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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青王利青 摄摄

随着夏天的悄悄离去，曾萦绕我们身
边的炎热、酷暑也随之逃离了这个世界。
闲来无事的母亲开始鼓捣家中那台上海牌
老式缝纫机，说是要为我那睡觉不踏实的
儿子缝一个肚兜，以免晚上着凉。虽然我
和妻子极力劝阻，“买一个也花不了多少
钱，何必费这神。”但最终还是拗不过母
亲。母亲说道：“趁我还活泛，就多为孙子
缝些衣物，再过几年也许就没精神做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母亲怕缝纫机放得时间久了，就坏了。

从我记事起，这台缝纫机就一直陪伴
着母亲，它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爷爷托了
好多关系才买到的，年龄比我还要大9岁之
多。每当提起这台缝纫机，母亲总是异常
激动，连脸上的皱纹也随之舒展开来。

上世纪 70年代，爷爷是城里赫赫有名
的修表匠，在南门的五金厂附近开了一家钟
表修理店，各种高、中、低档钟表都修理过，
可谓是技术精湛。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
一块手表可能需要普通工薪阶层攒上大半
年的钱，而且往往是有价无市。因此，能够
到爷爷店里修表的人，都不是寻常人，所以
爷爷能够买到缝纫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母亲本就出生贫寒，从小艰难的岁月
磨练了母亲刚毅、勤劳、任劳任怨的秉性，
也练就了一手好针线活，裁、剪、纳、缝、补、
绣，无所不精。自从结婚有了缝纫机之后，
母亲就像一个过年有了新衣穿的孩子，满
心的欢喜。母亲常常在夜里坐在缝纫机
旁，弓着腰、瞅着眼缝衣服、纳鞋垫。而我和姐姐就趴在一旁
的桌子上写作业，那泛黄的灯光，伴随着母亲踩着缝纫机踏
板发出“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温馨了那个朴素的家，也温
暖了我们的童年。街坊邻居都夸奖母亲的针线活儿好，我和
姐姐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穿过赤脚露腿的衣服，虽衣服陈旧，
但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这都得益于勤劳的母亲。

记得小时候有一首歌曲叫《中国娃》充斥着大街小巷，里
面有一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呀，站得稳哪走得
正踏踏实实闯天下”。能够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鞋是最让我
引以为豪的，因为那缜密的针脚里缝进了母亲对我们的浓浓
爱意。母亲的“千层底”的确牢靠，无论怎么穿都不破，直至
不合脚才光荣退役。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身边的同学都穿上了球鞋
或旅游鞋，母亲为了顾及我们的自尊心，就不再给我们做衣
服、做鞋了，使用缝纫机的频率也逐年减少。但作为母亲的
心爱之物，她还是会时不时给机身上一些润滑油，踩一踩踏
板，缝个坐垫或者枕头套之类的。再后来，老屋几经翻修，早
已不见了从前的模样，那台留有母亲体温的缝纫机终于闲置
下来了。母亲生怕磕了碰了，就用泡沫塑料包了个严严实
实，小心翼翼地搬到了阁楼里。

如今，缝纫机再次被搬出来，我们心里都在打鼓：还能不
能使用了？在母亲的引导下，我将机身从隔板里翻转出来，
并用棉布拭去散落在上面的灰尘。父亲将连接踏板与机身
的传动皮带装好，又给运转滑动部分仔细加了油。“这样可以
了吧？”我向母亲问到。母亲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牙刷，走
向前掀起了缝纫机针板，一边刷里面的细小部件一边说到：

“你们只适合干粗活，细活还得我上手，我的‘老伙计’只有我
才懂。”经过几番折腾，终于准备就绪。母亲找来一块布，轻
轻踩动踏板，看着轮子飞快地转动，针头上下不断跳跃着，

“我的‘老伙计’还健在！”母亲兴奋不已。那“咯咯咯、咯咯
咯”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都不由得拍手叫好。

母亲戴上了老花镜，埋着头，左手拽着布头，右手握着转
盘，双脚踩着踏板，眼睛盯着针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时而停下
撩一撩散落的发丝，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不到半小时，
儿子的那件肚兜就缝好了，母亲不顾身体的倦意，就跑去给儿
子试穿，看着刚好合适，母亲的脸上随即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如今，大街上到处都是琳
琅满目的服装店，让你应接不暇。弹指一挥间，母亲的缝
纫机已将近 40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每当我看到角
落里的缝纫机，总会思念起在昏暗的灯光下不辞辛劳为我
们缝制衣服的母亲，回忆起我那充满快乐的童年……

（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

北京有座香山，司马故里韩城也有座香山，韩城香山位
于薛峰乡，又名禹山，每年秋季，方圆数万亩山坡或沟地上枫
树、黄栌红叶红艳似火，远远望去，会误以为是飘落的花瓣，
走近看才辨清是椭圆的树叶。

工作生活在韩城的我，一直只闻香山秋景美如画，却不曾
身临其境。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天高云淡、秋意正浓的周
末和友人踏上旅途，赏红叶，醉心情，饱眼福。香山，许是与韩
城象山谐音的缘故吧，好多外地游客总将两处混淆，好在我们
在这儿生活了四十年，加之有热心称职的领队先前探路，一队
人马不曾走错。香山距城区十多公里，因为通往景点的是乡
村公路，所以路面较窄，只适合小车自驾。行至薛峰乡时，车
队行走在山恋间，见到碧蓝的天空，绿葱的植被，雪白的羊
群。从山坡上放眼眺望，薛峰水库全貌尽收眼底，俨然一幅
山水鸟瞰的美景，一阵阵透着山间草香的空气沁人心脾……

车队快到达山顶时，眼前的色彩渐渐变得丰富起来，大
家开始下车徒步观景。此时的香山，能感受到“漫山红遍、层
林尽染”的意境。从地上捡起了一片落叶，对着阳光，那清晰
且纤细的脉络，像脉动的血管，似孕育着生命的色彩，又似握
住了整个秋天……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中学时代学过杨朔
的那篇《香山红叶》课文，也难怪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这里隐
居，被雅称“香山居士”。红叶的热烈本来就让人激动心醉，
于是，队友们各种欢笑、各种惊呼、各种摆拍，捏着手机、按着
快门，合着笑声一同荡漾在林间、山间……阵阵秋风拂过，有
的红叶一簇一团伫立枝头，像少女般思绪万千、风情万种。
有的红叶红中融黄，黄中透红，层层叠叠像团火焰。还有的
红叶翩然而下优雅魅惑，飘落瞬间风韵犹存。

“红枫似火照山中，寒冷秋风袭树丛。丹叶顺时别枝去，
来年满岭又枫红。”我爱这妖娆的秋天，更爱这香山的红叶，
还有红叶落下的韩城这方热土。 （韩城矿业公司）

醉人的红叶
王利青

“拿上，带着路上吃。”
“不要了，真的够了。”
“那你那个不拿，把这个带上吧，

总是用得上的。”
这就是我的姥姥，一个永远觉得

我吃不饱、穿不暖的妈妈的妈妈。
对我而言，姥姥是一个自带温暖

的称呼，自小在姥姥家生活的我，对
她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忆起成长中的
零零散散、点点滴滴的回忆，姥姥总
是给予我十足的呵护，她虽没读过什
么书，却总是能温声细语用最朴实的
话语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讲出生活的
常识和人生的哲理，是她用无私的爱
灌溉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的生活。

童年 关于放肆
儿时，最快乐的日子莫过于过年，

可以穿新衣服、吃糖果、放鞭炮……而
我对于过年的记忆，总是从大年初二
开始的。按照大人们不成文的规定，
每年大年三十和初一都是在爷爷奶奶
家度过。因为从未在一起生活的原
因，对于爷爷奶奶家及家里的亲戚总
是会有或多或少的距离感。乖巧、腼
腆和不爱吃饭是她们对我每年过年的
一贯评语。与其说乖巧、腼腆，更不如
说是不熟悉；与其说不爱吃饭，更不如
说是吃不惯。而我也总是会每天无数
次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终于挨到了大年初二，坐在回家
的车上我心里已经充满了雀跃，而姥
姥，早已经站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回
来，见到姥姥的我定会撒丫地跑到她
怀里了，给她一个亲热的拥抱，附赠
一个甜甜的微笑。

从进入姥姥家的那一刻开始，我抛弃了前几天静若
处子的假象，展现了动若脱兔的调皮，和姐妹们放肆地
去玩、去闹、去打成一团，妈妈总是嫌我们太闹腾，姥姥
却说：“大过年的，不能批评孩子，让她们去闹吧。”妈妈
也只能作罢，任由我们放肆地去疯、去玩、去闹、去笑。
而这个时候，在厨房里忙着做饭菜的姥姥总是回头时
不时地看看我们。她看着我们闹，我们看着她笑。

长大了才慢慢懂得，饭菜的味道才是家的味道，而
在姥姥家吃饭的记忆才是团圆的样子，大人坐大桌，
小孩坐小桌是姥姥家吃饭的标配座次，随着姥姥将一
盘盘可口的饭菜端上桌，我狼吞虎咽地吃掉一盘盘饭
菜，从塞满饭菜的嘴里挤出来的永远是这几个字：嗯，
就是这个味道。

童年的记忆是过年吃饭时偷偷喝姥爷筷子尖那一
滴酒时的辛辣，是悄悄吃姥姥留给我酒心巧克力时的
香甜，更是在她们怀中肆无忌惮的撒娇和任性。这一
件件小小的事情，与其说是我的童年记忆，不如说是我
关于爱最初的理解和感受。

少年 关于味道
姥姥有一双无比灵巧的手，从简单的裁剪到复杂的

刺绣，她制作起来都是游刃有余。每年端午节，姥姥总
是按照我们姐妹几个的属相，制作不同的香包和五彩
绳，在节日来临之前准时送到我们的身边，还会一遍
一遍地嘱咐我们，彩绳要在太阳出来之前系上，下雨
天剪掉，让一年的病灾随着雨水带走。这一个个香包
和五彩绳是她给予我们的一种祝福和寄托。

上学的时候，随着市面上款式繁多的香包出炉，姥
姥的香包略显简单且朴实，而我也开始嫌弃她做的香
包过于老土、五彩绳搭配过于俗套而不愿意去佩戴，
慢慢地她也就不再为我去做了。

随着进入社会成为人母之后，才慢慢懂得了这份
祝福的可贵，现在每年我都会缠着她，让她给我制作
一个小小的香包，虽然她嘴上说着：“外面买的多好
看，我做的太简单了。”但是手上却已经开始在针线盒
里找材料、戴花镜，用心地为我缝制纯手工香包，而我
也会将它放在包里贴身的地方，这一个个小小的香包
是她对我的祝福，也是我对她的牵挂。

成年 关于孝顺
一直以来，我总是以为孝顺中孝是最重要的，而随

着姥姥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明白，顺心才有孝义。
随着参加工作，小家庭的组建，我慢慢地忙起来，

忙得每年过年只是匆匆一顿饭、每次周末只是匆匆几
句问候，看望姥姥的时间间隔，也从一周变成了半个
月、一个月、三个月……

直到有一天，我站在房间打电话，回头看见了阳台
上站着的姥姥：阳光照在她脸上，满是皱纹；阳光照在
她头发上，满头银丝；阳光照在地面上，身影佝偻，原
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地看过她了，而我总是觉得她
就是我记忆中年轻的样子。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她
真的老了，她也是一位年近 90岁高龄的老太太了。有
时候小脾气上来更像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我总是笑称
她为“90后”的老太太，而我也默默地在心里承诺，要
像她爱我一样去爱她、宠溺她、包容她。

带着她去青岛旅游，完成姥爷没有带她去看过大
海的遗愿；陪她在院子散步，听她讲讲当年参加抗日
的故事；带她品尝美食，一起吃遍她未曾吃过的东西；
陪着她老去，就如同她陪着我成长一样……我是她的
一切，她是我的财富。

愿每一份亲情都值得被珍视。
（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我曾在十三朝古都的细雨中
吟唱李白和杜甫的诗句
我曾在千亩荷塘的渭水边
眺望烟雨蒙蒙的远方

如今，我是一个八百里秦川的游子
塞上的风里
横亘着一条北移的路
我的青春就是她的颜色
我的汗水便是她的柔情

很多人，都能听懂我的心跳
在季节的风铃里
有清远的故乡
也有铿锵的脚步
很多人，都能看见我的梦境
在夜色的波光中
有南归的候鸟
也有美丽的彩虹

此时此刻
月满长安路
我的思念
我所奋斗的梦

是那样的皎洁明亮

2
无数次，我把高原上的月光
一点一滴放进你的手心里

城市的列车
载着无数的乡愁
也把久别重逢的喜悦
送回了故乡

十五年了
你曾看到的风沙猎猎
早已如诗
如画

3
为什么我会念念不忘
因为那边是我的根
为什么我要毅然决然地离去
因为这里有我的梦

多少次
我们在这条北移的路上
用豪迈的笔触写下了

诗和远方

4
从家乡到塞上
一千里的路
走了十五年
我们流过汗
也流过眼泪

炙热的阳光没能融化
那个美丽的梦
刺骨的寒风也未能冷却
一颗奔赴远方的心

这一刻，我听到了喜悦的钟声
这个金黄色的季节
又将累累硕果
撒满了人间

今夜，北移路上
火树银花
灯火璀璨
这是十二万陕煤人
翘首以盼的圆梦之夜

（神木煤化能源公司）

北 移 路 上
徐晓林

国庆小长假结束，返程路上纵有万般不舍，也
有工作召唤。出发前两天，母亲早早帮我们收拾好
行囊，吃的喝的用的、大人小孩的应有尽有，大包小
包全都归类放好。车上的后备厢、座位上行李塞得
满满当当，几乎关不上后备厢和车门，让人除了感
动，还有幸福和温暖。不知多少次感叹这样的场
景，在盼与归的轮回中反反复复。

归乡的路，心切，很快很快；离乡的路，心塞，很
远很远。毕竟，走得再远，也无法割舍这份深深的
牵挂；塞得再满，也装不下人世间这份最纯朴的亲
情。回家，因为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家里存放着
无尽的温情，有我们永远割舍不下的、剪不断的乡
愁。乡愁无时无刻不在，只是在每一次回家的时候
更加强烈，满满当当的行囊年复一年地牵动我们的
情绪，触动了在外的游子对亲人的眷恋，也勾起了
我们对家乡的思念。

每次离乡前，母亲都要嘱咐：“把身体照顾好，
把班上好，家里的事情不用操心……”每次送到大
门口，目送我们离开，我想母亲比我们更难受。尤

其是家里添了女儿之后，母亲对孙女的爱和不舍更
是让人感动。车子要走了，母亲抱着小孙女迟迟不
肯放手，女儿仿佛也很舍不得奶奶，咿呀学语的样
子甚是可爱，小脸蛋上露着小酒窝，看着奶奶两只
小手不停地拍手鼓掌……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夜读文章里曾说道，父
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
在，爱长流。小时候，他们从不说爱你，却悄悄把最
好的都给了你，不论贫穷或富有，不论疾病或苦难，
倾其所有来爱你，包括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孩
子之后，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为人父母的艰辛和不
易，孝顺父母变得更加具体，想他们之所想，为父母
分忧解难，让父母吃好穿暖，享受天伦之乐都是我
们当子女的心愿和目标。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当我们载着亲情踏上归
程，别忘了有一份爱，能跨越山川湖海，伴你千里
之外。更别忘了常回家看看，珍惜每一次的相
聚，因为父母是我们最爱的人，家永远是我们最爱
的地方。 （蒲白建庄矿业公司）

满当当的乡愁 沉甸甸的爱
石强

16年前我们通过旅游、送去远方的
妹妹家住换个环境等，想尽千方百计把
妈妈从父亲去世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用
了半年时间。那年妈妈刚 60岁。

父亲来到韩城后，妈妈一直在韩
城矿业公司幼儿园工作，近 20 年她工
作努力，尽心尽责，得了好多大奖状，
而且钢琴弹得也特别好，但到了退休
年龄也没退休金直接回家了。所以父
亲去世后，我们 4 个孩子一商量，每人
每月寄给妈妈 150元，让她老了别没钱
花，尽力让爸爸不在的日子她能舒心
一些。我所在的韩城矿业公司也有政
策，妈妈每月能领 350 元抚恤金，有了
这两笔收入，妈妈平时基本花销也就
不成问题了。

“五七工”是国家对曾在石油、煤炭
等 19个行业工作过的国有企业中从事

辅助性岗位工作的，具有城镇常住户
口、未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人员
的政策，妈妈经过层层审查通过了，这
样一来，每个月就有了 1 千多元的收
入，而且年年还涨，提起这事来，妈妈特
别高兴，认为这是国家对她们多年付出
的一个回报！有了“自己”的钱，妈妈立
马找来我们几个说，以后不用我们再给
她钱了，我们当然都否定了，一直坚持
给到现在，只要她高兴。

2015年国庆假期，我和妹妹一起陪
妈妈去了张家界，由于妈妈已过 70岁，
所有门票都免，妈妈高兴地说：“以前听
说有这政策，没想到是真的，咱们国家
对我们老年人真是太好了！”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进程中，韩
城市也不落后，几年间，面貌焕然一新，
被繁花簇拥着的街道错落有致，到处干

净整洁，在地上想找个烟头都难，上车
让座、车让人让大家，特别是得到妈妈
及其同龄人的点赞！韩城市南湖建好
后，妈妈更是喜欢，有时间了就让我们
陪着她到南湖散步，特别是南湖的灯光
秀，看了不知多少遍，每次看总能够让
她乐开怀。

韩城矿业公司努力搞好经营工作，
想尽办法惠及职工，妈妈也是受益人。
如今的小区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百花
齐放，被韩城市评为文明小区，绿草坪
上还安装有运动器械供大家锻炼，妈妈
说感觉每天都生活在花园里，心情能不
好吗？这不，去年又将液化气改造成了
天然气，即干净又卫生，还省钱，妈妈总
是乐得合不拢嘴。

妈妈的幸福还在于她爱学习，我给
妈妈订了老年报，她时常娓娓道来养生

养花小知识，这不，告诉我说，我们家的
白糖吃不完可以晚上洗洗脸，一段时间
后脸就会又白又嫩，我也试了试，还真
是灵验。妈妈最爱看的电视频道是中
央 4频道，对国内外大事比我们都知道
得多，时常在饭桌上给我们讲呢！去年
妈妈过生日，弟弟送给妈妈一部手机，从
刚开始的接电话都不会接，到现在不但
会接打电话，还学会了发微信，给自己起
的微信名叫“幸福的妈妈”，我们家也建
了群，她还学会晒照片呢！前两天她给
我说，她加了一个好朋友，还专门让
我看那位阿姨发来的玫瑰花。

小区院子里的人都说，我妈妈
是个幸福的妈妈，而挂满笑容的她
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社会
发展太好了，我们出生太早了！”

（韩城矿业公司）

妈妈的幸福晚年
薛丽丽

回
不
去
的
旧
时
光
：
缝
纫
机

徐
峰

秦岭之水 徐宝平 摄 （陕煤集团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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