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今年 84 岁， 她于 1936 年生于在贵

州大方瓦房寨。

我们家原来居住在大用煤矿， 未转产关

闭的几十年间， 母亲和矿上的矿工家属们搬

运过砖头，装卸过水泥，砌过围墙……曾经干

了好多种活路。

母亲二十几岁就随父亲来到贵阳林东后

转至六枝国营煤矿，生养了我们 5姊妹。 那时

干的是小工，每天虽然只有块把钱，但对我们

7口之家的生活，却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来源。

在那艰难困苦的时期， 我们一家靠着微

薄的收入，日常生活的油盐酱菜、衣物遮身，

都由母亲精打细算，一分钱都要掰开用。

母亲说， 现在可好了， 有关部门按照政

策，给她们折算成工龄，每个月有收入。 她激

动地说，她和退休的干部工人一样，工资每年

都有增加。

高毕勇 文 /图

精打细算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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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1、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将至，这个

节日是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延续， 是人与

人、故事与故事相碰撞的时间点。 在粽子

的美味里， 包裹着一家人相聚的欢喜；在

龙舟的赛场上，奔腾的水花里满是欢笑与

呐喊；在艾草菖蒲的香气里，蕴含着人与

人之间美好的祝愿……关于端午，您有什

么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有什么想表达和

抒发的情怀与感慨？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2、我的父亲母亲。 翻开旧相册，在泛黄

的岁月里端详父亲与母亲。 在漫长的时光

里，他们从青涩变成熟，从满怀憧憬的青年

成长为担起生活重担的父母，养育着牙牙学

语的孩童，期盼着子女过上崭新的生活……

关于父亲母亲， 您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回忆，

或者有什么想表达和抒发的情怀与感慨？

3、记忆里的野餐。 揣上期待与雀跃，

奔赴郁郁葱葱的大自然里，整上一场热热

闹闹的野炊。 关于野餐，您有什么故事？

4、最深的记忆。 岁月太长，最深刻的

却只有那一两样事物。 回望记忆，有人会

哭，有人会笑，有人会遗憾，有人会释然

……您有什么深刻的故事？

5、关于吃的记忆。 提到吃，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记忆，放进嘴里的不仅仅是饱腹

的食物，更是珍贵的故事。 让人难忘的，有

亲人做的饭菜，有来之不易的肉味。 关于

吃，您有什么故事？

6、 祖孙情。 您是否有顽皮的孙子孙

女？ 他们的任性在您这里是撒娇，哭笑不

得， 却还是想让他们过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您小时候是否也有这样一位祖辈充当

保护伞？

7、相册里的老照片。 翻开柜子里的相

册，那些记忆中的老照片早已泛黄，可那

些故事却从未远去，不曾随岁月远去而褪

色。 第一张全家福、第一张毕业照、一张张

记录着事业与生活岁月的照片……关于

那些老照片，您有故事吗？

8、爱好相伴的时光。 在一生时光中，

如果能拾起一两件感兴趣的事物当爱好，

与漫长的生命为伴，实属幸运。 关于兴趣

爱好，您有什么故事？

9、那些影视片段。 从集体放映的露天

电影， 到黑白电视机里的影视剧、DVD 里

的影视光碟，再到如今的高清画面，影视

剧始终是那方屏幕的主角。 影视剧不仅仅

是社会的缩影，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记忆。 关于影视剧，您有什么故事？

10、书画与摄影作品

要求：文字作品 800字内，可配图。

提醒：投稿发至邮箱 2313967729@qq.

com，邮件主题格式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题’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

联系电话、通信地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实读者，年满

50 岁，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

台———贵阳乐龄，从报纸到新媒体，邀您

来玩，晒出您的幸福生活。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般的经历，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诚挚邀请您分享您的

故事。

★本版稿件为读者投稿

不代表本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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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姓余，名叫余炳珍，是不识字的

农村妇女。 去世近 20年了。

那时我和妻子刚从乡下来到六枝以

卖报为生， 妻子想把母亲接到县城和我

们一起居住， 可老人丢不下她喂养的鸡

鸭鹅和地里种的菜。 母亲在世时，我女儿

才两个月大，记得我和妻子回老家时，她

疼爱般抱着女儿，笑呵呵地说，困难是暂

时的，只要不馋不懒，终究一天是会奔出

头的。

2001年初，大姐的老公公归西，夜晚

叫母亲在厨房守菜。 时值隆冬， 天寒地

冻，母亲身体本来虚弱，第二天昏迷了近

5 个小时，好不容易经抢救苏醒，可没过

多久还是撒手人寰。

母亲是在一个叫黑石头的小村子

里长大的。 小时侯，母亲每次向我们讲

起她的童年生活，总是洋溢着快乐和幸

福：她长大的小村子四面环山，绿树掩

映。 外公外婆带着童年的母亲过着自给

自足的农耕生活。 井里四季流淌着绿盈

盈的水，淘米冼菜洗衣都很方便。 春天

翻犁荒地，地里的野生折耳根盘根错节

附在翻犁过的土坯上，又嫩又粗，抖一

会就能装满小筐。

母亲说，家附近的林子大，她不敢乱

跑，除非有我外公陪着。 夜晚还曾有豺狗

豹子出没，所以天还没黑，各家各户便关

门睡觉。

小学 4年级时，我上山割猪草。 那时

还是生产队， 小伙伴们偷偷割了生产队

种的白菜，用猪草盖在上面背回家里。 我

也割了几蔸，母亲砍猪菜时发现，大发雷

霆。 她说：小时偷针、大来偷金，一个人不

要贪小便宜，我们是穷家小户，树叶落来

都怕碰着头，如果把德性搞坏了，久走夜

路总有撞鬼的时候。

母亲恨赌钱， 小时候流行着丢钱

窝： 在一定距离内将硬币丢进石窝，丢

进就赢，丢不进就输。 记得那是一个冬

天，大哥在村头的晒坝里丢钱窝被母亲

发现，当着众人的面揪着大哥的耳朵回

家，用棍子狠狠地打，边打边说：老娘看

你以后还赌不赌？ 直到大哥说以后不

赌，并保证若是以后赌钱就剁手指头时

才停手。

小时候， 母亲经常给我们兄妹摆些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这些故事滋

养了我们的童年生活。

母亲人缘好，平时，村里谁家婚丧嫁

娶，她都肯帮忙，并且尽职尽责。 家里有

什么事，别人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母亲

常说，人生在世要在别人冷时送温暖，如

果什么事都斤斤计较， 到头来别人只有

敬而远之。

平时，母亲教育我们，勤俭勤俭，衣

饭把稳；懒惰懒惰，挨饥受饿。 庄稼人是

磨肋巴骨养肠子，起早三日当天工，如果

一天什么事也不干，提起横针不理顺线，

雀子不会把吃的衔进嘴里。 不到迫不得

已不要向别人借钱或者赊东西， 热肉好

吃，冷账难还。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高中辍学的

我回家务农， 考乡招聘干部时考了全

乡第一名，面试时被刷下。 在人生最灰

暗最无奈最自卑的日子里， 我曾想一

死了之。 母亲整天守着我安慰我开导

我。 她说那些遭遇更大痛苦的人都开

心地好好活着， 我们有什么理由怨世

呢？ “人生没有跨不过的沟坎，没有翻

不过的火焰山” ，听了母亲的这一席话

后，我释然了。

儿多母苦， 母亲一生含辛茹苦把我

们兄妹五人拉扯长大成人， 自已却没过

上好日子，而等我们成家立业，物质生活

条件比过去好的时候， 母亲却变成了一

抔黄土，一座坟茔。

作者 李海培

母亲的那些话

母亲从一家棉纺厂退休三十多年了，

八十多岁的她患有多种慢性病，因为识字

不多，不喜欢旅游，她戏称自己的老年生

活有三个方向：“公园、菜场、医院” ，活动

半径在六百米之内。

过去，我们几个子女分别去看望父母

亲时， 手里总提着他们爱吃的水果点心

等，时间长了，母亲像孩子似的说“我的

养老金用不完啊， 你们不用买这买那的。

不然，我们一手交货一手付钱。 ”没说完，

我们都笑了，她接着说“我还走得动，要

吃啥我自己去买。 ”

我知道母亲爱吃猕猴桃，每次去总要

带些，她拉开冰箱门，“南祥啊，你看我还

有好多呢” ，劝我带回去。

后来，我去看望父母亲时带的食物不

多，除了关心他们的起居，主要和他俩聊

聊天，拉拉家常，说说报纸和电视上的新

闻，期间穿插我和妻子带孙子的乐事。 我

注意到，这一个多小时的聊天，父母乐意

和我们互动，问这问那，特别关心曾孙的

生活，这些都能让父母开心愉快。

和父母在一起，他们之间也会因某件

事意见不一，而期待我的看法，而我往往

做“和事佬” ，以和为贵。

母亲很开明，从不管闲事，也不过问

子女家里发生的纠纷，她开玩笑“女儿和

我这个老女人， 再加上另外一个女儿，三

个女人就有戏了。 ”

作者 李南祥

和老小孩聊天

母亲今年 84岁，生日那天她告诉我，

我又老了，你看我脸上的皱纹又深啦。 我

看了母亲一眼说：“我觉得没有变化啊！”

其实，在我眼里，母亲永远都是温婉有气

质，声音永远是那么清脆温柔，有时还有

点小幽默。

母亲在家排行老幺， 因为父母死得

早，两个姐姐特别宠着她。她眼窝浅，在工

作生活中遇到点坎坷挫折，就会在两个姐

姐面前倾诉掉眼泪。

母亲告诉我，哭是排毒的一种方法。哭

过，一身轻松；哭过，生活继续前行；哭过，

意志更坚强。 所以，当再遇到困难委屈时，

眼泪就会转为护肤液滋润容颜、洗涤毒素。

虽然母亲满头白发， 但皮肤还不错。

有一天她对我说，“今天我到超市去，有

个收货员说我的白发好好看， 皮肤又好，

还问我是怎么保养的。 ”

我问她，“你怎么回答的？ ”

母亲美滋滋地说，“我说，‘谢谢你的

夸奖，保养嘛，也没什么保养，就是爱哭。’

销售员笑着对我说，‘阿姨您真幽默。 ’ ”

母亲一生遇到过几次大难，20 多岁

被传染伤寒病，30 岁被传染白喉病，这两

种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要命的传

染病；50 岁患胃癌， 胃被切掉五分之四，

医生当时告诉我 “不动手术可能只能活

半年到一年，动了手术好的话可以活五年

左右。 ” 就这样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

年……母亲凭她的乐观坚强战胜了癌魔。

80岁摔折了肩骨，83岁又崴裂了脚踝骨，

经过及时治疗和我们的精心护理，都很快

痊愈。

母亲就这样一坎又一坎地越过障碍，

走到今天。 这是母亲修来的福分，也是我

们全家人的福气。

作者 杨见非

老母亲乐观坚强

战胜胃癌和骨折

“我的父亲母亲”征文选登

作者母亲

作者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