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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父母金婚的年份，不善
于动笔的我，总想为他俩写点什么，可
又不知道从何写起。父母亲这一辈处
于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生活其
中，一定有许多波澜激荡、铭心刻骨的
经历。然而这些都深藏在他们心底，很
少向我们子女透露过。我也只能从父
母云淡风轻的日子里，寻觅一些零星
碎片。虽说琐碎，但却发自肺腑。

父亲、母亲，同龄。1965 年他们从
各自大学毕业，也许缘分所至，竟同坐
一条船到的铜陵，分配进了有色公司
工作。两人又一同参加“四清”运动。
人们常说“百年修得同船渡”，也许是
同乘一条船拉近了两人的缘分，又或
许是同属江南人，更容易沟通，也更容
易产生亲切感的缘故，五十年前那个
深秋，他们在矿山分配的一间简陋小
平房里走到了一起。一副床板、两个木
头凳子，加上母亲一只破皮箱和父亲
一只樟木箱，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读理工科的父亲性格内向，做事
严谨而又古板，甚至是死板的。在矿山
基层工作了 37 年，父亲从一名电工、
技术员到管理岗位始终是一副不苟言
笑、办事认真的形象。后来调到机关，
做事严谨的风格也一直没有变。记得
退休时，他主动要求交出单位为他配
备用了近 ４ 年的手机。只见父亲将几
乎看不清键盘上数字的老式摩托罗拉
手机和两块都鼓包的电板、一个充电
器一一装进信封，仔细封好。我说谁要
这破玩艺？扔掉算了。父亲没有着声，
特地跑了一趟机关，将包得严严实实
的信封交到办公室工作人员手中，人
家不要，他却说这是公司固定资产，硬
是要办公室工作人员收下，并写个收
条。父亲退休后，喜静不爱动，他的爱
好除了看书，就是捣鼓电器。父亲除了
包揽自家电器的调试维护外，还主动
肩负起左邻右舍家中的家电的维修，
不但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有时甚至贴
钱购置零件也乐此不疲。

同样是读理工科的母亲性格却很
外向，热心好客、乐于助人。无论是最
初在铜官山铜矿工作、支援到市第五
中学教书，还是回到矿山工作的 33
年，母亲身边总会有各式各样的朋友，
上下班、买菜、遛弯，和母亲打招呼的
人很多。退休之后的母亲依然闲不住，
谁家有个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将头探
出查询情况的必是母亲。母亲不但人
缘好，在家里更是一刻也歇不下来。不
是拖地洗衣，就是收拾屋子。我发现母
亲似乎与太阳有着难以言表的情怀，
只要是晴天，母亲总是把家里的大小
衣物、被子、床褥一股脑搬出来晾晒。
楼下阿姨每次路过阳台下总是夸道：
老袁，真勤快！母亲笑道：“太阳好，晒
晒，晒晒。” 母亲就是阳光，温暖着家
庭，也温暖着他人。

父亲在家里的作用，不如母亲这
样明显，一般只在添置新家电时才能
充分体现出来。母亲选购家电仅仅在
乎外观，父亲却在技术上、经济上进行

长达一周的分析比较，并到各商场实
地考察后交母亲审定。在母亲选定的
家电到家后，父亲总是拿着说明书左
看右瞧，对照着实物不停的摆弄调试
各种功能，尔后手把手的将最为关键
的几个按钮教母亲，甚至将基本的操
作要领用极其简明的文字写在纸上交
予母亲。母亲连看都不看一眼，基本上
只掌握开、关等几个关键操作就 OK
了。父亲见自己的心血白费了，有时会
嘟噜上一句：别到时什么也不会！母亲
的回击都切中要害：“家中要那么多
人会有什么用！你一人会就行了！要
不，要你干嘛！”父亲只是无语摇头，
笑咪咪的走开。

尽管这样，母亲对父亲的爱好还
是极力支持的，父亲在修理物件时她
总是在恰当的时候递上合适的工具，
完工后，收拾工具、打扫战场都是母亲
的事。每每这时，她总骄傲的说：我是
你爸爸的第一助手。

记得有一次父母房子的楼道门不
能自动落锁，母亲发现后立即把情况
汇报给父亲。有了用武之地的父亲立
即拿着工具，奔到楼下，第一助手紧跟
其后。经过父亲的检查，原来是电源空
开没有送电。父亲在确认楼上楼下、楼
里楼外无人作业时，推上空气开关，只
听“咔”的一声门奇迹般的恢复了功
能。父亲不无得意地说：“什么也不
懂，没电了也不知道！”母亲立即回击
道：“要那么多人懂有什么用！你一人
懂就行了！要不，要你干嘛！”说虽这
样说，在父亲长期熏陶下，母亲耳濡目
染，居然也自学成才了。没过两天母亲
到隔壁张阿姨家串门，发现她们楼道
的大门也不能自动落锁。张阿姨说，
“都有两星期了，正准备找人来修
呢。”母亲看了看，同上次自己楼道门
的故障如出一辙。母亲果断而又迅速
地合上空开，门立即焕发了青春。“老
袁，看不出来啊！有两下呀！这你也
懂！” 母亲哈哈大笑道：“小事！小
事！”

2003 年，我婚后有了孩子，这也
成为父母生活的焦点。孩子还没有出
世，我说孩子是我的，起名这件事我做
主。父亲态度出奇的坚决，他说：从来
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事，你没有
这个资格。没有就此事愉快地达成一
致意见，父亲从饭桌上拂袖而去。孩子
出世，父亲不参与我们的取名讨论，在
母亲的主持下，取名“洁洋”。在一旁
作闲云野鹤状溜达的父亲，待母亲进
了房间，关上门，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我只听见半句，父亲说这不像女孩子
的名字，战斗好像进行了一整夜。第二
天一早，母亲郑重宣布：昨天取的名字
不作数，重取。母亲提议取一个“美”
字，因为孩子出生在羊年，大羊为美。
还留了一个字给外公外婆来命名。小
名嘛，就叫“乐乐”。尽管父亲没有参
与酝酿、讨论，但是，从这种深刻的寓
意与周到的安排中，不难看出父亲办
事周密严谨的风格。

隔代疼，是长辈溺爱的通病。父母也
不例外。父亲对孙女是有求必应。如孙女
喜欢吃什么，父亲事先都一一问仔细了，
记在一张纸上。到超市喊服务员对照所
列物品一样不少地拎回家。一趟超市出
来，花个两三百元那是常态，其中父亲为
自己花的只有四个馒头钱。我认为这样
太没原则。父亲却说：“我乐意！只要乐
乐爱吃，我就高兴。”一点办法都没有。

孙女上学，年逾古稀的父亲背着母
亲特地买了辆电动车，每天接送孙女。记
得一次下大雨，雨水淹到膝盖，电动车不
能骑了，父亲就让孙女坐在电动车上，自
己趟着水，硬是一路推了回来。为此女儿
还专门写了一篇作文，念给父母听的时
候，父亲比中了千万元大奖还高兴。母亲
却说：“奶奶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不写奶
奶呢？你这没良心的小东西！”

其实母亲可写之处也很多。母亲之
前做菜可以说是不思进取，只要能吃就
行。自从孙女来搭伙，菜肴的选择都以孙
女为中心。母亲像变了一个人，心特别
细，每天晚上问好孙女第二天想吃的菜，
不会做，问左邻右舍，再不就向烹饪书籍
请教，遇见电视里有什么好菜，就跟着学
做。然后自己尝一尝，觉得不错再让孙女
吃。一旦孙女皱皱眉头，立马换掉。经过
不懈努力，母亲的烹饪技艺突飞猛进，不
仅有了一些红烧肉、咖喱炒饭之类孙女
爱吃的拿手菜，还将无锡特色菜“腌笃
鲜” 原汁原味地复制到自家的餐桌上。
孙女每天自然是大快朵颐，我们也跟着
沾光。

如果要说父母之间的关系，给我的
印象就是争吵。出门在外，在左邻右舍眼
里，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温文尔雅。可
关上门，锅勺长期碰锅沿，母亲就是锅
勺。我毕业来到矿山，分配工作的时候，
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机修车间、选矿车
间都想要我这个学机电的。母亲想让我
去选矿车间，父亲却说将儿子送到最艰
苦的地方去。他们吵了一架。结果我还是
下井到了机运工区。母亲爱笑的脸上好
长时间都阴云密布。在这些大是大非问
题上，父亲话不多，却是一句顶一万句
的。而在家庭琐事上，往往是母亲高奏得
胜令。母亲每天必修的一道功课是将家
里几乎一尘不染的地板来回拖上一边，
而父亲总是在一旁悠闲地看着书说道：
“还拖！地板都是给你这样拖坏了。”母
亲瞪着眼气愤地说：“家里事一样不干，
还在说闲话。把脚抬下，就你这块最
脏！”然后，据此引申开去，将家里一些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顺带着出来，不
厌其烦地与父亲理论。父亲基本是少有
话语，但好像是为了配合主角演出似的，
在母亲滔滔不绝的唠叨快要到最后总结
的时候，父亲总是冷不丁回上一句半句
的，这样争吵又得以继续。当过人民教师
的母亲，也就可以将诲人不倦的热情发
挥到极致。如果父亲这时来个徐庶进曹
营一言不发，母亲就抛出自己的撒手锏：
“老东西！不和你过了！”每每听到母亲
说这句话时，父亲都会在暗暗地长吁一
口气，因为这就意味着战争已经进入尾

声了，他可以安心地看书了。而在大获全
胜后的母亲，干起家务来更加勤勤恳恳、
无怨无悔。

有一次，母亲最后总结性的话收尾
后，随口问亲历了这场战争已经 10 岁
的孙女：“乐乐，我不和你爷爷过了，好
吗？”孙女撇着嘴不屑地说：“奶奶，爷爷
那么爱你，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母
亲听到后一时语塞半天没回过味来，父
亲听了后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母亲对父亲是关爱的，只不过
表现方式比较另类。父亲在公司上班的
时候，有个同事是个大烟鬼，在他的言传
身教之下，原先不抽烟的父亲学会了抽
烟。对于父亲五十多岁还染上的这个恶
习，母亲与父亲争吵的由头又多了一个。
每次因此而爆发的战争都是父亲夹着烟
卷主动退出战场而不了了之。母亲却不
依不饶，让孙女继续穷打猛追。孙女一声
令下，父亲即使再长的烟蒂在手，都像捏
着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立即扔了。还有
父亲骑电动车的事，母亲一直反对父亲
骑电动车的，都七十好几的人，骑那玩艺
危险。父亲也知道骑电动车的安全系数
低，可为了孙女，父亲顾不了许多。母亲
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退而求其次，给父亲
也来了个“双规”，即在规定的时间里电
动车必须回到规定的位置。从家到孙女
学校骑电动车需要的时间母亲是算准了
的。可是，父亲在接送孙女之闲，时常偏
离正常的路线，为的是想看看铜陵的变
化。在规定的时间里，母亲一旦没有听到
父亲电动车熄火的声音，电话就追出去
了。有时父亲骑车出去不到半小时，父亲
的手机就响了，母亲不是问骑到哪了，就
是叮嘱路上要格外小心。遇上父亲不方
便接听时，母亲还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一
遍固执的拨打。直到父亲接通确认安全
后方才罢休。父亲回到家后，母亲的数落
总不可避免，父亲也总能找到各种理由
避开这一敏感话题。父亲电动车照骑不
误，母亲的电话也是照打不误，数落也是
照批不误。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年逾古稀却
童心未泯。如果说静美是一种生活态度，
那么争吵同样是生活的调味剂。母亲常
说的“要不，要你干嘛！”同样表达出两
位老人相互依靠、相互支撑、相濡以沫！
“吵吵有什么不好啦？既可以提升家里
的人气，又可以增加肺活量、加速心脑血
管运动，一举两得。”母亲说这句话的时
候，既是劳累后的自我释放，又是他们
性格上的一种互补。父亲一直是用行动
给予了最好的诠释。我的父亲母亲都视
对方如空气一般的存在，不可须臾或
缺。这一张一弛，却演绎出平凡人的不
平凡的生活旋律。正像母亲结婚时的那
只破皮箱还在，父母的争吵还在延续。
每当我走到父母的楼下，听到熟悉的争
吵声，我都会感到亲切、温馨，也让我出
奇的安心。

真的，我打心眼里感谢父母养育了
我，同时也珍惜“争吵”之中所体现出的
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希望我的父母一
直这样健健康康地吵下去，直到永远。

我的父亲母亲
□汶 泉

我的奶奶是去年去世的。假如奶
奶今年还健在的话的，家里人便要在
国庆期间为她老人家庆贺百岁寿辰
了。

但奶奶没有等到百岁大寿这一
天就驾鹤西去。那还是去年的 8 月
18 日，天气异常地闷热，头几天就接
到奶奶病危消息的我，天刚亮就驾车
与妻子一起匆匆赶往老家。一下车，
我便急忙赶到奶奶床前，此时，奶奶
已是弥留之际，无论我们怎么叫她，
老人家早已没有任何反应，只有拼命
喘息着的大口气息声在无情的回答
着我们。大约半个时辰，老人家气息
渐无，静静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衷
心爱戴她的子孙们。

奶奶一生基本无病，只是在仙逝
前一个月，奶奶一人在家跌倒后，卧
床不起，又加上年老体衰，不能手术，
便在距离百岁寿辰不远之际撒手西
去。期间，老人家多次出现病危，又一
次次挣脱死神之手。我也多次做好立
即回家准备，终因诸多原因给推迟
了，直到真的回到家了，老人家已不
能与我们眼视和言语，半个时辰后便
离我们远去，而且是永远。按照老家
旧俗说法，老人家坚持了好多天才
走，或许是在等某个人，听我家那懂
算命看相的二姑爷说，那个人可能就
是我。虽说老一辈及农村老乡的一些
说法有些迷信，但我却深知，老人的
离去是真的不舍的。永别之际，她还
要看看一生都值得她呵护的家人，其

中就有我———她这个曾经没少挂念
的孙子！

奶奶是幸福的，临终前已是五世
同堂，这在老家当地很是少见。在她
老人家诸多子孙中，我的身体在小时
候是算很差的一个，有几次甚至是小
命难保。记得我十来岁时，本来就体
弱的我患上了肾炎病，这是一种慢性
且在当时又难以根治的疾病。这种病
医治时间较长，花费较大，普通家庭
均难以承受，只能采取中草药慢慢治
疗方法，再加上此病如在医治中忌口
（最主要的是禁盐）不到位，好多最
终还并发成其它疾病，甚至死亡。年
幼时，患病的我因家境困难本来就营
养不良，又加上不能食盐，成日里身
体浮肿，严重时全身肿胀如冬瓜状，
以致呼吸困难危及生命，几次都是被
奶奶及时发现和救治，否则后果真的
不堪设想。为使我尽快回复身体，也
是为了配合治疗，奶奶在家里最困难
时，毅然定期拿出二角钱买点猪肉回
来，用米粉蒸熟了给我一人吃，时隔
四十余年，我仍记忆犹新。也正因为
如此，我对奶奶便多了一份割舍不去
的情怀。

长大后读书并到外地参加工作，
我在时刻挂念父母的同时，每每都要
增加一份对奶奶的问候。每次回到
家，我在放下行囊的同时，父母也催
促我快去看看奶奶。我当然心领神
会，急不可耐。而奶奶每次见到孙子
回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便全写在

脸上了。可能是我在村子里最先考上大
学并参加工作的原因，奶奶每次见到
我，在高兴之余，还多了一份对我的敬
护，那就是老人家较少喊我的乳名和姓
名，而是叫我“三哥哥”，这在她的众多
子孙中是少见的。我的老家有个习俗，
就是称呼他人，不论彼此之间是什么
辈份，一般不直呼其名（自家长辈对晚
辈和自己儿女除外），而是带辈份或用
其职务及其它什么的进行称呼。我的
父母在家是长儿长媳，我在老人家孙
辈中又排行第三，因而我两个叔叔的
儿女们都称我为“三哥哥”。老人家自
打我考上大学，也不知怎么就“改口”
了，而且一叫就是三十年不改变，从中
可见老人家的慈爱和希望子孙们成才
的良苦用心。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一直是俭朴
的。自打我记事以来，没见奶奶乱花一
分钱，有几个“私房钱”一般都偷偷给
了我们几个孙子花化了，而我则是其中
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对于自己她则是能
省就省，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以至于临
终前儿女给买的做的许多新衣服都没
穿过。而真正用在她自己身上的主要只
有两次，还让她心痛的要命，尽管这钱
还是为她来治病的。在我的记忆中，奶
奶几乎没生过病，所谓的生病还是她老
人家近四十年前一次家中摔伤和晚年
的眼疾，其中危险的一次是摔倒，破碎
的饭碗瓦砾直接刺裂奶奶的前额，一时
间血流不止，送医院后医生在裂口处缝
合了十几针。但奶奶为了省钱，只是住

了二三天院后就吵着回家了。晚年的奶
奶虽说身无大碍，饮食正常，也无所谓
的“三高”，然而眼睛却几乎失明，但她
一直不愿去医院治疗，只是说人老了，
器官老化了就是这样。但家人终究没依
了她，把老人家带到县医院做了白内障
手术。手术起得一点效果，奶奶自然高
兴，但仍念念不忘花费的几千元钱，并
死活不让儿女们出，为此，奶奶几乎花
完了下人们给她多年的压岁钱及平日
里给她的零花钱。即使是去年 7 月摔伤
后，奶奶仍然坚持不到大医院，用瘦弱
的身体去对抗病魔，最终走完了她那一
生俭朴的旅程。

奶奶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她老人
家一生不讲究吃住穿戴，简单了事。过
去条件差谈不上，后来，家里条件好多
了，她也从不去要求子女们什么。老人
家不奢求、不挑食，不论什么粗茶淡饭，
她都能愉快的接受；老家中不管是过去
的漏雨的茅舍，还是今天宽亮的瓦房，
都是她乐于居住的厅堂。对此，奶奶经
常对我们说，她膝下有满屋的儿女子
孙，而且个个都孝顺，她知足了，就愿意
守着老家那几块菜地，几个柴堆，十几
个鸡鸭，哪儿也不去。奶奶说道做到！听
父亲说，奶奶一生中除三年前医治眼疾
去县城一次外，此前几乎没出过门十公
里以外的远门，尽管县城里还居住着她
的兄弟及不少的亲戚。老人家说，城里
什么条件都好，可我就过不惯，农村条
件差，但这是我的家，我怎么生活都舒
心。清淡无欲的生活也给了奶奶丰厚的
回报———老人家一生健康的身体、平安
的生活和五世同堂的儿孙，而给予她膝
下的子孙们则是更多的收获和回味，尤
其是其中做人应耐得住清贫、懂得知足
的道理，就常常鞭策着我，也将为我受
用终生。

我的百岁奶奶
□盛叶彬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其实，每个
人做好事，都不是 “一口吃一个胖
子”，要一件一件的做，一点一点的做；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才能做的好事像
雷锋那样多，像郭明义那样多。多的数
不过来，多的让人称赞，多的让人敬
仰。

有人把每天坚持做一件好事，每
月坚持做一件好事，叫做“攒人品”。
好事原本就是一件件摞起来的。别小
看每天做一件好事、善事，每月做一件
好事、善事，摞起来就是一件令人起敬
的大好事。每做一件好事，每做一件善
事，都是净化自己心灵的一个过程；每
个人都可以在做好事、做善事中提高
自己，升华自己，享受做好事、做善事
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民间有一句话，叫做“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你做了好事，人们自会向
你投去敬佩的目光；你做了善事，人们
甚至就会认为你变得很高大；你做了
好事，人们也会回报你好事；你做了善
事，人们也会以善事报答你。要相信中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说，这不是
唯心主义，而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
结果。有谁会以恶言恶语来对待做好
事之人、行善之人？谁如果以恶言恶语
来对待做好事之人、行善之人，就一定
会遭到众人的谴责。人心向善，永远是
社会的主流。

为了“好人有好报”而做好事，就
会收获一份快乐。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我们面对未知的结果时，有关“因果报
应”的“攒人品”系统就会自动启动，
将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件与你的人
品联系起来，并且与你是否想过有“因
果报应”的说法没有关系。这样做，是
为了增强自己对整个事件的控制感，
从而让自己对事态发展感到一种快
乐。不管什么原因，做了好事，就会有

一种心安的感觉；因为心安而快乐，因为
快乐而幸福。没有想到：做好事，做善事，
竟会有这样的功能、奇效！这或许也是一
种回报吧？

有几个人不追求 “好人一生平安”
呢？那就从做好事、做善事开始吧，修得自
己的一生都平安。每一个人善良的人，都
希望上天是公平的：“好人有好报，坏人
有坏报”；做好事，会被人们认可，这是一
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被人肯定。一个人的
价值得到社会认可，得到人们的肯定，你
说他活得没有意义吗？有意义的人生，会
使自己脱离了低级趣味，会使自己列入好
人之列。这样的人的精神，会在社会上传
颂，会带动更多的人一道做好人、做好事。

“攒人品”不是一朝一时的，需要从
每一件具体的小事、琐事、身边事做起。不
要指望一件好事、善事都不做的人，能做
出孝行天下的大事。“攒人品”需要每个
人“自扫门前雪”；你的“门前无雪”，干
干净净，不仅会改变自己生活、居住环境，
也会为别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这种
“自扫门前雪”式的“攒人品”，是一种影
响力，是一种示范作用。有道是“环境也
会改变人”，在一个人人争做好事、做善
事的大环境里，谁好意思做恶事？

每一个人都要把“攒人品”看成是一
个提升心态、提升境界、提升幸福的过程。
享受提升的过程，不在结果，就是一种回
报，就是“好人有好报”。不要把回报看得
过重，也不要为了得到回报才做好事、做
善事，要把做好事、做善事当成一种习惯、
一种为人、一种行为；这样的心态，才能
“横不攀、竖不比，认认真真做自己”，心
安理得做好事。

为自己“攒人品”，就是行善积德。饭
可以吃的很香，觉可以睡的很实，心可以
放的很安。你说，这样的人生，不是快乐的
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假如
这个世上，人人都“攒人品”，世界就会变
成爱的大家庭。

为自己“攒人品”
□一 沁

挺拔 挺拔 抬头仰望
一首歌凝固成了霞光
从江堤涌来
在波涛中茁壮
挥舞着恒古的渴望
将一个沉睡千年的梦想
唤醒成宽阔的方向

风变成了太阳
照耀在我的脸上
张开双臂 江水跳跃
衣袂飘飘 心旌摇荡
溅起的水珠变成了一缕淡伤
似曾相识 不该遗忘
目光早已延触屏到远方

立在桥上
听到了风在歌唱
轻轻抬起的脚步
落下擂鼓般的声响

从远古驶来的小舟
张开纠结着的千孔百疮
撒下期待，泠泠波光

远方的低岸上
铺满了金黄
一把镰刀 闪闪发亮
一路挥舞着
在风的呼喊中
跨越了桥栏
追随着奔跑的车辆
携上秋天的芳香

那个叫大禹的老人
抛出手中的拐杖
跌落成满地的风霜
彩虹将雷池填满
大桥被风拉得越来越长
倘若望江
———就在风中挺拔的桥上

风中的桥
□杨勤华

副 刊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