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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不知道它还叫凤仙花，也
不知道它还生长在我们村庄之外的其
他地方。但我确知，它是最让我们眼前
一亮的植物。在我还不到上学发蒙的
乡村生活经验中，苦苦菜虽有汁液，却
是白色；牛蒡虽有汁液，却是暗绿……
虽然众多的植物和花草无一例外都有
汁液，但都没有海娜这么耀眼的光彩。
一茬花尚未凋谢，变个身仍在女人的指
甲上鲜艳一月半载。就凭这，再穷的人
家房前屋后都种有几丛海娜；再丑的女
人都不忘包几把海娜在人前晃动，那被
生活的艰辛尚未完全俘获的双手，以展
示她女人的自信。

一双手，尤其是女人的一双手，那
对于一个人的价值简直就是第二张面
孔，甚至更为显要。为此，在艰辛的劳
作中，无论谁，都很看重护养一双手。
为此，那时一双机织的手套可以让人风
光一时，优越半截，那简直是身份的象
征，一般只有工作人员或工人家属才配
享有。而大多数农民却并没有因此放弃
对手套的追求。平时，有几片碎布，他们
就可以凑合成一双布手套。有半截皮
张，就可以网成一双皮手套。人们在田
间地头休息时从不忘捻线织手套。如果
谁在走亲戚或者走田地的路上有幸捡到
了一双手套，那一定是全村的大事，人们
不说上十天半月是绝没有放弃的意思。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大大小小、形形色
色，打了补丁和没打补丁的手套，简直
就可以拼凑出我们的村庄史。

但就是这样，天天下苦的这些手还
是经不住风霜雨雪、泥巴禾茬的侵袭，
一到冬天，几乎都要裂口。指头蛋、指
关节无一例外就要裂口；手腕、手背免
不了皴裂粗糙。为此，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农民的晚课无非这样：捉虱子、烫
裂口、补衣裳。在油灯下，人们拿着羊
油烤化一端，然后就用那尚未凝固的油
脂灌补裂口，以此滋润那即将坏死的皮
肤，使其恢复生机。临睡，还都忘不了

用稀释的蜂蜜或糖萝卜汁护手。对于
农民来说，一双手就是一把战胜自然最
锋利的工具，焉能等闲置之？也因此，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不止一次地教育
妹妹，时时护手，不要辜负了未来婆家
的一片希望。为了一双手的魅力，姑娘
出嫁前总要休息一段时间，不干农活、
不沾水、不晒阳光。

可是，这一切哪能有一手海娜那
么魅力无限？如果一双普通的手再有
两把海娜的映衬，那简直是画龙点睛，
熠熠生辉。那时，河湟谷地里，农家的
黄泥小屋过于通风，也没有塑料温棚，
所有植物在冬天几乎全军覆没。为
此，人们包海娜的季节只在夏秋。每
每包海娜的晚上，女人们如逢节日般
兴奋不已。早早吃了晚饭，就开始在
家里捣海娜，直至植株与白矾混合而
变成碎汁，她们才从容不迫地拿出早
已备好的菜叶、碎布，一点点将海娜汁
涂到指甲上，然后分别以植物叶、碎布
进行缠裹。如此两三个晚上，指甲由
黄变红，由浅红变深红，直至黑红。从
此，不论洗衣做饭，还是从事农事活
动，都不会由此褪色变浅。一手红指
甲直至一点点褪去，这一双手因此显
得更加灵动自信。想不到，眼睛由此
变亮，心情由此变好，身子骨由此变
轻。原来，海娜是女人身上的一双翅
膀，它会带着女人飞翔。

不是吗？我们那个一年四季几乎
都要在田地和庄廓院里劳作的女人们
虽然手心结茧，但那一双手却始终年轻
灵动，让农家生活的艰辛几乎都飞到了
九霄云外。自己包，还给未长大的女孩
包，也给老得没牙的老太太们包，有时，
也给男人包上一个中指或无名指。海
娜让我们家乡的女人们感受到了无穷
的乐趣，也使她们一双下苦的手得到了
季节的滋养和天然的呵护。

就这样，我开始喜欢海娜，并开始
了观察和思考，这一晃几十年过去。让

我始料未及的是，海娜还真是一味中
药。原先，长辈们歪打正着感觉到的让
人顿感眼圈凉爽、眼力增强的奇效还真
有科学道理。

海娜学名凤仙花，它有较高的药用
价值，书上说其“性温，味甘微苦，入肾
经。据测定，其中含有萘醌元、多种氨
基酸、多种花色苷，分别为矢车菊素、飞
燕草素、蹄纹天竺素、锦葵花素等，又含
山柰酚、槲皮素、指甲花醌等成分，具有
活血、通经、祛风、止痛的功效，用于治
疗风湿偏废、腰胁疼痛、妇女经闭腹痛、
产后瘀血未尽、跌打损伤、痈疽、疔疮、
鹅掌风、灰指甲等症。现代药理研究进
一步表明，凤仙花含有大量萘醌元成
分，具有很好的抗皮肤真菌等作用；其
提取物有较好的抗急、慢性过敏等作
用。”一言以蔽之，海娜的光彩至今依旧
在照亮一些病痛的幽暗。

感奋于这样的发现，我曾经还抄了
关于海娜的几个单方，分别给了一些亲
人：“治妇女经闭腹痛，可取凤仙花三至
五朵，泡茶饮；治百日咳，可取凤仙花十
朵，冰糖少许，炖服；治腰胁疼痛，可取适
量凤仙花研末，每次空腹服九克；治骨折
疼痛，取干凤仙花三克，泡酒内服。”收到
这样出其不意的药方，他们立即试行，结
果远胜于天花乱坠的广告药。

除此之外，海娜还是美食，其光彩
一度照亮了古代的餐桌。明代高濂所
撰写的《遵生八笺之四•饮馔服食笺》就
凤仙花梗条:“采肥大者，去皮，削令干
净，早入糟，午间食之。”清代《广群芳
谱》云:“凤仙花梗采头芽焯，少加盐，晒
干，可留半年余，以芝麻拌供，新者可入
茶最宜，炒面觔食佳，（火麃）豆腐素菜
无一不可。”清代《闲居杂录》：“庖人煮
肉物，著凤仙花子二、三粒即烂。”因为
其有“软坚透骨”的作用，但在吃肉时，
还需先把花子拣出来，不能让它碰到牙
齿上，原因是“缘其透骨，最能损齿”，由
此唯恐损伤了牙齿。

我的母亲是一个聪慧善良、勤劳又
坚强的女人。记忆中的母亲总是在忙
碌。她一向干净利索，喜欢穿颜色清爽、
花色鲜亮的衣服。直到母亲躺在病床的
那一天，我才突然觉得母亲已经老了，她
已经67岁了。

2013年5月2号，突兀的检查结果好
似晴天霹雳，瞬间将母亲柔弱的身体击
垮，也将家人的心撕成了碎片。我觉得
天快要塌了，我在五月的太阳下瑟瑟发
抖，茫然不知所措。尿毒症？！这个可怕
的名词从此残酷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
无情的病魔折磨着母亲的身体，而愧疚
和悔恨分分秒秒在吞噬着我的灵魂。5
月 6日，医生决定给母亲血液透析，我知
道这是最后的治疗手段，这种结局是何
等的残酷！5月 7日是母亲节，我强忍着
泪给母亲戴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金耳环，

换上了新衣服，她对着镜子笑着说真好
看，面对着母亲浮肿的脸庞和插在颈部
那根可怕的静脉置管我心如刀割。

病中的母亲很脆弱也很敏感，眼角
经常有着泪痕，这泪一半是因为对生命
的不舍，一半是因为母亲心疼她的儿女
们。家里姐弟四个，我是唯一女孩，故母
亲对我疼爱有加。记得小时候一个寒冬
的早晨，母亲送我上学路过一条河，看得
出河面已经结冰，母亲试探的往前走，觉
得安全才让我随后。突然，一块冰层开
裂，母亲的一只脚陷入刺骨的河水中。
我劝母亲快回家换湿透的鞋子，母亲却
执意将我送到了学校门口。每当想起这
些，我的心口疼痛难当。我心疼在那个
冰冷的小屋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生育了
四个儿女的母亲，我心疼拖着冰冻的鞋
子在严冬里行走的母亲，我心疼曾经多
少个白天辛苦劳作黑夜里熬红双眼纳鞋
缝衣的母亲……我也是一个母亲，一边
牵着女儿，一边挂着母亲，还有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压在肩头。

6月 15日清晨，母亲病情突然恶化，
她虚弱的身体坐不住也躺不住，我和弟

弟经常轮换着抱着母亲让她躺在怀里
——这样会让她舒服些。母亲又一次躺
在透析室里，医生特许我陪在身边。母
亲的眼睛红红的，一直有泪。我紧紧地
握住她的手，吻着她冰凉的额头，鼓励她
安慰她。她也许已经有了某种预感，给
我交代了关于她走后的事情，我强忍住
泪点头答应。

可怜的母亲这次透析后的体重只有
41公斤。她还能支撑多久？6月 19日，
我和家人决定带着母亲回家。母亲回到
家的这些日子，精神似乎好多了。尽管
有父亲、弟弟和弟媳，围在母亲的身边小
心翼翼地伺候着她擦身翻身，可是母亲
还是很依赖我，就如同我很依赖她一
样。我欠母亲的太多，可老天给我偿还
的机会太少时间太短。6月 24日，虚弱
的母亲处在了昏迷之中，母亲只能张口
呼吸，青紫的嘴唇、僵硬的舌头变得干燥
粗糙，像铺了一层细沙。我每天用沾水
的纱布擦拭母亲的口腔，洗干净她的身
体再擦上她喜欢的香体乳，让母亲在生
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也要干干净净、体
体面面。2013年6月28日凌晨1点30分，

我的母亲 —— 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
个人永远的走了。我和家人给她穿上她
生前就已经缝制好的老衣，很奇怪，母亲
的面庞竟然变得年轻红润而又光滑，那么
美丽，像个新娘。悲凉的唢呐声，先生的
诵经声，一沓沓纸钱的燃烧声，亲人们的
哭泣声阵阵袭来。炙热的六月里，我跪倒
在母亲的灵前冷得浑身发抖，抬着灵柩的
弟弟们一声声凄厉的哭喊声划破了寂静
的黎明，我的母亲上路了……

亲爱的母亲，我们的母女情缘就在
那个凌晨戛然而止。再也无缘尝一口您
做的饭菜，再也无缘听一声您的唠叨，再
也无缘给您穿一件新衣，再喊一声妈妈
已无人应答。转眼又是一年春来到，满
院的花儿竞相绽放，可种花赏花的人已
在天堂。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
不待，呜呼悲哉！我的母亲，您在那边还
好吗？今晚托个梦给我吧！我想您了，
很想很想……

□ 李桂兰

春天，
花开柳绿云飞雨来。
南山即是四季的表情。
只可惜，
一些人，我始终看不清。

来去，奔忙，生死，
一下一下的对白与挤压，
不是全部。
我把自己当成琐碎的生活的
部分，
生活无动于衷。

而你无动于衷，
就像多年的想念，
就像此刻的我，
含泪聆听90年代的歌曲，
以为可以忘记，
你和天下的悲苦。

而我依旧。
南山千年不变。
如果倔强是原因，
谁可以告诉我，
这其中的理由。

总归花开花落，
普天下的人们首先关心粮食，
尽管有时忘记苦难。
除此之外，
一切的爱我说不上来，
何年何月，
何德何能。

风说，
你看花开。
雨也跟着做作。
我说，
花事花知道。和 母 亲 最 后 相 伴 的 日 子和 母 亲 最 后 相 伴 的 日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