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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是第一次写施工项目的女同
志了，但一想到还是忍不住要提笔，为
满是男同志的一线现场点缀生花。

“老王！这个不能这么做，太潦草
了！吃完饭赶紧带人来重新搭建！”身
在二楼的我都听见钟姐的声音，七年
前，我在武汉7号线12标工作，这个泼
辣又周到，四十岁开外的武汉女人，时
任综合办公室主任。或许是地域因
素，武汉的女人泼辣得较多，项目上很
多事情，都得她出马才能搞定。小年
轻不好好配合工作，钟姐出场，没有搞
不定的；年纪大点的，耍滑头，也没有
钟姐收拾不了的。项目才开始建点的
时候，大部分人员都是夜以继日奋战
在一线，钟姐就做好后勤工作，饭菜不
仅送到一线，还要变换花样，让他们吃
饱吃好。一个月下来，跟现场的人一
样，风吹日晒，又黑又瘦，但她毫无怨
言，看到自己的付出得到回报，心里也
是甜滋滋的。

“娟姐，该交党费了。”“好，马上拿
来。”这个“娟姐”，原名贺娟，当年是武
汉 7 号线 12 标的工经部部长，现在已
经任职武汉12号线3标商务经理。不
论何时见她，都是笑咪咪的样子，并且
总感觉充满了活力，一对大眼睛忽闪
忽闪的，充满了智慧。任何问题在她
那里，都不是问题。“这个方案缺少的
东西太多，也表达不清楚我们的意图，
计价肯定有影响。”领导的指示下来
了，她二话不说答应“我再仔细看看，
马上完善。”“这个钢筋量算得有问题，
再核对！”听到这话，部员耷拉着脑袋，
有点泄气，她略带调皮又信心满满地
开导：“我们不就是精打细算的能手
么？还能被这点小问题吓倒？有问题
是好事，大展身手的时候到啦，小伙伴
们，加油！”同事又被她这激情感染，继
续投入工作中。跑地铁公司，跑咨询，
跑设计，都是她，大部分时间，她都要
回项目食堂吃饭，在她的认知里，能节
约一块绝不浪费一分，可能这也是她
工作出色的原因之一吧。

“书记，会议桌买回来了，咱们这
个小会议室用刚刚好，虽然是二手的，

看着还很新，你来看看。”门口探进一
个圆圆脑袋，脸上绽开自豪的笑容，这
是西安4号线11标项目办公室副主任
刘荣，跟着她来到会议室，会议桌比我
想象得还好，虽然可能是最后一次组
装成功了，再也经不起一次折腾，但对
于我们这个小小的项目部，开会人数
十人以内的情况来说，完全够用了，也
完全符合了勤俭节约的标准。

刘荣，不是办公室对口部门出身，
因工作需要，调来办公室，干工作却是
兢兢业业，这个90后姑娘，没有刻板的
套路，凡事都是在合规基础上尽量更
合理，更简洁高效。项目搬家后，综合
办公室资料多，还要考虑宿舍，针对原
本紧张的资源，她没有为自己争取，午
休的两张架子床被放在办公桌后面，
上面放资料，办公室物资，下面住人，
一张帘子隔开，也井然有序。卫生间
里也被整整齐齐地摆满了资料。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年里请
假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常常见
她在周末带着孩子上班，孩子趴在她
对面的桌子上，看书，玩玩具，看手机，

不论干什么，只想母亲陪伴。刘荣常
说：“我是和这个项目最有感情的老员
工了，两个孩子都是在这个项目出生，
现在老大都五岁了，他们也对我们这
个单位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项目民主测评的时候，刘荣经常是
票数最高的那个。虽然干着办公室的
活，但她从没拿着鸡毛当令箭，凡事都
是商量和帮助，让大家也都觉得项目工
作再苦再累，后勤保障跟得上，也是温
暖的。“书记，最近天气太热了，我们给
大家买些西瓜解暑吧。”“书记，食堂电
饼铛用了很多年了，最近实在修不好
了，能不能买个新的？”“书记，最近现场
太辛苦了，我们能不能换着花样给大家
把一日三餐送到现场？”诸如此类的问
题，数不胜数，她心里装着项目，装着大
家，在办公室只有她一人的情况下，还
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实属不易。

“呵呵呵，那这次结算就按照这个
标准给你们定了哦。”银铃般的笑声从
商务部飘出来，“呵呵呵，这次你们核
对时间晚了，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
们补上。”这就是商务部副部长崔艳，

无论什么时候见她，总是轻声细语的，
似乎在她那里，从来没什么火急火燎
的事情。与项目上的外包劳务队伍打
交道最多，却从未见她与人家有什么
矛盾。

自从来到项目工作，崔艳就没有
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周末想请假回
家陪陪孩子，工作上的事又摆在了眼
前，不得不抓紧处理，家里四岁的孩子
由母亲一人带着，周末常常是老公带
着孩子出游或者上兴趣班，对孩子的
亏欠，总是萦绕在心头。

孩子发烧，她给孩子喂了药，给母
亲叮咛几句就走了；孩子学校有活动，
她给老公打电话，赶紧及时救场；母亲
过生日，她也是在中午下班，陪着母亲
吃顿饭，下午又按时来上班。对于自
己，常常是忘记了自己生日，别人提醒
才恍然大悟。

一天晚上，崔艳忙完工作正准备
下班，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她心想，坏
了！胆结石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个时
候大家都已经下班，办公楼空无一人，
她只能强忍着疼痛蹲在地上，以求缓
解。刚好朋友打电话来要资料，听闻
情况，立即买药送来，吃了药她才缓和
过来，头上已经是豆大的汗珠往下
流。见时间已经很晚了，崔艳不想家
人担心，便留在办公室睡了一晚，第二
天依旧精神满满地工作。除了她和朋
友，没人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对她
而言，这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

商务工作繁琐又需要细致，对她
而言，加班是家常便饭，正常下班才是
个例，在她心里，工作没做到位，即使
回家，心思也在工作上流连。

在项目上奉献的女同志也不止她
们几个，但她们也是无数一线女工的
真实缩影，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
是独当一面的职员，家庭与工作冲突
的时候，大部分都选择了工作，在她们
的心里，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耽误了
项目的施工生产，也正是她们默默的
坚守和奉献，如涓涓细流汇入一线施
工现场，浇灌出一朵朵幸福之花。

（作者单位：城轨公司）

脚沾泥土 手撷芬芳
王 璇

母亲喜欢的不仅是摆在地上的那
只柜子，更喜欢与柜子并排摆着的那
架标准牌缝纫机。为了保护好它，她
专门进城扯了一块刺有一朵朵荷花的
粉色丝绸布，缝制了一个合钉合铆的
套，不用时便把机头藏进机身套着，既
保护了缝纫机、为居室添了景致，也多
了一张小桌的功能。

母亲想拥有这架缝纫机的夙愿，
是从上世纪50年代萌生的，心心念念
20 年，一直到 70 年代中期才花了 150
元买回家的。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才是
50元8角6分，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

母亲与缝纫机结缘，得从我上学
说起。1956年，因为我们村上的民办
学校只开设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课程，
我已经是三年级了，父亲提前考虑，在
米脂城内租了一间房，把母亲和我及
妺妹带进了城。虽然母亲为我缝制了
一身崭新的衣服，但同城里的孩子比
起来，显得土气。她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就到门市上扯了布，带我来到草
场口（米脂城的街道名）缝纫店准备为
我做一件上衣。谈好价格后，母亲便
直愣愣地盯着缝纫店的老板用皮尺在
我身上量尺寸，在摊开的蓝布上横划
竖划，然后沿着划好的白线熟练地剪
裁起来，十几分钟就裁好了，再交给一
位阿姨在缝纫机上轧起来。母亲又直
愣愣地盯着那位阿姨操作。也就一顿
饭工夫，衣服就做好了，我试了试，满
洋气的，母亲也很满意，带我高高兴兴
地回家了。

那次进缝纫店的经历，对母亲的
影响很大，开阔了她的眼界，让她认识
了新生事物。她后来便浮想联翩起
来：自己家孩子多，为了缝纫一家人春
夏秋冬的衣服，常常需要鸡叫起、睡半
夜，一针一线地辛苦操劳。这样的辛
苦虽然满足了家人遮体御寒的需求，
但那种手艺毕竟只适合在农村。眼下
进城了，还得跟上形势，“入乡随俗”，
穿着得体些。中山装、学生服靠手工
是缝制不出来的。到缝纫店请师傅做
的话，开销大，而要是自己拥有一台缝
纫机，自己动手做，那多便捷啊！于
是，母亲就做起了拥有一台自己的缝
纫机的梦。

想自己拥有一台缝纫机，先得学会
这门手艺，才有意义。从那时起，母亲便

秘密行动起来，有空就到缝纫社的大玻
璃窗前，用心听、仔细看别人裁剪和在机
子上缝制衣服的过程。站上十几分钟，
害怕人家驱赶，就在街上转一圈再去听
和看——母亲这是在偷着学艺啊……

母亲为人随和，心地善良，乐于帮
助人，很快在我们租住房子的院内树
起了威信，尤其与隔壁一位新婚不久
的郑阿姨关系好，没事了就凑在一块
聊天。郑阿姨也是从农村新近进城居
住的，性格开朗，干出力气的活很拿
手，干手工针线活计却有些笨拙，这恰
恰是母亲的强项，便倾心帮助。没过
多久，她家便买了一架缝纫机。郑阿
姨知道母亲心灵手巧，就真心实意地
邀请母亲与她一起学。起初是轧鞋
垫，母亲很快便掌握了要领，又开始做
小孩衣服……就这样不到半年光景，
母亲就操作自如了。只要是裁剪好
的，母亲就能把它缝好，一点也不比缝
纫店缝得逊色，成为院内的“高手”。

手艺学会了，母亲就试探父亲的
口气。父亲说，我们在老家刚整修了
地方，正还欠账呢，手头拮据。母亲失
望了，便指着我说，“孩子，你父亲我指
望不上，将来靠你了。”说着说着，落寞
地哭了，我一边点头，一边为母亲擦拭
了眼泪。打那时候起，我也有了一个
梦想，那便是为母亲圆梦。

60年代初，随着父亲被精简回乡，

我们家又从城里搬回了农村。父亲没
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家庭生活困难
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母亲离自己的梦
想距离更远了。好在一家人在农村生
活，穿着好对付。1970年冬季，我要参
加工作了，母亲又看到一线希望。离
别前，拉着我的手，最后一句叮嘱是：

“孩子，有条件了帮妈妈圆梦。”
于是我省吃俭用，按时给家中寄

着生活费。大妹妹婚后，也力所能及
地接济点。母亲与父亲尽量节俭家庭
花销，每年存个十元、二十元、三十元
的不等。到70年代中期，终于存足了
买一架缝纫机的钱。父亲劝母亲说，

“现如今两个孩子已成家了，负担轻
了，咱俩还是买衣穿吧，你也上岁数
了，买缝纫机用处不大。”母亲说，“我
指望你买没指望上，现在靠孩子的钱
买你也干涉？”父亲无言以对。那年代
买缝纫机是要指标的。母亲便又提上
礼品，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弄到一张供
应券，把缝纫机买下了。运到家后，她
像抚摸孩子头似的，轻轻抚摸着，仔细
端详着黑油油的机头，不经意间流下
了两行热泪——那是实现了存留心底
20年的梦想而激动不已的泪；那是托
儿女们的福，终于能在人前挺直腰板、
有了体面，可以随时使用，而感到无比
骄傲和自豪的泪……

自从买回了缝纫机，家里便热闹

起来。村上的人都知道母亲有裁剪和
在缝纫机上轧衣服的技能，都知道母
亲为人随和，乐善好施，有求必应，便
纷纷带上新买的布，上门求母亲为她
们做衣服。有的甚至把旧衣服拆洗干
净拿来让母亲再缝起来。母亲心情大
好，总是笑眯眯地把活接下来，尽自己
的本事让来者开心。母亲是穷苦人，
非常理解求人者的心态和难处。那些
年母亲为大伙做衣服从来都是态度和
蔼、不收报酬，谁要提钱，母亲就不高
兴起来。那些年，仅缝纫机上的专用
线，买了有上百元的，是我们村里名副
其实的“义务裁缝”，直到 80 年代中
期，我家陆续搬进米脂城为止。

进城后，母亲由于种种原因身体
大不如前，缝纫机便成了居室中的摆
设，每天起来，母亲总是要在它面前坐
一会，自言自语，看看摸摸的。偶尔会
打开擦拭，为它注上润滑油。

新世纪之初，母亲的身体越来越
差，生活已不能完全自理，也许是老年
痴呆的原因吧，言语很少，别人说话，
她也不怎么答茬，许多事记不起来了，
一旦看到缝纫机，眼睛便来神了。
2007年，我回家待了三个月。一次母
亲坐着轮椅，让我把她推到缝纫机前，
一边抚摸着，一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

“缝纫机家里用不上了，你是我的长
子，它就交给你处理吧！”说着说着，母
亲哭了，我也落了泪。她与父亲的宅
居值钱，从没嘱托让我去处理，唯独交
代我去处理缝纫机，可想而知母亲对
自己这架缝纫机喜欢的程度。细细思
量母亲的这一举动，肯定还有她深层
次缘由的。

2009年，母亲走完了她82岁的人
生之路，与我们，与她心爱的缝纫机永
别了。为了了却母亲的遗愿，我把这
架缝纫机带回西安自己的家，摆在阳
台上，成为我的书桌。每天看到它，仿
佛母亲就在身边，仿佛母亲在审视着
我的一言一行。缝纫机对我们用处不
大，母亲早些年就知道的，我心里明
白，母亲让我们兄弟姐妹继承的不单
是这架缝纫机的所有权，而是要我们
继承她的为人处世，继承她的助人为
乐，继承她的勤劳善良。母亲啊，我们
兄弟姐妹记住了！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母亲的缝纫机
常彦杰

在无锡的日子里，我多次夜访映
月湖。

每晚下班后，从公司机关出来走上
4、5分钟就到映月湖边。面积9.57公顷
映月湖水域，是在九里河中开辟的水滨
风光带。24.6公顷的主题公园、慢行系
统、商业中心和文体设施等元素，在构成
一步一景的同时丰富了沿岸城市功能，
总计8.4万平方米的滨水区是无锡新的

“生活秀带”和“发展绣带”网红之地。
夜间的映月湖，从白天城市的喧嚣

中冷却下来，而周边楼宇璀璨的灯光与
音乐喷泉，使沉静的映月湖充满了灵
性。顺着湖边步道漫步，观九里河缓缓
流淌着的河水，看周边的绿树和小桥在
水中的倩影，随手拍几张楼宇在水中的
倒影，享受“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的乐
趣，身心是一种愉悦的放松。

在映月湖湖面上有一座特点鲜明、
美轮美奂的步行景观“舞桥”——爱之
桥，它是由芬兰著名设计师萨米宁从情
侣舞者中获取灵感而设计，采用世界先
进造桥技术建造而成的。“舞桥”与对岸
音乐喷泉交相辉映，已成为锡东商务区
举世瞩目的城市元素，吸引着周边市民
穿桥而过，络绎不绝的游人或驻足桥上
拍照留念、或凭栏观赏映月湖夜景，各
得其所。在这静谧的夜色里，散步的俊
男靓女，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享受着
自己惬意的夜生活。

天色渐渐黑下来，灯影里的映月湖
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婀娜多姿。我们左
看通宵不熄的城市灯火，右看如梦似幻
的映月湖夜色，左耳欣赏城市午夜的心
跳，右耳倾听夜阑时映月湖湖水的躁
动。突然，湖面上几艘划动着的小船让
我眼前一亮且颇感诧异，因为晚上在湖
面泛舟并不多见。在波光粼粼、灯影婆
娑中，数条小船在湖里游弋，每条船都
由一人或两人持桨左右划动。小船在
你追我赶中缓缓向前游动，任船尾犁出
一条长长的水带，让游人在灯光与水色
交融中尽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的奇景。

亲近映月湖，一次次于湖边夜色里
走走停停、拍拍夜景，静静地坐一会，看

一看湖畔夜景、听一听湖的心声。2016
年10月，我们公司总部从千年古都西安
迁到映月湖畔，开启了扎根无锡、立足华
东、辐射全国的新征程。如今，映月湖周
边高楼林立、绿树成荫，毗邻无锡东站、
无锡地铁2号线映月湖站，临近硕放机
场。6年，我们与这座城市携手同行、休
戚与共，结下鱼水之情；6年，我们与这
座城市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心相连手相
牵。我们用脚步丈量无锡大地、用眼睛
发现无锡精神、用耳朵倾听市民心声、用
内心感应无锡脉搏，我们的心已融入这
充满温情和水“太湖明珠”。

海晏河清，时和岁丰。泛舟映月
湖，看水天一色，尽享生活之美好！我
想，缓缓流淌的九里河水宛若历史长
河，映月湖无疑似港湾。夜晚泛舟，是
需要勇气和底气的。我们以奋斗者的
姿态走进映月湖，在城轨公司这艘大船
上，我们每一位城轨人都要争当一流的
奋楫者。我们唯有实干笃行、奋楫争
先，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才能用智慧
和汗水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无锡现
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才能奋力划出一
局城轨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作者单位：城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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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荠菜鲜，在春天。
怎么个鲜？民间还有个说法：宁吃

荠菜鲜，不吃白菜馅。可见其鲜。
不要说老百姓，名家名人也是抢着

吃。倍受金庸推崇的美食作家汪曾祺，
对荠菜就情有独钟，他在《故乡的野菜》

《自得其乐》等多篇文章中提到荠菜的吃
法，其中荠菜凉拌的吃法让我颇感兴趣。

汪老说，荠菜可凉拌，还可包春卷、
包圆子。包春卷这是我所知道的。包圆
子没见过。凉拌就更不知道了。小时在
农村，春天偶尔吃上一两次荠菜，也就是
掺玉米粥，我们称棒须粥。每次吃到荠
菜粥，蓝边大碗，我能呼滋呼滋地吃上两
三碗，不是因为觉得好吃，而是那时肚量
特大，山芋粥、山芋干粥，都能吃这么
多。至于用荠菜包成春卷，这么精致的
吃法，那时是想也想不到的。近几年，吃
荠菜似乎成了时尚，挖野菜、吃野菜的人
逐渐增多。春天到了，荠菜经过冬的孕
育，春光的照射，春雨的滋润，味鲜质嫩，
清香甘美，作荤素馅，制成饺子、包子、馄
饨等，人人爱食。

至于荠菜凉拌，我家里没吃过，饭店
也似乎没有。怎么做呢？汪老文章中写
得明明白白，我决定照着做一回。

按照汪老的做法，食材有荠菜、香
干、海米、姜米、蒜米。问妻，家中可有这
些，妻搞明白后回：“除荠菜没，茶干、虾
米、生姜、大蒜都有。酱油、醋、香油一样
不少。”得嘞，就差荠菜了。

荠菜，在我们响水称为花荠菜，听上
去又多了一份喜感。街上有得卖，地里
有得挖。既然吃的是野味，还得自已去
挖，吃起来才更有味儿。我自小就是背
着菜蒌挑菜长大的，小城四周农村的田

埂沟旁，不愁挑不着，不用花钱去买的。
哪儿有荠菜，我心中有数。

一场春雨后，我骑上电瓶车，找上铲
子、剪子、塑料袋，与妻子一同来到通榆
河小学南拆迁后的空地块，在一片高低
不平，还有碎砖碎瓦的土堆中，我们爬上
爬下，从枯黄的荒草中，寻寻觅觅，不到
两小时，挑了满满两袋翠绿的荠菜。

到家，我负责整理荠菜，摘去黄叶，
剪去老根，下水洗净，捞起爽干。妻子将
茶干、生姜、大蒜切成米粒状。虾米泡在
温水中。

一切准备停当，我捧着书本，翻到汪
老的《故乡的野菜》一文，一字一顿地告
诉妻子：“荠菜焯过，碎切，和香干细丁同
拌，加姜米，浇以麻油酱醋，或用虾米
……”妻子听完：“简单，先烧水。”我在灶
头上放上锅，打开燃气灶，蓝色的火焰在
锅底四处散开，舀了两水舀水，盖上锅
盖，不到五分钟，水翻滚开花。

待我淖好荠菜，妻子捞起荠菜，挤干
水分，刀起飞落，翠珠在刀板上滚落。她
将切好的荠菜，与香干细丁抓入小铅盆
内，上下颠了几下，一绿一白，绿中藏玉，
煞是惹眼。我递过白色瓷碟，妻子抓起拌
好的香干荠菜，按照汪老所说，将其抟成
宝塔状，塔顶放上泡好的海米，上堆姜米、
蒜米，又将酱油、醋、香油适量倒入小碗。

我见一切皆备，欲要端碗将佐料酱
油醋浇到菜上，妻子伸手拦住：“我来。
你去拿酒吧。”我没挪步，看着妻子端起
佐料，绕着塔身从上向下淋入菜内，用筷
子推倒宝塔。不待她拌匀，我夺过她手
中筷子，站着搛了一筷送入中，细细一
品：“啊，真鲜！好吃。”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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