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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爸妈回南方老家感受长江水的丰泽去
了，独留我一人在郑州继续享受母亲河的滋养。
久违的一人生活好不自在，下班后待在家里也没
有了往日的吵闹，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工作结束，我与平时一
样，准备洗去一身的疲惫后把自己扔到床上好好
睡一觉。打开热水器和燃气阀，我晕晕乎乎地向
卫生间走去，放水、试温，好凉，继续放……渐
渐地我感觉不对劲。“难道我没有打开热水器
吗？”带着疑问我又穿上衣服，去厨房检查。“都
跟平时一样啊，咋就没有热水出来呢？”我四下
观察，发现热水器显示屏上出现了“E1”的字
样。我快速打开百度，找寻故障原因。

“完了，点火器坏了，这下得找人修了。”我
在心里哀叹。

夜晚十一点的家庭微信群内，我把出故障的
事情一一汇报，不出所料，没人理我。明天还要
上班，我根本没时间在家等维修师傅上门，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微信列表里帮单位修空调
的师傅，询问是否能修热水器。

“热水器能修，E1故障是吧，我明天去看
看。”师傅快速回了我的微信。

“大概需要多久能修好呢，我明天要上班
……”

“这得看具体情况，我明天最早7点可以过
去，你看咋样？”师傅答。

“好，谢谢师傅，我明天等您来。”
没有热水器，在这不太冷的秋天，我简单冲

了一个凉水澡就睡觉了。
第二天，师傅准时来敲门，我迷迷瞪瞪给师

傅开门，讲述热水器的故障。
“这打火、风箱听着都没有问题啊，你家是

不是没有天然气啊。”师傅打开热水器问道。

“啊？不会吧，我不知道啊。”我在师傅的问
题中猛然一激灵，快速打开了燃气灶，果然打不
着火。

“哎呀，这是你自己家的房子吗，停气了都
不知道啊。”师傅哭笑不得。

我一脸懵，愧疚地送走了白跑一趟的师傅，
打开支付宝看看燃气费，卡里确实没有钱了，但
也清楚地显示“暂未出现欠费情况”，我急忙冲
了一百块钱进去，梳洗一番后，再去打燃气灶，
但还是没有我期待看到的火花出现。这时爸爸的
电话打来了。

听完我的讲述，爸爸笑了起来：“哈哈，你
也不看看有没有燃气，真是缺乏生活经验，交完
钱了就等等看，中午应该就来气了。”

我收拾完毕，带着忐忑的心情去上班，一个
上午的忙碌后，我满心期待地回到家中。“一定
要有气啊，晚上不能再洗凉水澡了。”一路上我
都在心里默念着。但是一开火，还是失望。

“喂，还是没有气啊，咋办啊爸？”我拿起手
机向爸爸求助。

“你打电话给物业，看看是不是都停气了。”
爸爸回复我。

等到爸爸把物业电话发来，我立马打了过
去，原来并没有停气，但物业人员告诉我可能是
我家天然气表的电池没电了。我搬来凳子，小心
地打开天然气表的电池盒，发现这东西需要四节
电池，便飞奔到楼下超市。

“要几号电池？”老板娘问我。
“呃……不是那种最大的，但也不是那种小

的，中等大小，要不您拿给我看看，我就知道是
不是了。”分不清电池型号的我模糊地描述着。

“应该是五号。”老板娘拿给我看。
“对对对，要四节。”我开心地说。
换完电池，在我虔诚的祈祷中，燃气灶终于

打着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瘫坐在沙发上的我，环顾空荡荡的家，突然

意识到，父母不在家的日子，还是有点灰蒙蒙
的。地饭上有我掉落的头发，家具也累积了灰
尘，洗碗槽里总有要洗刷的东西，垃圾桶一直有
新的垃圾……

父母在家的日子，我可以是一个分不清电池
型号的小孩，父母不在家的日子，我又成了一个
缺乏生活经验的不成熟大人。但我可以确定的
是，无论父母在不在，他们的爱，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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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一声妈妈为成本，向她无尽地
索取；她以一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无尽
地付出。

我的母亲，一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太
太，没读过书，连自己名字都不认得，
却总能讲出一堆大道理；我的母亲，一
个三级肢体残疾的人，路都走不稳，却
能追上四只蹄子跑的牛羊；我的母亲，
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把收养的我
宠成了珍宝……

以前我总觉得她不会老，小老太太
可注意自己的形象，头发总是染得乌黑
油亮，岁月也不忍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漫山遍野追赶牛羊她也不喊累，直到有
一天，她哽咽着摸着她的老黄牛，“我
追不上你了，我老了，腿疼，没有力气
了，女儿大学也供出来了，我要把你卖
掉了。”原来，我的妈妈也会说疼、会
喊累，手上的老茧会一点点变厚。为了
这个家，为了一声“妈妈”，她当了几
十年的超人啊。

姑姑以前总跟我开玩笑说，咱家这头
老黄牛跟着你妈妈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奶奶走得早，妈妈嫁到我们家时，姑姑才
9岁，19岁的她又当嫂子又当妈，照顾姑
姑到出嫁年龄，眼看姑姑要出嫁，没有钱
给姑姑置办嫁妆，舅舅帮妈妈打听到这头

“小黄牛”马上就要生小牛，让妈妈买回
去，小牛卖掉，刚好给姑姑置办嫁妆，妈
妈掏空家底买回了“小黄牛”，卖掉小牛
的一千二百钱全部给姑姑置办了嫁妆，从
此“小黄牛”便成了妈妈的营生，养了十
几年，变成了“老黄牛”。

记忆里妈妈天晴下雨都不得空，天
晴放“老黄”，下雨喂“老黄”。我有时
候说她：“下一会儿雨，牛又饿不着，就
不要冒雨跑了呗。”妈妈只是低头说：

“我们家亏了谁都不能亏了‘老黄’
啊。”以前不懂，觉得她太计较，直到
卖老黄那一天，她似是在说给老黄听，
又像在说给自己听，“从你来我们家，
我也没虐待你，你也没亏待我呀，一千
二百块钱给我妹子气气派派置办了嫁
妆，三千块钱给我们家新添了摩托，五
千块钱给我们家换了拖拉机，四万零六
百块钱供我女儿上了大学，十几年了，

四万六千八百块钱是你给我挣来的，我
真的跑不动了，老了……”“是不是四
万六千八百块？”说完妈妈又转过来问
我，我连连点头说是。

我毕业了，上班了，离妈妈越来越
远，一年到头在家里待不了几天，我
说：“给你换个智能手机吧，想我了随时
都能视频。”她说自己不识字，学起来费
劲，不愿意学。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
一条好友请求，竟然是她。我打电话过
去询问，她才支支吾吾地说:“最近老梦
到你说要去找亲生父母去，我想你想得
紧，就让隔壁邻居给我教着用用，我用
这什么视频，还能在朋友圈看看你，我
就不想你了。”我答应她，我不会走，
我做任何事情都会以她为最重要，她才
开心得像个孩子似的笑了，又接着向我
炫耀：“我最近还学了编织，学了刺绣，
我给你绣了新的枕头，再给你编一个毛
茸茸的帽子，可暖和了，还学了……”

看着手机里她高兴地比划，我突然
觉得她更像我们家的“大黄牛”，默默
低头拉着全家前进，用自己平凡又伟大
的一生，诠释了母亲的意义。她的爱像
那山中孜孜不倦的温泉，融化了隔膜的
冰川，更滋润了我们的心。我的母亲，
平凡且伟大。

江山路上的秋天终于到来了。
几场秋霜后，银杏叶子黄透了。

是纯金似的黄，不带一点瑕疵，扇形
的叶子像金色的蝴蝶在风里扇动着翅
膀。银杏树笔直的树干直冲云宵，一
树树，一排排，明晃晃的照亮你的眼
睛。

梧桐叶子也开始逐渐乏黄。这些
梧桐是经过优选的品种，春夏时并无
二致，特殊在秋季叶子发黄的时候，
从泛黄、半绿半黄到彻底黄透，每一
个阶段都是那么好看。刚种下时，树
冠是整整齐齐的桃形，逐渐长成更大
的桃子。叶子是从树冠的中心开始黄
起来的，像一个罩了绿纱似的大灯
笼，中间摇曳几片黄色的火苗。渐渐
地火苗越来越多。夕阳照在树冠上，
红红黄黄的叶子把大灯笼照得透亮。
每一棵树都是一幅美丽绚烂的油彩
画。问一个擅长绘画的朋友，这个时
候是否想找一个地方支一副画架。她
说还要再等等，等背景色彩更丰富一
些会更有层次。

白杨叶子由青变黄了，石楠枝头
也挂起了一串串红色小果子。小叶红
枫也红火了起来。紫荆心形的叶子黄
了。地面上整齐的深绿色灌木丛顶端
吐出了一个个红色的芽儿。绿化带里
冬青、女贞和塔松仍然不为秋风所撩
动，叶片深绿又凝重。吹拂的暖风
中，似乎携有果实的芳香，你会不经
意间就醉在了秋里。

二十年前江山路原名邙山路，出
了北三环就是都市村庄，属于地道的
郊区。沿途有一些小工厂，人少，车
少，企业少，工厂外面全是农田。深
秋草木逐渐枯萎，枝条败落，枯皱的
叶子被风吹到墙角路边，蜷缩着，颓
废不堪，让人不免生出悲秋之感。接
蹱而来的是更剧烈的寒冷。夕阳西
下，望着苍凉的天空下飞舞的黑鸦，
悲凉之情油然而生。

冬天的早晨多的是雾，一大早班
车在市区尚能缓慢行驶，过了北三
环，越走雾越大，只能跟着依稀可见
的前车一点点移动。前车跟丢的时
候，旁边看不到任何参照物。

如今郑州市四环修到了厂区附
近。城市在长大，繁华在外溢。每天

上下班穿行在江山路上，车窗外是二
十多里的人工景观带，环卫工人打理
得整齐干净。人工的景观少了秋的萧
瑟，缺了冬的寂寥。以前那个低沉、
压抑、萧索又冰冷的寒冬，我还没有
来得及认真感受，就匆匆溜走了。新
修的双向八车道的马路，各式车辆飞
驰而过，整齐、明亮、紧张、繁忙，
这就是发展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原
一隅。

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逢到秋天就
开着车带孩子去看枫叶。异国他乡地
广人稀的地方，枫叶落尽会不会悲秋
我不知道。我用二十年的时间，见证
了这里天更蓝了、地更绿了、路更宽
了，周围越来越繁华，环境越来越美
好。厂区边上许多住宅小区正在建设
中，不久之后这里人流会更多、更繁
华，路旁边的银杏和梧桐也会更高
大，叶落的时候真的可以踩上厚厚的
金黄色的地毯了。“愿我的门前有一
排高高的白杨，愿你踏着落叶从远方
归来……”梦中依稀总有一幕：夕
阳，白杨，金黄的落叶……几十年前
最流行的诗境，变成了身边真实的存
在。未来，江山路会更美，我们的生
活会更好。

暑假期间武汉疫情趋稳减弱，滞留
在武汉许久的母亲赶紧收拾行李，带着
孩子们回了洛阳老家。我趁着难得的清
净，索性没有回家，晚上在办公室加
班，整理各种文字材料，一时间忙得昼
夜不分，好多天没有给家人发信息，也
忘了给父母打电话问候。

母亲和孩子走后十余天的某天一大
清早，我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电话还
未接通时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一问才
得知，父母们见我这些天没发信息，也
没给他们打电话，以为我在武汉是不是
有啥事。父亲在电话那头确认我一切安
好时，才放心地挂了电话。而我，眼泪
差点掉下来。

2020年年底，受疫情影响，我们
过年无法回家，于是给父亲换上了智能
手机，并教会了他使用微信，于是乎家
族群便更加热闹：母亲发语音叮嘱我天
冷加衣、不要太累，父亲文字留言鼓励
我认真工作。我因为工作原因很难及时
回复 ，但无论我在家族群里发什么，
父亲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会第一
时间点赞和回复。父亲还无师自通地学
会了在我的朋友圈里留言，总是提醒我
注意身体，平时要照顾好孩子们，不要
担心他们……

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平时喜欢
在朋友圈里发些照片，从风花雪月到日
常琐事，比如分享今天和孩子们吃了什
么好吃的，去哪些地方游玩看景，最近
工作上遇到的事，再到完成了什么工

作，参加了哪些活动，也会时不时跑到
家族群里，给父母、亲戚彼此点个赞、
留个言，互动一下，自己闲来翻看也觉
得温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发微信朋友圈
从一件单纯美好的事变成了一件有争议
的事：《成熟的人都不发微信朋友圈》
《这些人都把微信朋友圈调成了静音模
式》……慢慢地，我也选择只看不发，
发朋友圈的频次也从定期发布转为几个
月才发一次，而且发朋友圈之前总会精
挑细选，尽量不发容易引起他人不适和
猜测的内容。我认为这就是“成熟的
人”该做的事情。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成熟”
没学会，刚开启“静音模式”，父亲就
打来了电话，问我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更
新朋友圈，此时我才发现朋友圈来来往
往，真正关注我的其实没有几个，只有
最亲最爱的人才会发自内心地关心我的
生活，关注我朋友圈的内容。

父亲的这通电话让我明白：别人的
看法没那么重要，只要我内心坦荡，过
好自己的生活，不被别人的看法裹挟，
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让自己最亲的
人担心最重要。

如今，父母年纪已大，我们的世界
越来越大，可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小，小
得只剩下我和孩子们，我的朋友圈便是
他们切入我生活与我聊天的窗口，我记
录的不仅是留恋的小美好和吐槽的烦
恼，更多的是传递给家人的一份安心。

今晚有超级红月亮和月食，我在上海
通过视频电话喊千里之外的孩子去天台上
观看这少见的盛况。

忽想起小学课文《看月食》，于是发了
个链接给琪，希望孩子们有如我们小时候
一样的感受。我戴上红心帽出去走路，当
我走向月亮的方向，想着孩子们和琪也正
看月亮呢。当我背着月亮走，正好是朝
西，那也是回家的方向。

路边的一片片稻田，有些已经收割，
这时稻草的香味儿更明显了。无论在哪
里，稻谷收获的季节都是这同一种味道。
无论何年的秋月，这混着谷香、泥土香、
稻草香的浓郁味道，都和小时候一样。我

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只要一闻，就能一秒
回到心中的原乡。

我们看着谷种泡缸发芽，在育秧、分
秧、排秧、怀秧、插秧的工序中，看着秧
苗渐渐长高，每个农民都会认真侍弄这些
绿色的生命。整理水田的工序就更多了，
以前多是用水牛，正在拉犁耙的牛也会顺
嘴偷吃一口秧苗的香甜。

农忙时的辛苦可以用“汗水摔八瓣”
“一滴汗一粒粮”来形容。从清明开始下
秧，到端午插秧，再经过夏天雨水的饱
灌，最后让秋天的阳光收汁着色，稻田的
香气就铺天盖地了。暑假稻花抽穗时是绿
色的清香，秋天稻子从灌浆到长熟，就越

发接近饭香了。
农村的孩子是放忙假的。农忙季，农

活累死人，但也伴着无数乐趣。干完定量
的活，大人会奖励代销店的汽水一瓶。拾
回一篮子稻穗，称重后会按谷价奖励零用
钱。

最喜欢的还是爬草堆和滚稻床。平整
的打谷场上，碾过稻谷后，松软的稻草像
是铺成片的“席梦思”，一群孩子带着他们
的狗儿迫不及待地冲上，滚来滚去，笑得
咯咯停不下来，全然不管皮肉被草挠得又
红又痒。

打完谷后的干草主要用来喂牛，供牛
嚼一个冬天。

稻草的另一大妙用就是铺床，床板上换
下旧草铺上新草，再加床棉絮和新浆洗过的
床单，贴着皮肤的感觉很是舒爽。枕头也是
稻草填的，睡上去翻身时会有窸窸窣窣的声
音，这样就能枕着稻香安然入睡了。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月亮依然在头顶上空，远在那头的孩

子们应该已经进入了梦乡，我沿着稻田向
着家的方向，久久凝望。

稻梦空间
■ 杨安军

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
归？

月亮依然在
头顶上空，远在
那头的孩子们应
该已经进入了梦
乡，我沿着稻田
向着家的方向，
久久凝望。

武汉人总是会自我调侃这里的四季没有那么分
明，到了春秋总是乱穿衣。一般过了中秋应该是穿
秋装的季节了，可在武汉的街头，却总可以同时看
到身着短袖T恤、轻薄羽绒服或呢大衣的人。

今年的秋天不但延续了夏季的干旱和长期无雨
的状态，而且就在进入了立冬节气，也依旧是一幅
初秋的景象。

小区里，栾树上结满了一簇簇嫩黄色小灯笼般
的果实，在太阳的照射下，金黄橙红的花和果在翠
绿枝叶的映衬下更明艳了，尽展向上的姿态，一扫
秋天的萧瑟。随手一拍，路过的行人也被框了进
来，定格后构成极具电影感的画面。微风拂过，一
串串灯笼探着小脑袋在枝头摇曳，可爱极了！

公园里，满地枯叶无人扫，一池秋水有蛙鸣。
寻一个周末，带着孩子去感受脚踩树叶的沙沙响
声，去看那波光粼粼的湖水，还有各色锦鲤在光与
树影下嬉戏。湖面的光影反射到湖畔的树干上，又
仿佛将其提前装扮成了圣诞树。

路边“小森林”里的自行车道两旁都是挺拔的
水杉，清晨的太阳偶尔会透过茂密的树冠，时不时
地投射进那么一束光，让人瞬间忘记了清早的阴
冷，选择骑车上班的我也因为这束光顿感轻松与愉
悦。

一天，开车行驶在高架桥上，坐在后座上的女
儿问我：“妈妈，你看，太阳光是不是在和我们‘躲
猫猫’？”我一时没明白她说的，而且也不敢四处张
望，“妈妈，你看，只要我们经过那个‘窗户’，一会
儿有阳光照在我脸上，一会儿就又不见了，这不就是

“躲猫猫”嘛！”女儿兴奋地解释道。我顿时明白她说
的“窗户”是高架上的隔音屏，在行驶中确实一会儿
有阳光照过来，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不禁被她的想象
力和童言童语逗笑。“妈妈，还有，你看，那个塔吊
上的太阳像不像是在玩跷跷板？可惜，没人陪他玩，
估计一会儿他该摔个大屁股蹲啦……”话音刚落，
我们俩都“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秋日光影
■ 魏岚

母爱如泉
■ 高俊丽

谁在关注我的朋友圈
■ 王仙

人生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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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关注我的朋友圈

■ 盛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