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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来的妈妈

我是这所幼儿园最年轻的老师，而妮妮
是最年幼的孩子，她只有四岁半。我给了妮
妮更多的关注：因为妮妮刚三个月大的时
候，妈妈就出了车祸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
长年在外地打工，妮妮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
有一天，一个小朋友告诉我妮妮和明明
打起来了！在我心里妮妮一直是个听话懂事
的孩子，她怎么会和明明打架呢。
我跑进教室时，妮妮和明明正瞪着对
方，妮妮的右手牢牢抓着明明的衣袖，左手
攥成了拳头。妮妮比明明矮半个头，可她丝
毫不示弱，无论明明怎么推搡她，她就是不
松手。我蹲下身来，告诉妮妮和小朋友打架
是让人笑话的行为，希望她松开手。眼泪汪
汪的妮妮看了我一眼，手松开了。我问他
们，为什么要打架，妮妮结结巴巴地说：
“老师……明明说……我没有……妈妈。”我
心里一紧，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妮妮。
“你没有妈妈，你就是没有妈妈，来接
你的是你的奶奶，不是你的妈妈！”明明大
喊着。妮妮“哇”地一声哭开了。当时我只
是不停地训斥明明，我把明明训哭时，妮妮
依然在哭。两个孩子的哭声弄得我心烦意
乱，却毫无办法。
妮妮的小脸紧绷了好几天，后来我怂恿
明明向她道歉，她的小脸才变晴了。
那天，课堂自由活动，妮妮跑到我身边

杂

偷偷对我说：“老师，我有妈妈了。”我为妮
妮感到高兴，妮妮的爸爸肯定为妮妮到新妈
妈了，不管新妈妈对妮妮如何，妮妮总算是
有妈妈了。
妮妮拉着我的手，让我去看看她的新妈
妈。我很疑惑，难道妮妮的“妈妈”来了？
可是门口没人啊。
妮妮把我带到她课桌前，鼓捣了半天，
拿出一张画纸。妮妮一手举着画纸，一手指
着画纸上的人对我说：“老师，这就是我的
妈妈！”
我呆住了。妮妮的画很简单，线条歪歪
扭扭，唯有眼睛和嘴画得很形象，她的“妈
妈”眼睛很大很亮，笑容很灿烂。
我问妮妮：“‘妈妈’是你画的吗？”妮
妮点点头之后反问我：“老师，我妈妈好看
吗？”我小声说：“好看，妮妮的妈妈最好看
了！”妮妮把画纸紧紧地捂在胸口处，笑得
那样甜。
看着妮妮，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我的思想里，妈妈是一种实体的存
在，离开就是离开，再也不会出现。那天，
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用透明的想像纯净的思
念稚嫩的童心为我画出了一个虚拟的但却无
比真实的妈妈，我想，她，应该是天下最美
的妈妈了。人生的路上还有很多未知的风
雨，妮妮是坚强的孩子，她心中的妈妈将一
直支撑她把人生的路走得特别精彩。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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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自己一记耳光
大四那年，学校增开了一门课程叫 《人
生》。
第一节课，张老师说要摸底考试。“只
有三道题目，都很简单。”张老师笑眯眯地
说：“你们记得父母的生日吗？”只有少数几
个女生举起了手。张老师并不作评论，继续
问道：“教学楼有三个清洁工，谁能叫出其
中两个人的名字？”这下大家都傻眼了。张
老师接着抛出了第三道题目：“你是否打过
自己的耳光？”这一回，所有的同学都吃吃
地笑了起来。
张老师说话了：“ 《人生》 这门课程，

旨在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教导我们今后如何立身、处世、做人成才，
今天的三道考题，可以说是对同学们做了一
个大致的检验。”
第一题——记住父母的生日。张老师在
黑板上重重地写下了“孝道”两个字，孝道
教人善良，心存孝道的人，才会有“善”的
根苗，有善的根苗，才可能开出善花，结出
善果。
第二题——记住你身边每一个人的名
字，尊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尊重别人才能
得到别人的尊重，尊重使人宽厚，基石宽厚
方能负重，人心宽厚方可立业。
“最后一题”，老师说，“如果你不记得
父母的生日，又叫不出清洁工的名字，那
么，你就该打自己一记耳光了。”张老师又
在黑板上写下了“反省”两字，反省促人进
步，有反省才会有悔悟，有悔悟才会有上
进，才会有成材的可能。
教室里一片寂静。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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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70 后

“28 车，掏着档，撒把而过。嘎拉哈。 去，全国人民哭成一片。那时虽然不理解大
爆米花，何时开锅。白衬衣，蓝长裤 经典
人为什么如此悲伤，但看着大家恸哭哀嚎，
装束。70 后，我们的生活。”每当听到庞龙
我们也不免跟着哭了一场。
的这首 《70 后》，我的内心总是波澜起伏，
一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从含着老冰
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段苦涩而美好的时光。
棍的童年步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少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父母都是
年。这一时期，港台明星开始大量涌入，
农民，那时土地还没有下放到户，父母忙于 “霹雳舞”大行其道，流行音乐迈入神坛，
挣工分，很少管过子女，我们成了真正的
我们成了最早的“追星族”。《月亮代表我的
“放养”孩子，每天漫山遍野地疯跑。
心》，《甜蜜蜜》，《夜来香》，《外婆的澎湖
70 后 很 不 幸 ， 一 出 生 就 遭 遇 了 吃 不
湾》，《康定情歌》，《十五的月亮》 ……一首
饱、穿不暖的窘困。那时我们几乎没有一双
首老歌耳熟能详，成了最美的记忆。
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人开始富了
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荤食。70 后也是幸运
起来，于是有了“××成了万元户”的光荣
的，因为那时没有做不完的家庭作业，也没
称号。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大哥大，寻呼
有父母没完没了的唠叨，自由自在，无拘无
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一些暴发户拿着
砖头一样的大哥大神气活现地出现在街头，
束。虽然没有玩具，没有零食，但我们并不
忧伤，也不孤单，扇纸块，玩泥巴，丢沙
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包，滚铁圈……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根本不
70 后也遭遇了无数的尴尬，比如：好
知道贫穷的滋味。
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发现不仅国家不包分
要是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你会发现
配，而且连本科文凭都不值钱了；好不容易
一件奇怪的事情，有时拿着钱竟然买不到东
找了份工作，却赶上了企事业单位下岗；好
西。那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物质严
不容易盼到分房，结果一纸文书，分房成了
重匮乏，无论买什么东西，光有钱还不行， 泡影；好不容易成了文艺青年，谁知顾城却
自杀了……
得凭票，如粮票、肉票、油票、布票、烟
票、肥皂票等。可以说，凡是跟老百姓生活
70 后，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
相关的东西都得凭票，因此在当时人们把各
见证了黑白电视机的覆灭和彩色电视机的崛
种花花绿绿的票证，称为“第二货币”。
起，见证了电脑和手机的诞生，经历了贫
1976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敬爱的
穷，升学难，高房价等一系列困难的考验，
但我们没有屈服，迎难而上，自强不息，勇
周总理于 1 月 8 日逝世，随后朱德委员长也
于 7 月 6 日离开了人世。接着又在 7 月 28 日
当时代的弄潮儿。如今，70 后几乎都已结
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悲痛还未
婚生子，事业稳定，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周礼）
停止，这一年的 9 月 9 日，毛主席驾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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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的
“乾坤大挪移”
我们家有祖传秘籍，饭桌上的“乾坤大
挪移”。我当然也会，师从我爸妈。
要论学艺，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我小
时候饭桌上就常是一碟腌菜或一碗白菜汤，
鸡鸭鱼肉，排骨猪蹄是不敢想的，但是遇见
有个瓜花炒鸡蛋或者一块新鲜的大豆腐装在
青瓷的盘子里，那便是添了饭桌的喜兴。
小时候我勤快，俺妈在厨房忙乎，我就
负责收拾碗筷，我很奇怪地发现，我每次端
上桌的菜饭等我上桌的时候就会变了排列的
次序。每次我把炒鸡蛋放在母亲这边，到了
吃饭的时候那盘菜准到了父亲的桌边。我把
稠的那碗粥放在母亲那里，等吃饭的时候那
碗粥一准在父亲的位置上。我暗暗观察，发
现母亲是操盘手，她会“乾坤大挪移”，我
把菜摆好后，她会趁父亲还没进屋，把菜迅
速挪过父亲那边。哦，我终于明白了。但我
没有跟父亲说母亲的大挪移秘密，因为我发
现父亲也会，但他的不同。他的大挪移不挪
盘子，他挪东西，我和母亲上桌之前，他把
盘子里的东西挪到我们碗里了，盘子没动，
可东西换了地方，这时我总看见母亲嗔怪地
看父亲一眼，她不说话，默默把碗里的鸡蛋
很坚决地按在父亲的碗里，这时父亲看母亲
的眼神就曲曲弯弯，充满沟壑。我看他们
俩，母亲轻声说我，“快吃，吃了上学去。”
长大后我结了婚，起初很困难，我和老

公自主创业，为了攒够房租，有一个星期只
吃豆腐度日，偶尔买点肉，我都略施厨技，
什么红烧肉，酱骨头，每次我都施展“乾坤
大挪移”，把老公摆在我面前的好东西悄悄
挪到老公的面前，看着他吃得香喷喷，仿佛
这样心里才舒坦。
一开始他没注意到这一点，每次都埋头
大快朵颐，我看着他吃一边开心一边难过，
因为那时毕竟经济已比较发达了，而我们的
生活还处在起步阶段，我有时会心酸。后来
他渐渐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就把好吃的往我
这边摆，我往他那边摆，我说我不爱吃肉，
我要减肥，我胳膊长，够得到，或者我什么
理由也不用，就命令他听我的。
这种“乾坤大挪移”的日子持续几年，
我们条件好起来，餐桌也变得丰富了，一家
三口吃饭，我也会荤素搭配做几个小菜，而
且我已经习惯“乾坤大挪移”，上桌之前把
女儿爱吃的，老公爱吃的都摆在他们面前，
我自己面前还是习惯性的只是几样小咸菜。
老公了解我的脾气，他不为摆在谁面前跟我
争执，但他往我碗里夹，我不吃他会假装生
气。而女儿学会了我的绝技，有一天我上
桌，发现她学艺不精，正偷偷在那里摆菜，
把好吃的往我和她老爸面前摆，被我抓个正
着，女儿见是我，有些惊恐，随即笑了，我
点了点她的额头，也默默地笑了。（陈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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