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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新晨报》“老年大学”

版即日起开启征稿活动，意
在使该版成为广大中老年读
者展示交流的平台。
一、稿件要求：
1、稿件形式不拘，字数不

拘。凡与生活有关的随笔、游
记、诗歌、书画、摄影等作品

均可。
2、稿件所反映的思想内

容应积极向上， 文字表达清
晰，情感真挚。

二、投稿方式：
1、发送稿件电子版至

邮箱：1808500954@qq.com。
2、邮寄地址：济南市泺

源大街 2 号大众传媒大厦
F24层，邮编：250014。

布贴画 (作者：罄萍)

母亲读书的时候，老师问同
学们都有什么样的心愿？ 母亲说
她的心愿是好好读书，将来做个
姥爷那样的教师。 上进心很强的
母亲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可是遇
上了特殊的年代，母亲初中毕业
就辍学了，再后来就嫁给了我们
的父亲。

那时候的父亲是一个教师，
每天都会抱着一摞作业本回家
批改。 父亲刷刷翻动纸页的声音
扯得母亲的心里痒痒的，她经常
会帮着父亲批改作业。 母亲批改
作业是很认真很细心的，一本本
作业批完了， 母亲心满意足，虽
然没有做教师，但是也算弥补了
一些遗憾， 母亲的心底是快乐
的。

有了我们兄妹以后，母亲家
里地里忙成了陀螺，还是勉强温
饱。 母亲养了一群鸡，因为粮食
总是不够吃，母亲就卖掉鸡蛋换
粮食。 每次卖鸡蛋之前，母亲恋
恋不舍地看看鸡蛋，再看看黄瘦
的孩子们，迟疑半天狠狠心拿出
来一个鸡蛋， 再拿出来一个鸡
蛋，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母亲有
了一个心愿，那就是让孩子们每
天都有鸡蛋吃。

我们读书上学以后，母亲每
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坐在煤油灯
下，她做针线活，我们写作业，她
经常因为盯我们的作业本而把
自己的手指扎出血。 母亲手把手
地教我们写字，和我们一起背诵
古诗文。 母亲那时候的心愿就是
我们都能够好好学习，长大以后
有一个好的工作，过上幸福的生
活。 我们也算是比较听话，一个
个努力学习，成绩都很不错。

如今的母亲已经老了，顶着
满头银丝的母亲不再担心我们

吃不上鸡蛋， 也不再担心我们不
好好学习， 她只是希望我们都能
够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我们兄妹
几个围着父母亲居住， 随时都能
够见到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在这
个衣食无忧的新时代， 只有陪伴
才是最好的孝顺。

我以为， 如今的母亲尽享天
伦之乐， 不会再有什么没有达到
的心愿了，可是我错了。 前些天，
我拿出我为父母专门准备的影集
给他们看的时候， 母亲看着自己
的那些照片， 对我说：“孩子，你
有这么多我们的照片可以看，将
来我们离开了，你也不会后悔。可
是娘后悔啊！ 我把你姥姥留给我
的仅有的一张一寸照片弄丢了，
我想看看自己的娘， 都看不到了
啊！”母亲叹一口长气。看着母亲
盛满了痛悔的眼神， 我的心一下
子像是被雷击中， 痛到了无法呼
吸。因为姥姥去世已经很久了，我
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她的照片给
母亲，我没有许诺什么，只是装作
若无其事的样子转移了话题。

那天回到家里， 我无心做事
情， 这是母亲的最值得重视的心
愿了，我必须帮她完成。我给小表
妹发了微信， 希望她能给我找来
姥姥的照片。 小表妹抽了时间赶
回舅舅家中， 好不容易找到了姥
爷和姥姥的两张黑白一寸照片，
给我发了过来。 看着照片上微笑
着的姥姥，我泪如雨下。我把照片
给母亲看的时候， 母亲抱着手机
的双手有些哆嗦， 泪水悄悄地顺
着脸上的皱纹流淌， 她带着泪水
笑了。我跟母亲说，我去照相馆把
姥爷和姥姥的照片放大， 很快就
可以摆在家里了，那一刻，我看到
母亲的眼睛里蓄满了幸福的泪
水。 （东营市 崔向珍）

母亲眼睛的玻璃体有点小问题，然而她却执意要把最美好的祝愿和爱绣入保佑孩子平安的红腰带
中。 冯骥才蓦然觉得，自己虽然已是个鬓角花白的老人，但在母亲心中，依然还是一个孩子，依旧被母亲
呵护着，这是一种何等的尊荣和幸福啊！

冯骥才：亲情需要“仪式感”
现年 76岁的冯骥才是我国

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
画家，虽然早就过了退休的年纪，
他却一直是个大忙人。 尤其是近
些年，除了坚持写作和绘画之外，
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投身于中国的
文化遗产和古村落保护工作，同
时还要带研究生和博士生。 但熟
悉冯骥才的人都知道， 只要他人
在天津， 每周二和周六这两天下
午 5 点之后， 他是闭门不待客
的———这是他给母亲预留的“专
属亲子时间”，无论春夏秋冬、严
寒酷暑，雷打不动。

每次冯骥才去见母亲之前，
年逾百岁的冯母必定会提前梳妆
打扮，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有时
还会穿上箱底珍藏的旗袍， 满心
欢喜的等候儿子。 因为母亲知道
心爱的儿子要来， 她希望通过这
种充满“仪式感”的亲情会面方
式，把自己最佳的状态、最好的面
貌呈现给儿子， 让儿子觉得母亲

还很健康，很精神，工作时能彻底
放心。 所以每次的相处时光，都
洋溢着无尽的温馨和快乐，冯骥
才都是乘兴而来，尽兴而返。

从小到大，每个本命年，冯母
都会亲手为儿女们扎红腰带。 在
中国古老的传统中，本命年又称
“坎儿年”， 扎红就是顺顺当当
“过坎儿”，寄寓着避邪趋吉的心
愿。 冯骥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自己 72岁那年， 母亲已经 98岁
高龄了，却依旧信守承诺，一进入
腊月就提前准备好了红腰带。 除
夕这天，当母亲从柜子里拿出折
得分外齐整的布腰带时，冯骥才
惊讶地发现，母亲竟然还亲手在
上面绣了“马年大吉”四个字。

冯骥才知道，母亲眼睛的玻
璃体有点小问题，然而她却执意
要把最美好的祝愿和爱绣入保佑
孩子平安的红腰带中。 冯骥才蓦
然觉得，自己虽然已是个鬓角花
白的老人，但在母亲心中，依然还

是一个孩子，依旧被母亲呵护着，
这是一种何等的尊荣和幸福啊！

每次扎红时， 冯母都十分认
真：她先是两手执带，轻轻绕过儿
子的腰； 接着小心翼翼地调整带
面，把正面朝外；然后把带子两端
汇集到腰前正中， 稍用力拉紧拉
直；最后结扣时，更是特意要像蝴
蝶结那样好看， 并把带端的字露
在表面。母亲做得一丝不苟，满脸
虔诚，这种庄重的“仪式感”让冯
骥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一古老风俗
里对生命的敬畏， 还有世世代代
对传衍的郑重。

冯母的良苦用心， 在让冯骥
才感动的同时， 也对亲情和孝道
多了更深的理解。 每年春节给母
亲拜年， 冯骥才对年货都会非常
重视和用心，多年来，他一直坚持
备足八样传统年货———比如玉丰
泰的绒头花、正兴德的茉莉茶、宁
波的年糕、 津地吊钱、 漳州水仙
等。在冯骥才看来，自己置办的不

是年货，而是一种充满“仪式感”
的春节习俗和年的味道， 不仅让
母亲感受到传统佳节的团圆气
氛，儿子对她的孝心和崇敬，也给
晚辈们做了表率， 把亲情的温暖
和“百善孝为先”的家风传承下
去。

日常工作中， 一般的短途出
差，冯骥才都不会告诉母亲，以免
老人家担心和惦记，“我必须要
给母亲安全感，让她知道，儿子能
随叫随到。 ”而如果是远途的长
时间出差， 不能及时去看望母亲
时， 冯骥才会每天往家打好几个
电话， 就像乖巧听话的小学生一
样，及时向家长“汇报”自己的行
踪和情况，让母亲心安。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提到母
亲， 冯骥才的表情就会变十分温
柔，暖意十足。 他的手机里，存了
母亲很多生活照，有的笑容温暖，
有的端庄清雅，有的眼神清澈，每
当累了、困了，就拿出来看一眼。

冯骥才常动情地对人说：“现在，
母亲是我的女儿！母亲老了，我要
把她当作女儿一样爱惜她， 搁在
手心里，保护她……”那份默默
的温情和孝道， 足以温暖整个世
界。

仪式感是什么？ 经典名著
《小王子》里面的狐狸说：“它使
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日子， 使某
一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 ”

亲情需要“仪式感”，给家风
的传承增加一些“仪式感”，不是
矫情， 更不是作秀， 而是为爱加
温， 为幸福加码， 让情感更加丰
富，让亲情更加浓厚。正是冯母充
满“仪式感”的家风教育，不仅让
家庭多了一个至真至诚、 善良感
恩的孝子， 也让国家多了一个博
学多才、德艺双馨的赤子。

平凡的生活增加一些“仪式
感”，才能打开我们的心灵之窗，
让我们对身边的一切事物怀着感
恩之心和尊敬之情， 在繁杂里照
见简单，在世俗中照见禅意，在阴
霾中看见善美，让物质更加充沛，
让精神更加丰盈， 让万物更加和
谐，这不仅是每个人的向往，也是
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邢大军）

母亲的心愿

面塑《美人》 (作者：济南市 吴辽)

书法 (作者：滕州市 秦泰)
书法《西江月》

(作者：济南市文联副主席 王振范)

摄影《飘》 (作者：山东老年大学 王卉)

剪纸 (作者：山东老年大学 郭晋华)

薛若东、薛朋田：本院受理原
告济南车期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102民初 4611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张子业 、刘艾仃 、马春花 ：本

院受理原告济南车期汇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 鲁 0102民初 4608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 10时 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赵文忠、陈玲：本院受理原告

祝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 鲁 0112民初
461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
一、 限被告赵文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祝楠借款
本金 5万元；二、驳回原告祝楠的
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050
元、 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赵文
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赵文忠、陈玲：本院受理原告

潘玉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12民初
446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
一、 被告赵文忠偿还原告潘玉军
借款本金 45万元；二、被告赵文
忠支付原告潘玉军借款利息，以
45万元为基数， 自 2018年 2月
10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
利率 1%计算。 以上一、二条所判
款项均限被告赵文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
告潘玉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
受理费 8050元、公告费 600元均
由被告赵文忠负担。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山东
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赵文忠： 本院受理原告焦其

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鲁 0112 民初 3840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
赵文忠偿还原告焦其泉借款本金
15 万元；二、被告赵文忠支付原
告焦其泉借款利息，以 15万元为
基数，自 2017年 2月 8日始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 1.5%计
算， 扣除被告赵文忠已偿还的利
息 6000元。 以上一、二条所判款
项均限被告赵文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案件受理费
3300元由被告赵文忠负担。 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赵文忠、陈玲：本院受理原告

高振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12民初
446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
一、 被告赵文忠偿还原告高振奎
借款本金 30万元；二、被告赵文
忠支付原告高振奎借款利息，以
30万元为基数， 自 2018年 3月
10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
利率 1%计算。 以上一、二条所判
款项均限被告赵文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
告高振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
受理费 5800元、公告费 600元均
由被告赵文忠负担。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山东
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