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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荷塘 刘德奉 2月19日

诗词如酥 耕 夫 2月25日

春的萌动 向玉清 2月25日

摄在香雪海 戴 馨 2月27日

漫步黄桷垭 罗光毅 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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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每每家里有要扔掉的旧衣服旧棉被，
母亲总是要我们用干净的口袋装起来，用
绳子扎紧放到楼层拐角处。母亲说，也许
这些东西有人会用上，难道忘记了从前过
的苦日子吗？

忘记了么？那件白土布漂染成蓝色的
衣裳，第一件“的确凉”衬衫，灰色卡其布的
外套，镶有花边没有罩衫的花袄，还有那件
被伙伴们惊为仙衣的浅花长裙……怎能忘
记，母亲亲手缝的新衣裳。

母亲从13岁就跟着我外婆学习浆染、
缝纫、刺绣、编织等活计。母亲在女红方面
很有天赋，尚未出阁就已经被邻里乡亲公
认为心灵手巧的姑娘了。

婚后母亲相继有了我们六个女儿。那
时商店只有白土布卖。为了给女儿做新衣
裳，母亲白天上班，晚上用铁锅烧一大锅
水，把染料倒进滚开的水中，再把泡过的布
放进去煮染，不停用木棍搅动。现在还记
得母亲围着灶台用劲搅匀土布的样子，白
净的双手时常就被染得花花绿绿，好多天
都洗不掉。布料晾干，母亲就用大大的剪
子和一块硬木尺子在布上比划，用粉笔画
上一根根白线，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一针

一线缝制一件件宽大的衣服。
用过的劳保手套，母亲会把它们洗净

晾干，把线拆下来绕成一个个线球，织成一
件件针式和花纹不同的线子衣线子裤，暖
暖和和地陪着我们熬过一个个寒冷的冬
天。母亲爱美，还会用花架绷了布绣几朵
花缝在我们的衣服上，或者直接在下摆绣
上小小的花儿朵儿。家里的碎布和边角余
料，母亲都会剪拼出一件漂亮的新衣裳。
每年春节和小伙伴们比新衣服，我们姐妹
都会多几分得意和自豪。

从小到大，我们六个女儿春夏秋冬的
棉袄、外套、小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
的。记得那些没有星光的夜晚，灯光总会
把母亲的背影拉得很长投映在墙上，还记

得那个泛黄的竹编针线篓，针线荷包、剪
刀、顶针、绕线板，还有一个用竹篾绷成简
易圆圈的绣花架，那些母亲不舍的宝贝。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为母亲买回来
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母亲把它当宝贝一样，
起早贪黑地学着用，每天都有欣喜告诉我
们，欢喜得跟个小姑娘一样。时代的飞速
发展，大家都不自己裁剪做衣裳了，但是母
亲却仍然沉迷在缝纫机上，还乐呵呵地要
姐姐们把不再穿的衣服拿回娘家来，拆洗
裁剪缝成时兴的款式给孙子们穿。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女儿们个个都成
了女红巧手，尤以二姐最为出色。那一年
我出嫁，二姐帮着母亲为我做了一件十分
精致喜色的大花棉袄，让我欢喜了好久好

久。
如今，母亲的大衣橱里挂满了女儿们

为父母添置的真丝、纯毛、羊绒、羽绒各类
衣服。每次回娘家，耄耋之年的母亲却仍
然还在织毛线。问母亲又在给谁织毛衣
啊？父亲告状说：“你妈没事干，毛衣拆了
打，打了又拆，一坐就是一个坑。”母亲笑起
来，絮絮叨叨地说：“日子好了也不能忘本，
妈妈打的毛衣总要比机器织的暖和些啊。”

恍若又看到母亲围着灶台用劲搅匀土
布，坐在床边缝新衣补旧衣。母亲一辈子
的时光都流淌在为女儿们的飞针走线中，
岁月的针线早已把母爱牢牢缝进了女儿们
的心田。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我爹年轻时皮肤白皙，五官俊俏，性格
温和，那时候老辈人称之为“糯米小伙”，属
于特别逗姑娘喜欢的类型。他的迷妹到底
有多少，我妈数不清楚。我妈在那个年代
也属于实力派美女，自信心无人能敌，所以
她也不屑于去数清楚。但有一个迷妹却很
特别，这个迷妹就是小白。

小白和我爹的故事，得从上世纪六十
年代末说起。

1968年的夏天，我爹被部队选派到甘
肃省天祝县松山气象站。在那里，我爹的
任务除了守护气象站的电台和枪支，保护
员工的安全，还跟着一帮刚毕业的中专生
学习气象报务，小白就在这群中专生里面。

那时的小白二十出头，一颦一笑俏丽
可人。小白是这群中专生里的骨干，业务
能力很强。我爹为了学好技术，就让小白
教他联手发报，小白也乐于教授这个长相
帅气、勤奋好学的小战士学本领。时间一
长，正值青春年华的小白对我爹产生了一
种说不清的情愫。

我爹一年的任务很快就结束了。在送
我爹回部队的途中，小白忍不住对我爹说，
她想好了，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像我爹这
样帅气优秀的军人。我爹听她这一说，吓
得立即跟她坦白，说他在老家已经定了亲，
未婚妻漂亮又能干。小白虽然难过，但这
之后她再也没提个人感情的事情，依然跟
我爹保持着书信联系，维系着纯洁的革命
友谊。

我爹回部队后不久便写信告诉我妈，
说他的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如果我
妈不去部队与他结婚，他就退婚去找那个
女孩了。我妈接到信后立即打了结婚报
告，马不停蹄赶到部队，与我爹举行了婚
礼。小白听到消息后，竟然想方设法买来
大米和鸡蛋，坐了80公里长途汽车到部队
去看望我妈，还陪着我妈在部队招待所住
了几天。就在这短短几天时间里，两个从
未谋面的姑娘居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
友。直到很多年后，我妈才明白过来，其实
我爹就是以小白为借口，把我妈哄到部队
结了婚。

关于小白，我妈已经给我讲过不下一
百次。从我记事起，每当他们说到小白，我
妈就会骂我爹“误人子弟”。我爹总是忍不
住捂嘴偷笑。

我妈告诉我，1970年我爹复员回家后，
我爹从小白的来信中知道了她从松山调回
了甘肃平凉老家，知道她终于找到一个高
大帅气的骑兵丈夫，他们添了两个女儿一
个儿子。我妈对他俩“见字如面”的联系虽
然愤愤然，但从来没有阻止他们，渐渐地还
让我爹时常在信中给小白夫妇捎去问候。
直到1986年，两家人终于决定见上一面。

平凉和梁平，仅在字音上就有了缘
分。之后从1986年到2009年，23年间，小
白夫妇和我爹妈有过4次见面。800公里
的路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距离，所
以每一次走动都充满了仪式感，他们从青
年、壮年一直走到老年。

一晃又是十年过去。这十年，他们说
得更多的是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大
家都老了，走不动了。

就在今年春节前，小白突然给我爹打
来长途电话，说正月里要来梁平，然后我爹
又不淡定了。我妈问我爹，你想不想小白
来？我爹说，最好不要来！我妈冷笑着说，
你一点不老实！

我爹捂着嘴偷笑。
正月初八，小白夫妇终于带着两个女

儿到了梁平。这时候的小白已是七旬老
太，但我爹在见到小白的那一刻，仍然兴奋
得又蹦又跳，我妈拉都拉不住。晚饭的时
候，患有脑梗的他大口地喝着酒，跟小白说
着年轻时候的故事，七旬老太小白掩嘴偷
笑。小白身旁的骑兵伯伯耳朵背了，他不
知道是什么话题让小白和我爹说得那么开
心。他的女儿大声告诉他，说我爹正夸他
长得帅呢！

其实在我看来，小白和我爹五十年的
情谊，仅仅停留在“发乎情、止乎礼”的层
面。他们的情谊早已超越了世俗的男女之
情，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跨越时空最美最
纯的友情。

（作者单位：梁平区交通委员会）

如果把女人形容为一本
书，你是怎样一本书，你愿成
为怎样一本书？

有的女人是画册，印制
精美、质感优良、价格不菲。初看时养
眼，可是看过之后，却没有留下太深的印
象供人回味。

有的女人是童话，天真、美好、不谙
世事，像永远活在玻璃罩子里，虽令人赏
心悦目却难免有些脱离现实。

有的女人是通俗小说，情节生动曲
折也易理解。可是这样的书，看的人多
珍藏的却少，因为太易懂便少了细品的
格调。

还有的女人是漫画、食谱、期刊甚至
教学大纲。

当然，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读者群，只是畅销
程度有所不同罢。

其实，书在印制之前，不知经过了多
少次的校对、修订，也许三次五次，也许
十次八次，或者更多。再版的时候也需
要再次修订，总之这一切努力都为了以
最完美的姿态呈现在大众面前。

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像是一本书的
初稿，基因、血型等决定了大致的模样、
性情，而人生不断成长的过程便是不断
修订。一次次的成长成就了一次次的自
我修炼、蜕变，日臻完美，最后，终于成为
一本有价值的书。

你喜欢读书吗？你喜欢读怎样的
书呢？

我以为，最完美的书，不仅要有美丽
的封面、丰富的情节，更要有独到的见
解、深刻的内涵。封面精美，才能第一眼
吸引人的目光；情节精彩，才让人有深入
阅读的兴趣，不至于被带回家后随手翻
一翻就束之高阁；见解独到，才能让人深
深感受其特别之处；深刻的内涵才显得
意味悠长，无论过多少年都能被人铭记
于心，连时间都被它打败。这样的书，能
拥有的人何其幸运，必定会一辈子爱惜、
珍藏。

你说，要成为这样一本好书，该有
多难？

可是，比这更难的，是遇到一个爱
书、懂书、珍惜书的人。纵使这样一本好
书，却遇不到这样一个人，岂不是白白糟
蹋了吗？

我不想成为最好的书，只愿遇到最
对的人。 （作者单位：北碚区水利局）

你说，等到了三月
我们又去爬山
遍坡的桃花，一朵挤着一朵，一片连

着一片
会成为我们最美的背景
关于三月的意义
只有你与我默记在心
三月，这个朴素的名词
浓缩了你我一生中最悸动的追忆

记忆中的三月
有漫天的星光，一地的月光
我们的三月
阳光湿润
呼吸连着呼吸，绿色挤着绿色

此时，风还不够暖
阳光还太薄
通往春天的路
每一天都在努力地加深一点绿
身边的草木安静地陪着我
等候你
再次牵着我的手缓缓走进春天的深处
亲爱的，你应记得的是
没有了你，再绚丽的三月都不够完整

（作者单位：
彭水县文化馆）

母亲一辈子的时光都流淌在为女儿们的飞针走线
中，岁月的针线早已把母爱牢牢缝进了女儿们的心田。

岁月的针线
■ 疏影

快/ 乐/ 笔/ 谈

我不想成为最好的书，只愿遇到
最对的人。

女人这本书
■ 殷艳妮

生/ 活/ 随/ 笔

他们的情谊早已超越了世俗的男女之情，在时间的流
逝中成为跨越时空最美最纯的友情。

跨越半世纪的情谊
■ 曾小燕

诗/ 绪/ 纷/ 飞

我们的
三月

■ 秦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