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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敢为先，巾帼英雄数不完。

代父从军全忠孝，疆场杀敌胜儿男。

浑河血战秦良玉，挽救国危保家园。

盛世太平天地广，女强能顶半边天。

呦呦新药是灵丹，诺贝大奖载誉还。

中国女排钢铁汉，全球大赛勇夺冠。

亚平长翅鹏图展 授课太空玉音传。

行行壮元有妇女，复兴中国写鸿篇。

巾帼英雄赞
■ 胡翔春

我曾想在仲春时节

乘着清风里的那一架紫藤

随落霞 爬满你寂寥的窗

陪你领略月上层楼的惊喜

我曾想采夕阳的余韵

在你雪花缤纷的额头

写一阕长短句 婉约出你

风舞柳丝轻的惬意

我曾想飞入红尘的最深处

用开满兰花的指尖

为你弹落 飘满肩头的落寞

再编织一帘不会随风而逝的相思

我剪着春风的温柔

站在春潮澎湃的三月

看你 凝望路口的双眼

陪你 笃笃守候的身影

老家的岭上 山花嫣然

我循着花香 如约而至

在你的天空 我的祝福与问候

如漫天飞舞的纸蝴蝶

三月的纸蝴蝶
—— 写给三八妇女节

■ 吴德凤

中学的作文里

我妙笔生花洗了六年

那时，妈妈的脚嫩白如藕

念师范的那几年

我用半文半白长短句

洗了三年，那时妈妈的脚

血管凸起

像多年没拍掉的蚂蟥

当我自认为写出第一句

带血带肉带魂的诗

妈妈的脚，已成描红松树皮

而我依然只是

用感人至深的诗句

在稿笺或期刊上为妈妈

洗脚

直到今年春节

我扶着母亲散步

母亲八十三岁，颤巍巍的

搞得脚下的小寨坝

远处的尧龙山

也情不自禁的颤抖

刹时，妈妈两鬓千丈冰挂

令我肝肠碎裂

除夕之夜，我蹲下

远离颂歌颂诗的“老身"

第一次触摸妈妈化石般的

双脚，那越黑的指甲

那浓郁的汗味

把我带回妈妈一把屎一把尿

风里来雨里去

含辛茹苦的年月

此时，妈妈放大成圣母丰碑

我眼角溢出的泪花

首次放射感恩的

钻石之光

给妈妈洗脚
■ 王小泥

一大早，父亲就从菜市场买回新

鲜的蔬菜，说是要给母亲过个三八妇

女节。母亲不以为然，我更是诧异，连

生日都懒得张罗的人，却有这样一副

浪漫的心思，而且是在错过了花样年

纪之后、在彼此垂垂老去之时？父亲

不理我们，独自哼着小曲儿在厨房忙

开了。

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做木工，家

里母亲操持着，母亲身体不好，医生们

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五指不能舒展，

忌冷水，没少吃药，效果甚微，母亲做

饭和洗菜都要烧热水，洗衣服也如此，

家务活就比平常人多出好多麻烦来。

但母亲要强，却一件也不曾落下，尤其

女红做得好，帽子、衣服、裤子、袜子、

手套，母亲都能编织，而且花样繁多，

什么葡萄串儿、麻花辫儿、大元宝、满

天星……在书上学的，或者看到村里

哪个姑娘媳妇儿毛衣好看，借个样子

就能看清它的套路，三两天便可以复

制出来。有时候从商场里买来毛衣，

入不了母亲眼，三两下拆了，重新编

织，又暖和，又漂亮，一家人冬天穿的

戴的都是母亲的手艺。父亲个子高，

身体壮，毛衣毛裤费工费料，母亲白天

要忙家务活儿，只有晚上就着昏黄的

电灯飞针走线。为力求完美，往往不

计麻烦拆拆改改。经母亲手织出来的

毛衣，是可以挂到商场橱窗里卖的。

母亲当姑娘的时候就一副锦心绣

肠，她的嫁妆里好多精美的绣品，和外

婆一起绣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色

彩的搭配又极讲究和夸张，可以不依

着事物本身的颜色，红色的螃蟹，紫色

的荷花，蓝色的山茶，样子又带点印象

派的意思，就像儿童画，完全依着自己

对于美和色彩的感悟，倒成了天马行

空的大家做派。

到了婆家又学得一手缝纫之技，

一台老式缝纫机现在都踩得溜熟，剪

裁缝补，针脚密密匀匀，远近邻人都爱

找母亲帮忙，母亲乐而受之。

年轻的时候，二老聚少离多，家里

从来不曾有过女人的节日，连生日都

忽略得很，三百六十五天对于他们来

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有传统节日会

隆重一点。每次父亲从外面做工回

来，都会给我们娘仨儿带些夹心饼干

或是果丹皮之类，有时是午餐肉，热天

便是大西瓜。其实父亲每次归家，对

于家人来说已经是过节。父亲脾气是

很好的，从来没有大声对母亲说过气

话，母亲有怨言和唠叨的时候，他也只

是听着，默默抽烟……

厨房交响乐打断了我的思绪，父

亲不时探出头来问母亲什么佐料放在

什么地方。我知道父亲并不善炊事，

做的菜粗枝大叶，家里宴请客人或是

家人餐饮都是母亲掌勺，偶尔下一回

厨房也会被母亲挑剔。父亲操持炊具

永远没有舞弄木工工具那样顺溜，但

他拒绝我和母亲的帮助，独自挽袖挥

刀，在厨房的方寸之地忙得不亦乐乎。

厨房里烟火缭人，父亲已经做好

了饭菜，虽然红烧鲫鱼咸了点，排骨汤

忘记放盐了，糖醋土豆丝儿又甜了点，

但母亲这次并没有挑剔，浑浊的眼睛

里藏了两分娇羞，是十八岁的韵致，或

许那是与父亲初识时的笑吧。

三月的花朵

是季节献给母亲的礼物

不再年轻的妈妈

曾经孤傲独自开的乡野百合

已然花容失色

儿孙晚辈们捧来的一束花

让年迈枯瘦花田

又荡起一丝沐浴春天的欣喜

三月的花朵

是季节馈赠予妻子的褒奖

一手孝敬父母长辈

一手操持小家生计

原本活色生香的花朵儿

已半老徐娘无怨无悔

三月花朵邀你放下疲惫

静静品尝春风送来淡淡的花香

三月的花朵

是春花般灿烂的女儿

飞在天上的喜鹊

贴在心房的棉袄

无忧无虑的花儿让原野增色

无数女儿的行走织就葱茏遍地

女儿花开在心田弥漫成花海

父亲的天空溢满春的暖意

三月的花朵

为身边姐姐妹妹盛开

为全世界女人们而绽放

活色生香柔软浪漫是女人天性

赤橙黄绿青蓝紫说不尽花的芳菲

柔软浪漫携手花的娇媚

营造起人世间最美好的百花园

世界花团锦簇长盛不衰

三月的花朵
■ 黄玉文

“知识装在脑壳里，谁也偷不走。”

在记忆的脑海里，这是母亲教导我时

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

打小起，母亲没能给我殷实的家

境，尽管她和父亲终日在地里不辞辛

劳地忙碌着，但贫瘠的土地依然没有

交出好收成，缺粮是常有的事情。每

到五六月份，家中粮仓就见了底，母亲

就得去亲戚家东挪西凑，解决一家人

的口粮问题。因此，在懵懂的岁月里，

家中的饭桌上经常会出现玉米、红苕

主打的稀饭也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渐渐地，我就到了上学的年龄。

看着邻居家的伙伴们早早就买好了书

包、准备了新衣去村上的小学读书，我

心里却一点儿都不敢奢望，因为照自

家当初的困境，我要想上学无疑是一

件让父母作难的事情。家中本就入不

敷出，而上学更会让全家雪上加霜。

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想的，无人

知道，或许，她心里也思量过、犹豫过、

痛苦过，但她留给我的印象则是连一

丝的犹豫也没有。她好像是不假思

索，也不需要思索，就顺理成章把我送

进了学校。

“你要好好读书，知识装在脑壳

里，谁也偷不走。”入学的第一天，母亲

对我说。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

早！”年幼的我对母亲话中的意思不是

很懂，但却认准了好好读书的理。因

为我知道，为了筹措我入学的十一元

学费，母亲狠心地卖掉了家中唯一的

经济来源——那只会下蛋的老母鸡，

让我赶在那年的九月份，顺利地坐在

村上唯一用石砖墙砌成的教室里，开

始咿呀学语。

从此，母亲除了要操心地里的庄

稼外，还要关心我的学习。尽管她对

我所学的东西不甚了解，但每当我在

做作业时，她总会把煤油灯挑得亮亮

的，还在一旁陪着我，并不时用相同的

语言告诫我：“小勇，你要争气，用心读

书，知识装在脑壳里，谁也偷不走。”

“知识装在脑壳里，谁也偷不走。”

母亲的话伴着我走过了六年的小学时

光，嗖的一下又到了初中尽头。而家

中的境况却并未好转，而学费却像滚

雪花似的越来越多，母亲肩上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但她依然如故，没有让我

辍学的念头，似乎本来就不该产生这

样的念头。她从来认为供我上学，是

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

初中毕业，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

县头的师范学校，年均七千元的学费

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村里也

有人劝母亲，说：“算了，你送你娃儿读

到初中，差不多啦！不如让他出去打

工，还能找几个钱回来。”但母亲不愿

就此罢休，说多学点知识装在脑壳里

终归是好的，再苦再累也要让我读下

去。于是，她到处东挪西借，托关系跑

银行贷款，将当年还没入仓的稻谷卖

掉了近三分之二，为我筹集学费。三

年的师范学习生涯，母亲舍不得置一

件衣服，平常穿的几件粗布衣服补了

又补。面对我在校期间每月必须的生

活费，体弱的母亲硬是咬着牙同父亲

一道承包了村上的十余亩田地种植庄

稼，栽秧、喷药、打谷……为了节省不

必要的开支，每一件农活都是亲力亲

为，从不邀请外人搭手。

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面孔，我多

次含蓄地表达出自己想休学的意愿，

但母亲态度坚决，用那句陪伴了我十

多年的话警醒着我，让我不得不放弃

那个想法。直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

面对当初如此穷困的境遇，如果母亲

不让我上学，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感谢母亲的那份执著和坚持，让我咬

紧牙关走了下去，终于换来了今天在

城市一隅的工作和生活。

直至今日，我的工作之余仍是书

籍陪伴，看书阅报，坚持学习。正如母

亲话中的意思，知识是偷不走的财富，

我拥有更多，我才更加富有。

感谢母亲，让我学会了对知识的

如饥似渴，也让我懂得了拥有的价值！

母亲的三八妇女节
■ 刘腊梅

母亲的读书论
■ 兰采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