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是一种岁月，
她担负着最多的痛苦，
背负着最多的压力，
咽下最多的泪水，
仍以爱，以温情，
以慈悲，以善良，
以微笑，对着人生，

对着我们！
没有母亲，

生命将是一团漆黑；
没有母亲，

世界将失去温暖。
那么多哲人志士，

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
将涛声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
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

因为能承受的，
母亲都承受了；

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
而作为一种岁月，

母亲既是民族的象征，
也是爱的象征。
母亲是一只船，

载着我们的期待和梦幻；
母亲是一棵树，

为我们遮挡风雪和严寒；
母亲是一盏灯，
给我们光明和温暖。
山，没有母亲的爱高；
海，没有母亲的爱深；
天，没有母亲的爱广阔；
地，没有母亲的爱包容；
太阳，没有母亲的爱温暖；
云朵，没有母亲的爱洁白；
花朵，没有母亲的爱灿烂。
人生中，母亲就是一切。
在悲伤时，她是慰籍；
在沮丧时，她是希望；
在软弱时，她是力量。
母亲节快乐！

母爱
申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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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又是一年槐花开。这个
时候，会勾起我对故乡槐树、槐花
的回忆。

我上小学时，故乡的村西有一
片槐树林。一到初夏，这里密密麻
麻高低错落的槐树上，挂满了一串
串的槐花。放眼望去，故乡掩映在
白茫茫的槐花当中，更有那沁人心
脾的槐花清香，随风吹来，弥漫了
的整个村落。

那时候，没有空调、电扇，教
室里比较闷热。老师就带着我们，
到槐树林里的荫凉处上课，在那里，
一点儿也觉不出夏天的热。因而，
我们会用心的读书，一阵阵朗朗的
读书声，便从槐树林传出。课间，
我们在两棵槐树间荡秋千。放学后，
我捋一些新鲜的槐花回家，让母亲
洗干净，掺些面做 " 苦累 " 吃。养
兔子的同学，折些槐树小枝回家喂
兔子。

我家里也有一棵槐树。槐树不
高，夏天的早晨，我会在槐树的树
杈上读书。

高中我考入了县立一中，离开
了家乡。不知哪一年，那片偌大的
槐树林，被村里的干部卖掉，槐树
惨遭了砍伐，如今夷为耕地，再也
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但昔日的槐树、
槐花，依然会飘进我的梦里，成为
永远的记忆。

欣慰的是，村落当中有一棵古
槐。古槐，树身三个人抱不住，这
棵年代久远的树，没有人能记住是
何人所栽。据村里流传下来的族谱
记载，此树为明永乐二年九月，由
山西洪洞移居河北时，祖先留恋洪
洞故土，他们多采集大槐树的种子，
或者折枝将其种植到新家，因而，
家乡一带的村落多有古槐，我们村
里的这棵古槐也由此而来，距今大
约已经 600 多年，它普通而又神奇，
承载着遥远的历史和祖先创业的艰
难历程。槐，还寓意着怀念家国，
因而备受人们青睐。此外槐树还包
含多味中药。

在槐树中，有国槐和洋槐两种，
洋槐又叫刺槐。国槐的果实为念珠

状，俗称 " 槐米 "，而洋槐的果实为
荚果，两者皆可入药。

《本草纲目》记载，"槐初生嫩
芽，可焯熟水淘过食，亦可作饮代
茶，或采槐子种畦中，采苗食之亦
良 " 。史书《抱朴子》评价，" 此
物至补脑，早服之令人发不白而长
生。" 关于槐叶， 《食疗本草》载：
主邪气，治产难，绝伤。

槐花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具有 "
凉血止血，清肝明目 " 之作用。五
代时期的中药专著 《日华子本草》
记载，其可以 "治五痔。"

槐实能止血、降压;根皮、枝叶
均可药用。清代 《本草求原》 载：
槐根，可杀 "蛔虫 "。

世有树木千万种，而我最喜欢
国槐。它陪我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
光，且从槐叶到槐花，从树根到树
皮，都有中药的元素，特别是那一
串串洁白的槐花，虽然不引人注目，
却依然默默绽放，吸引着无数蜜蜂，
酿造着人间的甜蜜，那扑鼻的花香，
值得我终生去回味。

飘香的槐花
赵永生

美丽的五月，我要为母亲唱一
首属于她的赞歌。

母亲是一位农
民，没有什么文化，
小学二年级都没有
上完，但她用简单
的言行教会我很多
道理。

小时候，一年
中的大部分光景，
父母都是在地里劳作，直到日落西
山才回来。闲暇之余，我也会帮父
母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如：锄草、
割麦、掰玉米等。印象深刻的是锄
草，地里的草有小腿肚那么高，到
处都是。锄了一会儿，我就没劲了，
望着眼前如此多的草，我说：“这
么多的草，我们什么时候能锄完
呢？”母亲说：“人哪，有的是力
气，坚持锄下去总会锄完的，你看，
一锄头下去这么多草下来了哩！”听
了母亲的话，我又弯下腰来和母亲
一起锄草，不知不觉已到中午。回
家吃过午饭，母亲说：“我去地里
了！你在家歇一会儿吧！”那时正是
酷暑天气，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而
母亲全然不顾，我在家看了一会儿
电视，就去地里了，母亲已锄了好
长一截了，我赶紧加快速度锄草
……就这样，二亩地我们锄了三天

才锄完。这次劳动让我明白了人有
的是力气，就是当下力气用完了，

休息片刻，力气便有了，凡事都要
慢慢来，坚持不懈总会成功。

点点滴滴，耳濡目染，母亲这
辈人的德行影响着我。如今，在工
作中，当同事遇到了什么难处让我
帮忙时，我也会二话不说，尽自己
所能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做的！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尊老爱
幼，敬重长辈。受母亲的影响，我
看到村里有一位奶奶家里条件不好，
放学后，我和小伙伴商量要去献爱
心，帮助老人，决定给奶奶送一些
菜过去。于是，我们各自到自家的
菜园里采摘了新鲜的蔬菜，什么黄
瓜啦、韭菜啦、豆角啦、茄子啦
……只要是菜园里有的，我们尽量
采摘最好的给奶奶送去。中午，我
们轻手轻脚地走到奶奶屋里，看到
奶奶正在午休，我们把新鲜的蔬菜
放到奶奶的屋檐下就走了，恐怕惊

醒了熟睡的奶奶。大人们发现蔬菜
没了，看到菜园里的小脚丫印，大

人们自然猜到是我们这群
小家伙弄的。后来得知我
们把蔬菜送给了那位奶奶，
大人们对我们这群小家伙
翘起了大拇指！

母亲常说要吃得苦中
苦，是啊，母亲这一辈人
经历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啊！

曾记得小时候，村里没有一口水井，
庄稼靠天吃饭，种的最多的是红薯，
要想吃上一口馒头，那真是比登天
还难啊！光吃红薯怎么行呢？麦收
时节，母亲就和村里的妇女一起去
临县麦地里捡麦穗，一天下来，也
捡不到多少，可母亲依然去捡麦穗，
为的是给我们小孩子做一口好吃的！

母亲的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受母亲的影响
越深。是啊，如果你想得到甘甜的
蜂蜜，不穿过蜂林，一味的退缩你
就永远达不到。如果你想成功，不
吃苦拿什么积累经验，去体会生活
的美好呢？

母亲，用弱小的肩膀为我撑起
了一片天，她用朴素的话语，无言
的行动，教会了我做人的真谛，感
谢母亲！

感谢母亲
张丽霞

儿子小学上的是寄宿制学
校，每两周休息三天，平时都
在学校吃住学习。刚上一年级
时，一开始挺好，上学时高高
兴兴，回家来说说笑笑，可两
个月左右，情况就发生了变
化。

那一周，接他回家时，还
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开始不高
兴，心事重重的样
子，第三天开始出现
食欲不振的情况，中
午吃完饭，就出现呕
吐的不适症状，勉强
送到学校，晚上老师
就让家长去接，说孩
子发烧了，接回来去
医院打针输液。这样
的情况持续了好几
周，不但没有好转，
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
势，孩子日渐消瘦，
郁郁寡欢。

于是，我放下了
手头所有的事情，把
主要精力放到了解决
这件事情上。

我给他请了假，
去当地最好的医院住
院，做了血检、尿
检，心电图、脑 CT
等全身检查。因为呕
吐是大脑炎的重要症
状，为排除大脑炎的
可能，连“腰穿”这
样的检查都做了。最
后医生的结论是，一
切正常，身体没病，
问题可能出在心理上。

出院后，我陪着儿子去了
达活泉公园散心。一大圈走下
来，我两腿发酸，脚底板都有
些疼了，可儿子不但没事，还
在蹦床上蹦了四十多分钟，又
玩了碰碰车、过山车，摩天
轮，打枪等，把能玩的玩了一
个遍。

日落西山，精疲力尽的我
们坐在公交车站的长凳上，开
始了一次长谈。

我问他，检查也检查了，
玩也玩了，你打算怎么办？
儿子张口就跟我说，我不想上
学，我又问，你为什么不愿意
上学？他一声不吭。我就跟他

聊天，从入学开始，老师对他
怎么样，同学怎么相处，吃饭
住宿课间活动，体育课电脑课
手工课等等，最终了解到了一
个细节，那就是他刚上学时，
因为爱说话，活泼好动，老师
就让他当班长，可后来他不会
管人，很多同学对他有意见，
出力不讨好，老师就把他换下

来了，他接受不
了，感觉很没有
面子，丢人到家
了，老师同学都
嫌弃他了，一到
学校那个环境就
想起这件糗事，
无法面对。于是，
就特别讨厌去学
校，并且越来越
严重，以至于影
响到了生理方面。
原来这才是他得
病的病根所在。

针对这种情
况，我开导他说，
人这一辈子会经
历很多事情，不
管事大事小总会
过去，“没有过
不去的火焰山”。
并且别人只会注
意和自己有关的
事，对于他人的
事三两天就忘了，
哪能一直记着。

经过我的开
导，孩子的心理
发生了很大变化，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
最终同意去学校了。

为防止出现反复，我每天
放学后都会去看他，一开始他
看到我来了，老远就跑过来跟
我说话，后来只是冲我摆摆手
笑一笑，再后来就对我的到来
无动于衷了。

通过沟通交流，在我的开
导下，儿子最终克服了心里障
碍，度过了人生的第一个难
关，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
的情况。可见，家长和孩子的
有效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不管
你有多忙，也别忘了常和孩子
说说话。

沟
通
助
子
度
难
关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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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打来电话，说今晚要熬花
生汤，让我带老公和孩子一起去喝。
我兴奋无比，思绪随着花生汤，回
到了小时候。

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食材，每
天的饭菜比较单一，尤其暮春夏初
时节，我的胃口总是不好，母亲见
状，就会专门熬上一锅香糯浓稠的
花生汤。

油炒花生、水煮花生是北方人
餐桌上常见的下酒菜，北方人在熬
粥时也总喜欢挑几颗饱满的花生作
为配料。喝着绵软细稠的米粥时，
因为有了这几粒花生，增添了嚼劲，
越发觉得好吃。但是，北方人很少
煮花生汤来喝，花生汤是闽南的一
种吃食，类似我们夏天常喝的绿豆
汤。

外公外婆当初南下到福建永春
工作，母亲就是在永春出生长大的，
二十岁时才随外公外婆回到北方。
忙碌艰辛的生活，让她改变了曾经

在南方的很多生活习惯，但是，因
为我爱喝花生汤，所以，她一直保
留着熬花生汤的习惯。

花生汤食材虽然简单，煮法却
特别考究。首先要挑选大小均匀的
花生，洗净用热水浸泡，轻轻剥掉
花生的外衣，露出洁白的花生仁。
之后将花生仁倒入锅中，文火煮熬，
待到花生煮熟放入糖，续熬至花生
与水交融，汤色乳白，粘稠，花生
汤就算做好了。舀入精致的小碗，
凉到温热，就可以食用了。

在那个没有什么零食的年代，
能喝上一碗花生汤，对于我来说，
是莫大的幸福。也因此，每次熬花
生汤，母亲都似进行着一场庄重的
盛宴，每一个环节她都做得很专注，
好像熬制的不是花生，而是她对孩
子浓浓的爱。

有一段时间，工作上屡屡不顺，
于是我变得烦闷、急躁，怕父母担
心，回娘家时不敢提及工作上的事

情。那天，我坐在母亲身边，神情
黯然。母亲没有问我遇到什么事，
而是跟我说：“娟娟，今晚咱们喝
花生汤吧？”我点点头，之后默默地
看她选花生、泡花生，直至下锅熬
粥。站在她身边，看着她做这一切，
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心里很温
暖、很踏实。母亲一边熬粥、一边
漫不经心地跟我说着话：“当年，
我第一次学煮花生汤时，心太急，
开着大火，结果，里面的水很快熬
干了，花生却还没煮烂。后来再煮
时，就学会了耐心等待，文火慢熬，
这样，花生与水慢慢交融，直至融
为一体，喝起来也香甜。”

听着母亲的话，我似乎明白了
很多。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事情，困难和挫折时常有之，
心浮气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经过
打磨才能出精品，原来小小的一碗
粥里也有很多学问啊！那晚，我的
心情豁然开朗，喝了满满两大碗花
生汤。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餐
桌上的吃食越来越丰富，我却对那
一碗花生汤念念不忘。那碗花生汤，
看似平常，却让人回味无穷，母亲
的爱尽在其中。

那一碗花生汤
刘娟

百年沧桑闹革命，一路风雨一路风。
先哲领首劈旧制，万众举旗捣蒋庭。
开国执权建新政，固红防变靠群英。
破除西化颜色梦，牢记初心奋登程。

建党百年庆
石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