前哭泣，总是
做错事，饭菜做得咸淡不合口，她变得
有些迟钝，更搞不明白互联网为何物。
但她一直学着融入新世界，用她的文字
抒写着漫长的人生，包括叛逆期的我和
我的弟弟。

将生活的补丁将生活的补丁
绣成花朵

■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
妈妈名叫白翠花，这实在是一

个俗气的名字。可又有谁知道：翠
花，翠花，其人高洁似翠玉，其性
烂漫如鲜花。

年轻时的妈妈最大的心愿是进
工厂、当工人。1978年，高中毕业
后在学校当了五年代课老师的妈妈
终于进了当时市里最红火的国营大
厂——漯河市第二针织厂。那时的

妈妈青春洋溢、活泼开朗，穿百褶
裙、着白衬衣、背小布包，喜欢游
山玩水、拍照交友，颇有文艺青年
的范儿。1980年，23岁的她经朋
友介绍，认识了爸爸。恋爱一年多
后，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982
年，妈妈生下了我。

爸爸是一名火车司机，拿高工
资、端“铁饭碗”，但常年在外。我
的童年由妈妈独自带大，直到我上
小学四年级，爸爸才调回漯河。

妈妈爱整洁，洗好的衣服总带
着一股香香的味道，叠得整整齐齐
才放进衣橱；妈妈爱唱歌、爱笑，
每张照片都记录下她灿烂的笑容；
妈妈很坚强，从年轻时就不断生
病，但她不气馁、不认命。工厂倒
闭后，妈妈走村串乡卖过针织厂发
给职工的袜子、内衣，骑三轮车送
过汽水、文具，开过饭店，炒过股
票。

我一直不是优秀的孩子，上学
时学习一般，从来没有为妈妈争过
光，但妈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而
是信任我、鼓励我，并一直坚信：
她的女儿很好。

最大的心愿是当工人

“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一句台词，戳中了许多人的
泪点。电影《你好，李焕英》根据同名小品及贾玲亲身经历改编，片名中的李焕英是贾玲已故妈妈的名字。电影讲述了女演员
贾晓玲在经历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后，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邂逅年轻父母的故事。不少人都在光影中窥见了自己妈妈
的“芳华岁月”，在观影后纷纷晒出了妈妈年轻时或如今的照片。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焕英”，我们始终没有走出妈妈的目光。
翻开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在那个没有美颜、滤镜的年代，妈妈是美丽少女模样。如果选一个词

形容妈妈，您会选择什么词呢？年轻、蓬勃、漂亮……如果我们有机会像电影中的贾晓玲一样
穿越时空，您会对风华正茂的妈妈说什么？

与其好奇妈妈的青春有什么样的色彩，不如听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与其慨叹
时光之河永不停歇，不如在每一次并肩时抓紧妈妈的手；与其在多年后感叹“子欲养
而亲不待”，不如现在多陪伴您的“李焕英”。近日，不少看过《你好，李
焕英》的读者有的晒出妈妈“绝代芳华”的照片，有的写下最想对妈妈说
的话。本期小编选登一组以“看，这是我的‘李焕英’”为主题
的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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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路通
我的妈妈曾在郑州大学生活、学习

过。前几天，我遇到妈妈的同学，才知道
那时的她活得多姿多彩：吹口琴，学俄
语，写那时最为新潮的朦胧诗，和闺蜜一
起读琼瑶、金庸的作品。

记得上学时，我问过她很多问题：
妈，你能给我看看这个营销案例该怎么分
析吗？妈，学生会的这个工作我该怎么更
快更有效地完成……正是这些问题，让妈

妈的形象逐渐鲜活——好像回过头来轻轻
一抓，就能触摸到一抹她青春岁月的颜色。

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真是个了不起的
女人。很多事情，我有时只是随口一提，
下次再聊时她一定能给出许多新奇的、我
从未听到过的见解；交作业时，我甚至想
把“作者”写上她的名字。

她会在期末的时候和我说：你是不是
平时不好好学习又开始熬通宵了？她会在
我拿着考得很差的成绩时轻蔑一笑说：你
这成绩很明显是老师抬爱了。当我耍小聪
明时，她会洞察一切地说：你这些小把
戏，我早就玩过了……

如果能穿越时空，回到那一切还没有
发生的过去，我希望妈妈能活得更好，哪
怕自己没有出生。但我知道，如果能重新
选择，妈妈还是会选择过一样的人生。

青春岁月多姿多彩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妈妈，没有一

张少女时代的照片。虽无照片可睹，但逢
年过节亲戚们聚在一起，总免不了要谈些
陈年旧事。当姥姥、姥爷、舅舅、大姨、
二姨说起妈妈小时候的事时，我就格外留
意。久而久之，根据听来的这些信息，我
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少女时代的妈妈形象：
头发长，学习好。

少女时代的妈妈留着又黑又长的辫
子，婚后也留着长辫子。每天清晨，她对
着窗台上的小圆镜，先将自己的头发梳
好，编成麻花辫，在辫尾扎上皮筋。然后

给我梳左右各一的羊角辫，扎的是红丝巾
折成的花，红艳艳的花朵，开在头上连蜂
蝶也追逐。

妈妈有件爸爸为她买的草绿色呢子大
衣，双排扣的，是当时很时髦的款式。妈
妈很喜欢，穿上它在大立柜镜子前照来照
去。但那实在是一件华而不实的衣服，因
为妈妈平日要到羽毛厂做工，呢子料极易
沾上绒毛，所以平日穿不得，她只在走亲
戚时穿过几次，回来就得脱掉。尽管穿得
次数少，但时光已经一视同仁地给它镀了
一层旧色，只能永远压在箱底了。

大姨叫春花，二姨叫桂兰，到了妈
妈，想必是姥爷懒得费神了，就从大姨、
二姨名字中各摘一字，取了“桂花”之
名。桂花之香是“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
心处”，母爱不正是如此吗？我的妈妈是一
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生儿育女，柴米油
盐，当孩子呱呱坠地，脐带剪断，她却又在
自己腿上绑上一根无形的带子，长度只够
她在灶房和家里走来走去，大门未锁，爱
却让她心甘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

心甘情愿为家人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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