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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家

“我手机前几天在8路车上遗失，被乘客拾到，热心地
还给我了！”闺蜜玲儿晃了晃她那部华为手机，开心地对
我说道。

想起8路公交车，我陷入了思索。说实话，对于8路
车，我有着深厚感情。市局机关刚搬到团城山这边，我住
黄石港，每天上下班乘坐8路车，整整21个站，需要40多
分钟，8路车因为线路长，每天上下车的人很多，各式各
样，每辆8路车都像是在播放一部微电影，演绎着不同的
故事。

每天立在车站候车，突然听到一声：“八路来了！八
路来了!”心里暗自好笑，会联想起一支穿戴整齐的八路
军。然后我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拎紧手里的提包，准备以
最快速度冲刺上车，为的是能抢个座位。因为乘车的时
间较长，一直站着也很辛苦。

这天，车上上来了一对颤颤巍巍的老人，老爷爷努力
抓着老奶奶的手，把她扶上了车，他们慢吞吞地刷了爱心
卡，有两名中年人急忙给他们腾了座。两位老人两鬓斑
白，满脸皱褶，看上去有七八十岁的样子。一路上，老爷
爷抓着老奶奶的手，小心翼翼地不肯放下，好像一放下，
老奶奶就会滚落下去似的。老奶奶露出一丝满意的笑
容，安静地坐在旁边，朝阳照着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沧

桑又美丽。这一刻，我想起那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
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
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爱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慢慢陪你到老。

“妈妈！今天我又得了一朵大红花！”下班途中，一名
大约5岁左右的小男孩，拉着妈妈衣角，指着手背上的一
朵大红花自豪地说。“儿子真棒！”妈妈摸了摸小男孩的
头，随着一个急刹车，小男孩脱离了妈妈，往前冲去。站
在一旁的我，迅速拉住小男孩，“好险！”我倒抽了一口
气！这时，坐在旁边低头看手机的青年女子见到这一幕，
马上给小男孩让了座，小男孩连声说谢谢，一屁股坐到座
位上。我瞅了瞅拎着蔬菜水果、背着儿子书包的年轻妈
妈，彼此相视一笑。车过了一站，小男孩站起来叫道：“妈
妈！妈妈！你快过来坐呀！”“妈妈不坐！你坐吧！”“不，
妈妈不坐！我也不坐！”小男孩倔强地站起来。年轻的母
亲犹豫了一下，缓缓坐下，抱起儿子，微笑道：“谢谢让座
的姐姐了吗？”小男孩点点头。于是，母子俩窃窃私语，时
不时开怀大笑，我被这温馨的一幕融化了，我想这位母亲
再怎么累，心里一定是温暖的。

“师傅！我带了点货，需要补票吗？”车站下，一农民
模样的中年大叔询问司机。“要补一张票！”司机望着男
子堆在车站上的大包小裹回答道。男子拉拉扯扯将一
堆东西搬上车，门口两名乘客帮忙将东西拖拽到车子
空隙处。我一瞧地上的东西，笑了！敢情这位乘客把

家里土特产都搬过来了，有新挖的带着泥土的红薯、萝
卜，还有白菜和包菜，以及一只塑料桶里装着大米，米
里埋着土鸡蛋。看得出这名男子是从农村来，他或许
换了几趟车，每趟都这么搬来搬去吗？“闺女！我还有
几站就到了！”农民大叔用老人机打起了电话。电话
那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大叔露出憨厚的笑容。几站
后，我看见一对年轻的夫妻来接这位农民大叔，女的
挺着大肚子，男的帮忙一一提起东西，农民大叔望着
女儿嘿嘿地笑着，女儿心疼地拍拍父亲身上的灰尘，
随手递给父亲一瓶矿泉水。巴士渐行渐远，我眼眶居
然有点潮湿，人世间，最伟大的是父母的爱，无私纯
洁，无论你走到哪里，儿女永远都是父母最纯真的牵
挂……

我想，8路车的故事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我被这些
文明使者感染着，他们教会了我爱与奉献。之后，我开始
主动给他人让座，主动为没带零钱，又不会使用手机的老
年人刷卡支付乘车费用，也在车上帮他人拎过东西。当
听到对方的一声谢谢，抑或对我一个点头或微笑时，我觉
得心情格外舒畅，一切都是那么美妙，帮助他人也是幸福
和快乐的。

几年后，我买了车，上下班也方便许多，再也不用赶
公交了，但内心感觉有点空落落的。有时，我会把车停在
单位，特意挤上公交，为的是再一次体会这人间温暖，感
受一下微电影里那样细微的光亮。

8路车的故事
○ 张亚 一钵肉汤暖心头

○ 彭书桃

我是四兄弟中的老幺，在我出生时父亲已跨过50岁的门槛。
俗话说“娘疼晚子”，按理说父亲也应该与娘有同样的心境吧。可
在我小时候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对我比哥哥们更“苛刻”的人，他
对我从不娇生惯养，很少看他对我露出笑脸，总感觉他是一个很
威严的人，一个很难亲近的人。那时我总感觉自己比别人家的孩
子少了点什么，但一次偶然的经历让我彻底醒悟了过来。

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考前夕，一次上课时，父亲突然出现
在教室门口，喊我的乳名。我一抬头，忽然看到满头大汗的父亲，
手里还拿着一顶草帽，穿着一身早已褪色、打着补丁的粗布衣。
我的心猛地一怔：父亲来这里干什么？最后，经过老师的同意，我
在全班同学的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低着头向父亲走去。

见我来了，父亲弯腰连忙用双手扒开从家里挑来的一担晒干
的油菜籽，露出一个封盖得严严实实的搪瓷钵子。他边扒开油菜
籽边说：“我把家里喂养的一头猪卖了，想到你日夜赶着复习考学
校，怕你身子拖垮了，特意买了新鲜肉，这钵鲜肉汤你就赶快趁热
喝了吧。”

我双手接过父亲递过来的肉汤，揭开盖子，虽然看不到汤面
上的热气，但是喝进嘴里却发现还是温热的，一点也不烫嘴。我
平时在学校没有条件吃上肉，所以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把肉汤喝
了个一干二净。

喝完汤，我才知道，由于当时学校条件非常有限，父亲为了
让我吃上热的猪肉汤，他与母亲商量出了一个好办法。我的学
校位于集镇里，他趁到离家二十多里的镇上粮店卖油菜籽时，
把滚烫的肉汤放进搪瓷钵里密封好，再埋进油菜籽里，为的是
保温。没想到，父亲这一土办法真的让我喝上了一生难忘的热
肉汤。

因为父亲还要赶到镇里去排队卖油菜籽，所以待我吃完肉
汤，他连忙收好搪瓷钵，就挑起油菜籽急匆匆地走了。我站在学
校走廊上，默默地望着年近七旬、满头白发的父亲，阳光下他那佝
偻的背影，步履蹒跚，我的双眼顿时模糊了视线。

回到教室座位上，老师的讲课让我听得更入神了。后来，只
要一想起年迈勤劳的父亲，就增添了我无穷无尽的学习动力和战
胜困难的勇气。那年中考，我也如愿考上了父亲渴盼已久的师范
学校。

参加工作后，家庭条件和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各种各样的滋
补肉汤喝了不计其数，但我最难忘的还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
父亲送给我的那钵肉汤。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了。但父亲为我送肉汤的情
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将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里。那肉汤里
融入的父爱，成为我一生宝贵的财富，我将这样的爱也传给我
的亲人。

乡愁 刘碧祥 摄

想起大姐，往事历历在目。
那年，父亲患病回乡，在村子里承包了10亩菜地，但

自几个姐姐们出嫁后，家里的菜地没人协助打理，蔬菜大
都烂在了地里，没法变成钱。父亲只会种菜，却不会卖
菜。大姐作为出嫁的姑娘，她自己有工作、有孩子，有自
己的小家庭。关键时刻，她却毅然决然地搬回娘家，回来
帮助父亲卖菜。大姐身兼数职，多重角色的转换，付出的
劳动，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92年，大姐和大姐夫凭着勤劳的双手在市老
科技馆旁边的女儿村，盖起了属于自己的两层小楼，这种
无休止的付出才得以结束。作为家中的老大，作为长女，
她受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大家都知道。

1993年，在黄棉工作的大姐因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她
下岗了。她没有怨天怨地，也没有唉声叹气，而决定自谋
出路，在市区繁华地段和别人搭伙开了个小餐馆。早上，
卖馒头、包子；中午，专卖小炒；晚上，搞宵夜。起早贪黑，
累死累活。她拼命挣钱，日子好过了，还不忘照顾娘家，
关照我们。直到1997年，因为整治马路市场，这种辛苦
忙碌的日子，才得以结束。

等到我们成家了，有了孩子，只要她有空，她又成了
“幼教”，帮我们接送小孩上下幼儿园，辅导小孩。那几年，
弟弟和弟媳在外地打工，她把我侄女带在身边，俨然成了老
师，辅导侄女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打电话问我。

当我们有能力回报她的时候，她却得了糖尿病。因
为忌口，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我们给她钱，前面给了她，
后面她又悄悄退回一大半。我给她买了衣服，待到下次
见面，她又折算成钱，加倍还给我的小孩。

2010年，大姐的孩子成家了，用她的话说任务还没有
真正完成，还想帮衬儿子买套房子。后来添了孙子后，她
不辞辛劳，每天负责接送孙子上下幼儿园。她去接送孙
子的时候，只要看到菜场旁边有乞讨的人，她总是慷慨解
囊。她儿子买了房子，因为要还贷，她节约简直是到了

“疯狂”的地步，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每次去接孙子的时
候，全靠步行。孙子上学了，她一天来回跑多次，送孩子

上学、放学、上培训班。她说她从黄棉退休，退休金不高，
现在她自己身体不好，能力又有限，省下的钱能帮衬儿子
多少就是多少。她总是为儿孙考虑太多，唯独没有考虑
她自己。

2017年12月，大姐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弟妹几个
想给她好好庆祝下。大姐横竖不肯，她的意思我们明白：
一方面她身体不好，近几年因糖尿病综合征得了心脏病
和高血压；另一方面，她向来节省惯了，生怕我们破费为
她花了钱。但我还是坚持给了她500元钱，还给她买了
一件红色羊毛衫。可大姐趁我不注意的时候，退了200
元回来，塞在我包包的夹层里，等我回家了，才打电话告
诉我。之后，她逢人就说：“这是我妹妹给我买的羊毛
衫。”而她对我们的好，从不提起；我们对她的好，她却从
未忘记。

以前，她是我们的大姐，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母
亲去世后，她就是我们的娘，她时刻记挂着我们；后来父
亲不在了，她成了我们的主心骨，成为我们大家庭的指路
明灯。

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万年修得
姐妹情。父母去世那么多年了，但我们姊妹之间仍然相
依为命、相亲相爱，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好大姐。

大姐，我们永远想念你。

可敬的大姐
○ 张兰花

正月初十，我跟弟弟开车送母亲去黄石走亲戚，探望
母亲的胞兄，我们的大舅。年逾古稀的母亲，已有十五年
未到居住在黄石四门新建一村的大舅家。

大舅排行老大，从外公去世后，一直扮演着长子如父
角色。母亲是姊妹中老大，从大舅进了冶钢工作后，母亲
又成了家中老大，也是落户黄石大舅与老家的“信使”。
大舅娘生小表妹时，母亲在大舅家住了三个多月，照顾她
的嫂子坐月子，抱毛毛虫样的侄女。母亲经常跟我们讲
她年轻时去黄石的往事，她穿着红底白花棉袄，扎着一对
羊角辫，脸上红扑扑，搭车从老家到小城，再从小城武穴
港码头坐汉九班轮船到黄石港，转乘公汽，在黄思湾下
车，像是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找哥哥赵永生一样，一路
寻，一路问，费尽周折寻到建设村60号，抵达大舅住在山
坡上的平房。

母亲坐在车后座，看着窗外一掠而过的一棵棵樟树、
一幢幢房子，疑惑地问我：“这不是黄石港客码头？”我向
她解释，“你当年是坐船到黄石港，从黄石上游方向来的，
现在我们从棋盘洲大桥过江的，从下游到黄石，等下经过
黄思湾。”母亲一边拂着花白头发，一边自嘲：“几十年了，
你大舅当年住的平房，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以前，母亲从老家到黄石走一回亲戚，搭车坐船转公
汽，要花十二个小时，五更天出门，华灯初上才转到冶
钢。如今，弟弟开车选高速优先，五十多分钟便到了新建
一村小区。

弟弟把车子开到以前的黄石二十中门前停好，我扶
母亲下车，登山去大舅家。大舅房子建于20世纪80年
代，是冶钢职工宿舍楼。当时，大舅一家从黄思湾的平房
搬过来，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套在当时很风光的“山景
房”，让老家过来探亲的亲友羡慕不已；如今沦落为“老旧
房”。大舅住在六楼，加上房子建在山顶，相当平地的十
二层楼高。母亲爬到一半腿脚发软，在上坡处绊了一跤，
跌倒在地。我忙上前将她扶起，扶到新建小区新装的木
椅上，坐着歇息。母亲坐下，用手抚着胸口：“亏你大舅住
了四五十年，每天上上下下五六趟，我是一趟也上不得。”

歇了一支烟工夫，大舅拎着一袋菜上山，见到我们，
笑逐颜开地跟母亲打招呼。母亲见了大舅也眼睛一亮，

笑吟吟地起身，随大舅一前一后爬山。我怕母亲再摔跤，
紧紧地挽着她手臂一起走。大舅大母亲五岁，身手敏捷，
脸色红润，相比之下显得年轻些。进了屋，大舅扎起衣袖
进厨房淘米做饭，母亲也坐下，帮他择菜，剥花生米。大
舅笑眯眯地说，刚出门前把排骨山药放进紫砂煲里炖，现
在烧个萝卜红烧牛肉、酱干炒肉片、红烧鱼、清炒菠菜，兄
妹俩一个厨房里，一个厨房外拉家常。我和弟弟则爬到
楼顶上看四门风景。

大约半小时后，大舅在楼下喊我们吃饭，大舅把炒好
的菜摆上桌，倒了饮料，招呼我们一起吃饭。我夹了排骨
汤中的山药，尝一口，还未熟透。大舅替我母亲舀了一碗
汤，母亲吃了一块排骨说：“大哥，排骨没炖烂。”大舅拍了
下脑袋说是忘了按快炖键，要再倒进高压锅再炖。我和
弟弟说不用，晚上炖烂些再喝。下午三点钟，我们从大舅
家下山。大舅也随后下来，在小区便利店买了三袋港饼，
一袋中老年奶粉。港饼三家一人一份，奶粉是给他大妹
妹我母亲喝。他叮嘱母亲，每天早晚各喝一小包，补充营
养，增强体能。

车缓缓地启动了，母亲眼圈泛红，摇下车窗跟她的哥
哥挥手道别。大舅伫立在小区马路上，一直将我们目送
出四门。

至亲的人见一面少一面。梦里的四门似乎离我渐行
渐远。

陪母亲回四门
○ 方军

早春藜蒿
○ 谈建红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
是河豚欲上时。”这是北宋苏轼所作的《惠崇春江晚景》，很多人
都知道前二句，很少注意后二句里面藏着早春的三种美食，绿的
蒌蒿、白的芦芽、肥的河豚。蒌蒿，也称泥蒿、藜蒿、芦蒿，为菊科
蒿属植物，多生长在低海拔地区的河湖岸边沼泽地带，天然的水
乡美味。苏轼在黄州第一次尝过以后便贪其美味，留下色香俱
全的诗篇。

每年二三月，是藜蒿盛产的季节，这道江南人都爱吃的一道
春菜，它让人们走出家门，提篮携子结伴采摘。藜蒿紧跟春风冒
出来，开始匍匐在地面，菊状的叶面翠绿色，背后有一层灰白色的
茸毛，根茎像一个小手掌抓紧地皮，用力地向上生长。它不像香
菜那样侵占我们的嗅觉及味蕾。它脆脆的，嫩嫩的，咀嚼的同时，
一股乡野之气直串脑门，清新至极无与伦比。现在的人去超市，
十来块钱买回一把藜蒿，人工种植的，切割整齐的根茎齐刷刷地
摆放在柜台，也脆也香，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23岁出嫁，双方都是极普通的家庭，我和先生的工资加起
来只有200多块钱，公公婆婆姑儿小叔，还有一个驼背爷爷，一大
家人一起生活，每个月交完伙食费就看不到一张大票子了。开车
多年的公公借钱买辆中巴车跑市内客运，“一台中巴，累死全家”，
一家人开始围着它连轴转。我白天上班接送孩子，一下班赶着吃
饭，放下碗就要去卖票，晚上12点把熟睡的孩子抱回床上休息。
但其中最辛苦的当属我婆婆。现在我到了当年婆婆的那个年纪
了，无事腰也痛，不由得感叹当年的她是那么的艰辛。

婆婆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她描图画蝶，她做的
鞋垫，绣的花，不用打底，包边后，绣一圈写实纹样。鞋垫脚掌处
会有天地相合的“十”字，或者是象征繁衍不息的“卍”图案，脚心
处凸绣的是各类有着吉祥寓意的动植物，鱼儿、荷花、蝴蝶……她
做的每个鞋垫都不重样的。穿惯了她做的鞋垫，即便有再贵的真
皮鞋垫，老公穿在脚上都是一脸嫌弃，无需打磨的器物的确是少
了生活温度。

质朴的婆婆最让我怀念的便是摘野菜，春天一到，婆婆便叫
上我上山，教我去摘野菜，有灰灰菜、马兰头、蕨菜，时间多的话，
就会去江边，摘藜蒿。

江边，天高水阔，放风筝的孩子在沙滩上追着风跑，年轻的情
侣牵手走，留下一长串并行的脚印。沿着江堤走，随便找一处坐
下来，手边就是密密麻麻的野藜蒿，紫红色的根茎肥短肥短。我
手提着藜蒿叶梢揪起来，它还不情愿地弹回去。我急了贴着地面
拔。不过，藜蒿有的根部都老了，还得掐尖。野藜蒿长得粗，但都
不高，不像人工种植的那样瘦长，摘了不一会，就把指头放在鼻尖
去闻，那个清香，让人惬意！婆婆时时叫我看她摘的好肥的一根，
我则像小猫钓鱼一样，站起来扭一扭、晃一晃。

回到家，将藜蒿去根断叶后，把嫩尖掐寸段，再将金黄腊肉切
成丝，绿葱段炒香，放几颗透红的小米椒，在灶上的大锅炒，那滋
味没话说！

那个时候我觉得，春天总会来的，藜蒿总还在那里，婆婆也总
会把我带着，想吃是件容易的事。如今于我，却成了只能回味不
会再有的记忆。

现在，我依然会挖春笋、捡地皮菜，水里去采野芹菜，甚至去
水沟里钓龙虾，这些都是婆婆曾经带着我做过的。当年，我们提
着满袋子的“战利品”回家，总可以高兴两天。然而，我的孩子不
喜欢跟我一起做这些事情，我的要求多，他也只会玩着手机在旁
边陪着，绝对不会脱了鞋踏进水中，伸长手努力去摘那株完美的
野菜。我遗憾地发现，我没有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不
是金钱，而是“习惯、品格和生活体验”。

早春的藜蒿好吃，怎么去吃，其实是个人的选择，或者是时代
替我们做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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