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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

和母亲“往来”
□陆琴华
母亲八十岁了，在乡下。我回到
她那儿，总会掏二三百元钱给她。而
每一次接到钱的母亲都要给我许多东
西让我带回城里。比如刚从地里拔出
来的青菜啦、刚去壳的白花花的大米
啦、老早就晒好的一些干马齿苋啦等
等。
一次周末，我回到家里，屁股还没
有捂热，
就急匆匆朝乡下赶，没有别的
目的，就是给母亲送钱。在母亲递过
来的凳子上刚落座，村里的大广播响
了，原来是到了年底，征收农村合作医
疗费的，每人一百元。这时我还没有
给母亲钱，就问母亲：
“ 你们交了吗？”
母亲说：
“还没交。”
村里收合作医疗费
已经有三四天了，估计母亲手里钱紧
张，或者没时间去交。我对母亲说：
“我去替你交。”
母亲住的屋距离村部不远，走几
分钟就到了。可是我前脚来到村部，
后脚母亲就也到了。我一脸疑惑，说：
“妈，你来做什么？”
母亲说：
“找你来家
吃饭。”
我掏出手机，
看看时间，快中午
十二点了。母亲说：
“有道渣菜都做出
来好长时间了，再不抓紧吃，就冷了。”
渣菜是母亲用老白菜帮子做成的，听
起来不咋样，其实那是母亲的一道拿
手菜，吃起来挺香。据说这道渣菜是
母亲专门为我准备的。我点点头，一
交完费就随着母亲离开村部。
村里有一些跟我母亲差不多大的
老人先后辞世，有的活着也是整天病
歪歪的，不能动。我母亲呢？生活不
仅自理，
开着一爿代销店，
几亩责任田
还种着。我不无自豪地对母亲说：
“妈，我看你身体还很硬朗。
”
母亲笑着
说：
“ 还行 ，就是 腿 脚没 有 从 前 灵 便
了。”
母亲一辈子要强，不服输。二十
年前，我就劝母亲把几亩责任田转出
去，可是每一 回母 亲 都说 ：
“我还能
种。”其实我听邻居说，有一次母亲拔
责任田里的草，一不小心摔倒了，
半天
才爬起来。于是我只好一再叮嘱她量
力而行，
能不做就别做了。
来到路口，可以望见母亲住的屋
了，我掏出钱包，从中取出整张一百
的，递了些给母亲。接着，
我又从钱包
里掏出都是五元的纸币，拿给她说：
“这些零钱用起来方便。
”
母亲对超市里卖的东西，还有她
自己开的商店里卖的东西似乎一点儿
不感兴趣，却对来村里吆喝的那些小
贩子情有独钟，只要一听见吆喝，
总会
走出院子，来到小贩子面前，不管爱吃
不爱吃、是否新鲜，都会买一些。小贩
又来了，
母亲忙去买东西，
付钱时对那
些小贩子说：
“ 儿子刚给的钱，还透着
温呢。”
母亲把她从小贩手里买来的那些
东西总会当作礼物再送给我，我推来
推去不要，说：
“ 我给你的钱还不够我
带回去的呢。”母亲说：
“ 谁叫你是我
儿子？父母有东西不给儿子吃，会给
谁吃呢。
”
这时我忽然想起：
“儿子有钱不给
父母花给谁花呢。”我和母亲一个送
钱，一个送物，彼此不断。母亲拿着我
给的钱买东西，就情不自禁流露出了
得意和自豪。我呢？收到母亲给的东
西，就一直能感受到那种“临行密密
缝”
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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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做主
□蔚新敏
胖燕要是在饭口跟我联系，一定有十
万火急的事。
“来我饭店”
加三个惊叹号，
我
“嗖”
就飞过去了，
胖燕正在后厨忙乎，长吁
一声说：
“靠窗坐着的是房东，半年前才涨
的租金，
现在又要涨，
根本不按合同走。我
告诉他你是幕后大老板，你跟他谈吧，我心
塞。”
我表情凝重地把包搁在男人的桌上，
男人腮帮子上立马堆起两疙瘩肉，赶紧给
我倒水，
仿佛小饭店服务员。我眉毛一挑，
一个字都没嘟噜，
他就叙述开来：
“咱都忙，
长话短说。涨房费这事，全都是我老婆的
意思，隔壁都比咱这高。
”
真够直接的，怎么
不说胖燕已租了十年，隔壁哪家不是走马
灯似的换？我直戳要害：
“上半年涨是谁的
意思？”
他说：
“也是老婆的意思，
不过，是前
老婆，今儿是现老婆。
”
合着老婆们都奔着当家做主来的，他
要是一个劲换下去，房租很快就能把天杵
个窟窿。
我特佩服把太太搬出来说事的男人，
以前或许哭丧着脸受着夹板气地搬，现在
都是理直气壮地搬。好多事，
“老婆”一上
桌，爽利多了。我们单位，但凡加班，准没
潘大年，理由：回家给老婆做饭，老婆除了
他做的饭，谁的都不吃。你非要让人家加
班，人家老婆就得饿着，真饿出个长短来，
谁也担待不起。那好吧，活儿别人干，加班
就不再安排了。有老婆真好！有个换了厨
子就不吃饭的老婆真好！
身边搜罗搜罗，动不动“搬老婆”的还
真不少。我有个表哥，
做生意的，
借给别人
钱是常事，找别人要钱相当于割人家的肉，
表哥的手段就是
“搬老婆”
“
。老婆生活太奢
侈，
衣服首饰化妆品都是外国淘来的，什么
人养得起这玩意呀。”
“没钱老婆就让我放
她走，她挣钱养我，其实她跟着我不容易，

吃不上穿不上的，这辈子砸锅卖铁我得满足
她，谁让咱是男人呢。”债务人不能看着人家
媳妇裸妆吧，更不能看着人家媳妇爱慕虚荣
跟别人跑了吧。基本都还了。其实，我那表
嫂，人特朴实，头发拉直一次三年不用理，顶
多洗完后用点护发素。可表哥搬出来的这
个表嫂，成糟钱的机器了，刁蛮任性、横竖理
不讲还薄情。不过，表哥这一搬，外面飞着
的钱都回来了，投资股票的话或许早就本金
不保。
在生意场混，我表哥人帅多金挺有魅力
的，追他的女孩儿不少，表哥不理，追急了表
哥就让她们猜谜语——
“使君有妇，打一俗
语。”女孩儿们根本没那脑子，百度一划拉，
知趣地退了，
因为答案是
“太太做主。”
这年头，老婆在与时俱进，上得厅堂下
得厨房，辅导得了孩子斗得了小三，还得能
背锅，老婆不易。我由衷地感慨，男人嘴上
只有老婆做主，才有未来；拥护老婆，才能万
事大吉。不信你左右看看，嘴里老婆长老婆
短的，过得都不错，这哪儿是一般男人能说
出口的。这些男人都抓住了对方的体恤心，
天下老婆都一样，意会，见谅，嘿嘿……从感
情上先有共鸣，
接下来的事就好商量了。
我先生的一位亲戚要来城里上大学，想
住我家走读。我一听头就大了，我是正经的
人前光鲜、人后好吃懒做兼头不梳脸不洗的
主儿，到时候丢人丢大了，不行，我跟先生
说：
“推掉，就说我不同意。”先生特为难：
“要
说 老 婆 不 同 意 ，我 真 说 不 出 口 ，多 让 人 笑
话。”嘿，敢情“搬老婆”的事也不是一般男人
能干的，能随时随地“搬老婆”的，八成把普
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领悟得倍儿透，我
的读后感是做人不能贪得无厌，而某些男人
学到的是“老婆做主是最好的理由”。那些
动不动就拿老婆说事的人的形象在我心里
立马高大起来。

我的超人
□笨凉
那时我高考成绩不好想要复读。
家里在农村，爸妈为了让我能够更好
地学习，不知道从哪里托了关系让我
去了我们那里一所有名的中学上学。
我至今还记得爸妈带我报道那一
天，那个我都不知道叫什么的叔叔一
脸倨傲地警告我：
“看你爸妈多么拼才
能让你在这里读书，你要好好学，如果
犯错了，那你只能回去了。”我的父母
在一边点头哈腰：
“放心，
他很乖的，我
们家儿子最老实了。
”
之后就是请吃饭，送礼。那位帮
忙的老师也许是为了避嫌吧，在路上
走来走去不愿意去吃饭，我就在后面
看着老爸在旁边不住地说着。我在后
面，
眼睛一定是红的，
还要躲闪着不让
爸妈看到。
吃完饭就剩我们家人了，妈妈跟
我说：
“ 好好读书，这样你就不会这样
难 了 。 看 看 我 们 ，送 礼 人 家 都 不 要
的。”
在那一天，我确实地感受到了爸
妈的无能，他们的不完美。他们只是
小村庄里的农民，他们真的本事不大，
但是他们，
竭尽全力为我、为我们家。
他们依然是我的超人，是我的榜
样。我不会忘记，爸爸曾经对着年幼
的我说：
“你爸爸什么不会啊！”
我也不
会改变，
听到这句话之后，看向老爸的
那种憧憬。

母亲格言
□魏霞

支付宝疑案
□一叮
前一段时间，突然发现不怎么用支付
宝的老公，有事没事总点开支付宝，
这种情
况有一阵子了。
他平时很少玩手机，一般是微信响了
才看一下，晚上睡觉前集中刷一会儿新
闻。我也不是很敏感的人，没有查岗查手
机的习惯，甚至没想过这类问题。所以我
都能发现，说明频率不算低。
联想到之前刷到的段子，有人用支付
宝上的种树小程序约会，
浇一下水代表啥，
浇两下水代表啥……虽然他平时忙成狗，
不至于去开房什么，但万一用支付宝当聊
天软件，正和某人互撩呢？为什么好好的
微信不用用支付宝，
是在隐藏什么？
我算是个挺能忍的人，又偷偷观察了
一天。终于抓到机会瞟了一眼，顿时心凉
了半截。原来他打开支付宝，主要是上蚂
蚁庄园，
就是喂那只胖鸡的地方。
一个大男人，
天天玩这个，
大家觉得会
是啥？总不可能是自己爱玩，肯定得有互
动吧？莫非他和某个妹子正勾三搭四，你
喂喂我的鸡，我送送你一颗心？
就这样我又忍了一天，这一天情绪都
不对，他可能看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

么，所以对我温言软语更甚平日，我却心里
呵呵，并不买账。
晚上他呼呼大睡，
我一夜无眠。
第二天，平复了心情，我们照常上班，
傍晚回到家，
他第一时间又点开蚂蚁庄园。
至于这么急迫？你都不问问你媳妇儿
饿不饿，晚上吃什么，就先跟人聊天？莫非
对方是一个单位的，刚下班分开一会儿就
寂寞难耐？
真是越想越气，再忍下去就不是我的
风格了。于是我尽量平静地问:“你在干吗
呢？怎么这几天老玩支付宝？”
他抬头看我一眼，突然爆发：
“ 你快去
看看你那只肥鸡！知不知道在我这蹭吃蹭
喝了多久？老子每天还要答题挣饲料喂
它！隔一阵就吃光隔一阵就吃光，到处给
你找饲料！你赶紧去喂，我们两只鸡都没
吃的了！”
原来，我支付宝里的肥鸡，上个月随机
跑到他的窝里蹭饭，他发现后就一直养着，
一直喂着……
现在，又过去好几个月了，我那只鸡还
在他那里养着没回窝呢。
中年直男也可以很可爱。

母亲说话，很有滋味。在她那看
似平淡的话语中，常常蕴含着耐人寻
味的道理。
小时候，
父亲在外教书，
家里只有
母亲一个劳动力，生产队分的粮食菜
蔬总不够吃。母亲常说：
“车到山前必
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母亲把
每一粒粮食都精打细算，还领着我们
春天挖野菜、捋榆钱、摘槐花，夏天下
河摸鱼捉虾等，以填补粮菜的不足。
同村有个外号叫“蹦塌天”的女
人，为人处世斤斤计较，只能占便宜，
不能吃亏。她的地跟谁家的地相邻，
都非吵上几架不可。一次分地，我们
两 家 做 地 邻 ，有 人 提 醒 母 亲 要 小 心
些。母亲说：
“ 啥贵不吃啥，谁厉害不
惹他。”
多年，母亲处处让着，
“蹦塌天”
从没有和母亲吵过架。有人认为母亲
太软弱，母亲却说：
“ 吃亏是福。”现在
母亲老了，
腿脚不灵便，
“蹦塌天”
去集
镇上买东西，总要给母亲捎带些。两
个人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还坐在一
起打麻将。有一次回家，听见“蹦塌
天”
对母亲说：
“二嫂，
刚才咱打麻将算
错账了，
我多得了两块钱，得还给你。”
小时候，乡村因为贫穷，大多数家
庭不让孩子上学，母亲会很痛惜地说：
“养子不读书，
不如养头猪啊。”
见到对
孩子疏于管教的小夫妻，
她直言不讳：
“树小扶直易，
树大扶直难。”
看到动辄
出口粗言的长辈，她会愤愤地说：
“为
老不尊，
教坏子孙。”
闲下来，
细细咀嚼母亲的话语，让
我受用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