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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近日，从《文摘报》读到一条新闻
《向手机“宣战”》。

文章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凌晨3
点，李珍的手指仍无法停止在手机上滑
动，她不停地刷着各种APP，点进去，笑
一笑或者愤怒一下，凌晨4点，才疲惫
不堪地睡下。

在很多工作日的深夜，李珍都是这
样度过的。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意识
到，自己已经对手机上瘾了，要改变这
种状态，她首先要做的，就是戒掉手机。

在豆瓣小组上，像李珍这样对手机
“宣战”的人还有很多。这个“远离屏
幕”计划小组成立于2022年，如今已有
3万多人加入。

《文摘报》的这条新闻，从以下四
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报道：“当
生活被手机支配”、“与时间盗贼”的决
斗、“便利的代价”、“被夺回的生活”，
全面披露了时下“手机控”带来的种种
弊端，发人深省。

笔者有感于此，特撰写了首“手机
控”打油诗，希望能引起社会重视，警醒

“手机迷”——

亲爱的，亲爱的手机

自从遇上你，我就深深迷恋上你
从早到晚离不开，分分秒秒在一起

凌晨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你
晚上卧床，身边守护着你

上班路上，你与我亦步亦趋
自从拥有了你，什么发小闺蜜

统统对不起
近在咫尺不相识

一机在手，别的都可抛弃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有你就万事大吉

什么读书看报，什么唱歌跳舞
都比不上微信游戏App

跟着热点吃瓜群，这个吃完吃下一个
不知不觉，时间消逝

如果有人问我时间去了哪里
我的答案就在这里……

向手机向手机““宣战宣战””
□王永福

小区门口，几位老人坐在墙根儿太
阳地儿里，皱纹满脸，眼神深邃，表情漠
然，看起来宛若时光雕塑。有人打招呼，
他们缓慢点头缓声应答。旁边有几个孩
子，奔跑，跳跃，追逐，嬉戏……此情此
景，让我想起不同时空多个类似的场景。

村里有棵柳树，大大的树冠，遮天
蔽日，粗粗的树干，三个小孩儿拉着手
才能勉强抱过来。树底下总是有很多
人，或站或坐或蹲，或跑或跳或闹。老
人，是其中最稳定的群体，几乎每天定
时出现，稳稳坐上一天。中年人，一般
农活儿不忙时才会出现，而且手里通常
不闲着，男的收拾农具，女的择菜补衣
服，嘴巴和耳朵也不闲着，不停地交流
农事信息，谈论南庄北村的新鲜事儿。
年轻人一般不会出现，一来不屑二来他
们都忙着呢；忙什么？忙着做梦，忙着
奔梦呗！少年上学写作业，身影也不常
见。半大孩子和
小 孩 子 ，多 见 。
半大孩子，最是
好玩，能动能静，
要么跳房子跳皮
筋，打宝打皮猴，
捉鸟捉迷藏，要
么凑成一堆儿叽
叽咕咕神神秘秘
的。小孩子则做了大孩子的跟屁虫，或
者满地爬。

我小时候也常常跟着爸爸妈妈到大
柳树下。那时候很喜欢它，总能感到无
尽的欢乐。慢慢长大了，变得不怎么喜
欢它了，甚至感到烦恼。它长在出入村
庄的必经之处，每次经过都要接受一群
人的目光检阅。许多双眼睛灼灼地盯着
你，你都不知道该迈哪只脚了。内心十
分不情愿跟那么多双盯视的目光碰撞，
却还是强打精神，强抬眼皮，逐一望去逐
一招呼。三大爷二大娘的，称呼一定要
准确，不能出错，更不能漏掉哪一个。不
然，当天，你不懂礼貌、不识礼仪、没有教
养的话就会传遍全村。你想快步走过
去，偏偏人那么多。原本三五步的路，可
是逐一招呼下来，足足费了你几十步的
工夫。当所有人面部松弛下来、目光柔
和下来、热情地回应过后，你才能如释重
负地快速离开。

初二起住校，每周回家一次。一个
周末放学回家，不可避免经过大柳树
下。那时我已经近视眼，但还未配眼

镜。眯着眼晴望过去一片模糊，每张面
孔都差不多，实在分不清谁是谁。心想
叫错了反而更不好，还不如快步走过
去。结果，晚饭时，母亲就已收到消息，
把我训斥一通。心中十分委屈，却也无
可奈何，总不能拿个大喇叭到处去辩解
一番吧。

好像每个村子，不光村子，还有城
里的居民区，只要集群而居之处，就似
乎总有那么个地方，类似大柳树的地
方，聚集着很多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
刻的还是那些老人，他们坐在那里几乎
不动，也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
人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上班下班；听
着人们高声打着招呼，或低声谈着事
情；看着孩子们跑跑跳跳，笑笑闹闹。

想起姥姥。她人生最后几年时光，
除了晚上睡觉在炕上，其余时间基本都
是在街上度过的。姥姥患有胆结石，八
十二岁那年做了手术。手术后身体一直
不好，再也不能帮大舅摘花生、帮二舅落
苹果了。姥姥就每天跟周围几个年龄相
当、身体差不多的老太太，天天坐在街门
前。说是坐，其实有时是趴，甚至是躺
——辛勤劳作一辈子，她们的身体普遍
都不好，腰直不起来，腿也总发麻。姥姥
家门前是村里的主干道，谁家出疃进城，
谁家在外的孩子回来，都要打这儿过。

每次我去看她，老远就能看到门口
墙根儿下几个老弱身影，黑黑的一团一
团。待走得再近点儿，一团团黑影上慢
慢抬起一颗颗脑袋，用不带情感的目光
迎接你，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似乎已经
难以调度出什么喜怒哀乐。直到我把车
靠边停下，那些目光才会露出探寻的味
道。当我打开门，一边下车一边对着其
中一团黑影叫“姥姥”时，那些漠然的目
光才有了“了然”的色彩。姥姥在旁边一
团黑影的提醒下，抬起目光转向我。

“谁呀？”
“姥姥，是我！”
“哦，小嫚啊。你来啦？”
姥姥的眼神，由漠然到狐疑，由询

问到确认到惊喜，脸上的皱纹也牵动起
来，凑成菊花的模样。这才是我的姥
姥，有生气的姥姥。

去年冬天，姥姥的生命走到了终
点。再从门前经过时，还是能看到一团
一团黑影，只是其中已没有她。车子却
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目光一撇看
到门上的“铁将军”，心中一滞，又轻轻
抬起踩着刹车的脚，换到油门上，在团
团黑影默然的目光中缓缓开过去。

我常常想，为什么总会在这样的
地方看到老人的身影？为什么老人总

爱出现在这样的
地方？

是因为寂寞
吗？

孩子们上班
的上班，上学的
上学，都忙活自
己的事情去了。
家里没有人影，

没有人声，可街上有。像大柳树那样的
交通枢纽，就更有了。有相同处境的老
人，可以相互聊天；有来来往往的人和
车，他们总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周
末、节假日，还会有很多小孩子跑来跑
去，又喊又叫……

是因为老了吗？
年华不再，力气不再，不能再像年

轻时抡着膀子舞着镐头种下希望收获
硕果，只能看着活力四射、目标明确的
年轻人进进出出，回忆过往，追忆青春，
感念活力。

是因为思念吗？
儿孙们不在身边，纷纷去了远方寻

找梦想。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早已选
择放手。只要孩子们安好，她便是晴
天。可依然无法抑制内心磅礴汹涌的
思念，他们其实多么渴盼儿孙绕膝的天
伦之乐。

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或许也会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坐在粗壮茂盛的柳树
下，守着回忆，守着思念，守着寂寞，成
为一尊时光雕塑。

人生最亲的人是母亲，可我的母亲
跟别人不一样——她是我的老师。

老师母亲给我上的“第一课”，说起
来带着“神秘”：我呀呀学语的时候，母
亲就把我带到教室里，她讲课时，就把
我放在教室后面的木盆里。她讲课，我
就在木盆里旁听，不住地咿咿呀呀，手
把盆沿，屁股不停地掀动着，发出“咚
咚”地钝响……是不是这“第一课”种下
了老师的种子，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后
来我考上了师范学校，也跟母亲一样，
成了一位人民教师。

上小学之前，我是异常调
皮的。记得是个闷热的午后，
四岁的我穿着一条红裤衩和
白色的小衬衫，和伙伴们玩

“高山不要人”的游戏，我正大
笑着把对方的小伙伴推下土
坡，冷不丁母亲冲了上来，拖
着我的胳膊，把我拽回了家，
母亲的脸气的通红：“你一个
女孩子，穿着红裤衩得擞，你
丢不丢人……”母亲举起扫炕
的扫帚，我赶紧捂住屁股，吓
得 边 哭 边 喊“ 我 再 不 敢 了
……”母亲的扫帚举得很高，
落下来却不是很疼。我第一
次看到母亲流泪了，她一边给
我抹着眼泪，一边说：“孩子，
都是妈妈没顾上管你，女孩子
要知羞耻、穿着得体，不能这
样穿着裤衩就上街玩，也不能
像男孩子一样爬树，淑女要举
止文雅，落落大方。”尽管当时
我听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可以
后再没有衣衫不整的上街玩，
也再没爬过树。这算老师母
亲给我上的“第二课”。

一晃我也上小学一年级
了，母亲是我的班主任，课堂
上，尽管我总把手举得高高
的，可是母亲只提问其他的同
学，从来不叫我，分发习题集
也是先尽着同学们，要是习题
集不够，我只能和同位替换着
用一本，好长时间我都在心里
埋怨母亲，就知道偏向她的学
生。直到我也当了“任老师”，
我才知道母亲告诉我的，“学
生都是老师的孩子”这句话的
意义，才知道，“先人后已”是
她给我上的“第三课”。

“第四课”说起来你不一
定信，就是对我“狠”。在我念
初中的时候，每到周末和寒暑假，母亲
就会安排我干农活，撒粪、打药、除草、
掰玉米棒，什么都让我干，最令我难忘
的是给谷子间苗。间谷苗，是个细致
活，我一个人一般要干两整天。我开始
是蹲在地里的，时间一长，累得腰酸腿
疼，我就跪在地里，跪累了，坐在地里，
坐累了，就趴在地里……那种滋味，没
干过的，不会有体会。抬头看，我家的
谷子地怎么那么长！一眼望不到头。
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四仰八叉地躺在田
垄上，休息一下。那时候，脑子里有一
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努力学习！必须
考上中专！必须！

母亲给我上的“第五课”是“以身作
则。那时她还是民办教师，为了能转
正，四十多岁的母亲自学函授，她把数
学公式抄在挂历的背面，挂在卧室对面

的墙上，以便睡前能看上几眼。我从母
亲身上，知道了天道酬勤的道理，获得
了发奋读书的勇气。考中专，难!几百
人挤那独木桥，可谓百里挑一。中考
前，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
每天晚上都复习到十点半，母亲一边批
改作业一边陪着我，期间，给我端一杯
水或者递一些水果，我才不至于因困乏
睡过去。早上五点半，母亲又风雨无阻
地叫我起床早读，她去做早饭。这样的
日子持续了一年。终于，我以超出分数

线十六分的成绩考上了乳山
幼师。

时光荏苒，一晃，我结婚
了。这回我才理解了母亲当
初的不容易。在我五岁那
年，外婆还不到六十岁,因癌
症去世了，母亲是家中的长
女，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
妹妹没有成婚，就这样，母亲
又担起了外婆未完成的责
任。印象里，舅舅、姨经常住
在我家里，母亲张罗着弟妹
看亲、订婚、成婚的所有琐
事。母亲常年和奶奶一起生
活，逢年过节七大姑八大姨
都会来走动，可忙坏了母亲，
从腊月二十几开始忙活到正
月十五六，伺候亲戚朋友的
酒席始终没断过，亲朋好友
在奶奶暖暖的土炕上聊天、
喝茶，母亲穿着厚棉袄，在冰
冷的东屋里做菜，这一直持
续到祖母103岁过世。我自
然而然地继承了母亲的这些
美德，把婆家像娘家一样对
待，公爹住院期间，我没白没
黑地伺候左右；有什么好吃
的，我都会想着公婆，像母亲
侍奉奶奶一样，细心、周到。
人心换人心，婆婆在临终前
一直对大姑姐说着我的好，

“跟着媳妇什么好东西都吃
过了……”——这就是母亲
教我的“第六课”是“敬老爱
幼，尽职持家。”

如今已经 70 多岁的母
亲，在疫情期间自愿加入社
区服务队，给小区的邻居买
菜，把安全留给别人，危险留
给自己。迎着落日的余晖，
不经意间，我诧异地发现：母
亲的白发更多了、皱纹更深
了、腿脚也没有之前利索了

……我的鼻子酸楚了，眼泪在眼眶中
打转，这还是那个一心为公、两袖清
风、广受师生爱戴的毛老师吗？还是
那个走路带风、身先士卒、为建校几个
月起早贪黑靠在学校的小学校长吗？
还是那个连任四届、为民仗义执言的
市人大代表吗？母亲光辉的历程已成
过往，但“奉公为众”，却成为母亲教我
的“第七课”。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前不久，母
亲迎来了和父亲的金婚纪念日，50年
来，父母一直相敬如宾，退休后更是形
影不离，我们就没看见两人红过脸。母
亲无疑是幸福的，这辈子是嫁给了爱
情。如果说母亲还教了我一课，那就是
这一课：“爱生活，爱工作”。

天下人人都有母亲，而我的母亲是
我的老师，一辈子的老师。

时间过得飞快，感觉刚过了清明，
还没怎么醒过神来，就又一头撞进了

“五一”。到了“五一”，就知道母亲节近
在眼前了，随手翻了一下日历，可不嘛，
再有十多天就是母亲节了。

母亲节是普天下母亲的专属节日。
这一天，在外的儿女大都携家带口、带着
鲜花礼品回家为自己的母亲送上祝福。
说实话，母亲节我是没给母亲买过花的，
不是没有那个心，而是母亲接受不了那
份“铺张”，在她眼
里，康乃馨再香再
美，也不当吃不当穿
的，不如一家人聚在
一起吃个团圆饭更
温馨。不仅如此，每
次快到母亲节，我打
电话问母亲给她买
点啥时，她总是在电话那头一连声地说

“母亲节算啥节啊”，感情她压根就没把
母亲节当成自己的节日。这一天本该休
息的她，猜也不用猜，定是照样在山里或
棚里帮人干活，中午满头汗珠急火火地
回了家，笑着把我和妻子数落一顿：“农
村人过啥母亲节，衣服穿不了的穿，留着
那钱干啥不好，真是太不会过日子了！”
其实说起来也真没买啥，因为知道给她
买东西她都要念叨一阵，所以只是买了
一件一二百元钱的衣服，还不能告诉她
真实的价格，而是骗她是花了三四十块
钱买的，不时兴了，摊主削价处理，地摊
货。直到这时，她才肯试试合不合身，要
不然，说到天亮她也不会试穿的。记得
去年，我姐在烟台三站给她买了件衣服，
怕她嫌贵不试，先把价钱降了一大半，满
以为这样就行了，谁知她仍嫌价高死活
不试，嘴里还是叨叨那套“庄稼人整天家
里地里，穿什么也穿不出好穿来”的话，
最后到底让姐又带回去退了。实际上，
我和姐都看出来了，母亲对那件衣服是
中意的，只是嫌价格贵，超出了她的心理
预期。

印象中，母亲只有元旦、小年、春节
和正月十五寥寥几个节日是在家里过
的，因为这时地里没有她可以干的活
计，其他像二月二、清明、端午、七月七、
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这些在我们看
来的大节日，对她来说，都是她的“劳动
节”，不是在忙自己家地里的农活，就是
被人叫去帮干大棚里的农活。帮人干
活，因为远离村子，要么中午不回家，要
么匆匆回家吃口饭就算休息了。前年

我还跟我姐说，妈常年干活，虽然不得
闲，但腰不驼，但从去年开始发现，已经
77岁的母亲，背开始有点佝偻了。我有
时很矛盾，不让她干活
吧，看着她待在
家里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六
神无主的
样子感觉
没着没落
的 ，但 想
到她风里
雨里的弓
着腰在棚
里 干 活 又
心 疼 不 已 。
我有时在空
闲时与母亲
聊天聊到她高
兴的当口，也劝她
别忙活了，可她前脚
答应的好好的，后脚
又食言而肥，到
了腊月十八

死活要回老家去蒸饽饽，说外面卖的饽
饽面软不受吃，又说不蒸饽饽不像过年
的样儿。

如今，在“70后”叹息老之将至、“80
后”惊呼步入油腻、“90后”戏称已是“人
到中年”之时，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
家周大新推出了中国首部关注老龄社
会的小说《天黑得很慢》，写出了生命的
蓬勃与死亡、爱与疼惜。它让我深深感
受到，岁月是把杀猪刀，既令你青春不

再，让你的容颜慢慢
枯瘦干瘪，又蛀蚀你
健壮的身躯，慢慢淘
空你的身体，让你一
点一点垂垂老去。
而对老人，既要孝，
更要顺，当劝不起作
用时，倒不如由着她

的性子，让她做她愿意做的，用她的话
说，在家坐着闷得慌，与村里的邻居一
块搭伴干活，拉着呱聊着天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了，并不觉得累，生
活也有个节奏。

蔷蔷薇花开薇花开（（外外一一首首））

□徐修强

五月，老屋门前
的蔷薇,憋足了劲
开出最香艳的花

母亲站在花前
每一朵花
都开在她的脸上

母亲眼里，花团锦簇
那是期盼的家人团聚
一朵朵小花，含苞待放
是外孙女们俏丽顽皮
微风中，翘立枝头的
是不安分的追梦儿女
墙角下，弯曲的老藤
是日渐衰老的自己

蔷薇花开，母亲记得
每一片叶子的模样
每一朵花开
都是一个甜美的梦

喊春喊春

今年的春天很小
一米阳光，一个花盆
就把春色装起
春风在楼宇间徘徊
几只白色的小鸟
低飞，盘旋，画着春天

今年的春天很迟今年的春天很迟
阳台的窗总留着缝隙阳台的窗总留着缝隙
我在用心感受着我在用心感受着
每一缕春天的消息每一缕春天的消息
我怕漏过我怕漏过，，那几只杜鹃那几只杜鹃
嘶哑的嘶哑的，，喊春的声音喊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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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汉
梅

时光流水堪雕塑时光流水堪雕塑
□邵明媚

不过母亲节的母亲不过母亲节的母亲
□刘宗俊

走走进五月进五月
□于云福

走过清明
没有一场杏花雨

淋湿路上缤纷的思绪
一袭惆怅共一杯淡酒
氤氲着一份温暖的问候
在春风里袅袅升腾

跟随时令的脚步
我们走近谷雨
布谷啼鸣
呼来了风，唤来了雨
农田里繁忙的身影
播种下一轮新的收获

牡丹盛世绽放
美满着季节，惊艳了人间
开启了
走进五月，融入夏季
朝向丰收与喜悦亘古的辉煌

最最可爱的人可爱的人
□宋日昌

从于都出发，跋涉两万五千里
从血染湘江到抢渡大渡河
从四渡赤水到爬雪山过草地
浴火重生的红军战士
是最可爱的人
铸就千古不朽的长征精神

朝鲜战场的伟大胜利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和平
是最可爱的人
塑造当惊世界的抗美援朝精神

奥密克戎病毒疫情
给晴朗的天空抹上一股阴云
疫情就是命令
生命至上，一切为了人民
白衣执甲，不辱使命
逆行而上，用行动诠释忠魂
不分昼夜，不怕危险
守护健康是医者的初心
风雨同舟的服务团队
无私奉献的义务工作者
众志成城，勇于担当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是最可爱的人用奋斗和忠贞
书写永载史册的抗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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