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七夕节，社区要为结婚30周
年以上的老同志拍婚纱照，我荣幸地被
选上了。细算来，我和妻子一起走过了
整整40年。在这40年里，我和妻子经
历过许多酸甜苦辣，而让我觉得最大的
遗憾就是欠妻子一个像样的婚礼。

1982年的4月17日，星期六。在
这天下班后，我委托了几位好朋友搭乘
厂里的班车，去迎接我的新娘。一阵鞭
炮声，我的新娘带着她那简单的嫁妆在
朋友的簇拥下来到了我的家。朋友们
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就各自回家了，我们
在平静中度过了新婚第一夜。

妻子1975年 11月招工来到铜陵
有色机械总厂，之前有
过 18 个月的知青生
活。她在车间当了半
年的工人后调到厂办
公室当上了一名机要
员，同时兼顾全厂的报
刊杂志分发。因经常
从她手里取回我订阅

的杂志，一来二去慢慢地就熟悉起来。
当时有好心人开始撮合我俩，我想她是
机关的，我是小工人，她能看上我吗？

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她突然提出要
到我家看看，这让我既兴奋又忐忑。我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妹妹跟着外婆
过，家里只有父亲、弟弟和我，弟弟还被
病魔缠身，家里显得很凌乱。她来后看
着现状和尴尬的我摇了摇头收拾起来，
我忙着做了几个菜，邀请她和我一家人
一起吃。看着简单的午饭，她笑着说你
还会做饭。自此以后，她隔三差五地来
我家帮助做些家务，我们家也有了点生
活气息。妹妹和弟弟也是看在眼里喜在
心上。父亲虽然很喜欢但看她那瘦弱的
身体担心地说，不知道能否承担繁重的
家务？我说她在农村都当了一年多的
知青，家务活一定能干得了。

婚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
们婚后不久妹妹也出嫁了，大部分的家
务活都给妻子包揽了。记得刚结婚的
那年冬天，多日阴霾终于放晴，已有7

个多月身孕的妻子，把家里的棉被全拆
了清洗。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洗衣机，她
穿着我的大胶靴在大盆里用劲地踩着，
父亲见状赶紧叫她停下来。她说没事，
说有我帮忙。即使两年后我们从家里
搬出来，妻子还是经常去父亲那里帮助
洗洗涮涮。

1987年10月，父亲被查出得了肺
癌，这让我难以接受。妻子一边安慰
我，一边通过朋友联系去外地给父亲治
病事宜，同时结合自己在卫生所学到的
知识，护理父亲的病情。在妻子的努力
下，终于联系到上海一家医院的肿瘤专
家。然而父亲的肿瘤已是晚期，专家也
是无力回天。经过8个月的煎熬，父亲
还是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后，患有癫痫病的弟弟就
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这时也调到铜陵
有色公司电视台工作，离家较远，照顾
弟弟和儿子的重担就落在妻子的肩
上。特别是弟弟的病随时随地都可能
复发，病一复发就神志不清，大小便失

禁，得知消息后的妻子立即赶到现场把
弟弟弄回家，清理完创伤又将脏衣服清
洗干净。有时我问妻子后不后悔跟了
我，她说既然选择了我就没得后悔，只
要我能安安心心地工作，平平安安地回
家就心满意足了。我的邻居也都纷纷
夸奖道，你娶了一个好老婆！

妻子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我感觉
不到，而在我两次重病期间却让我难以
忘怀。一次是脚踝粉碎性骨折，另一次
是脑梗。脑梗的头几天我处在昏迷之
中，她不离左右，用尽护士的技能。我
的静脉滴注不容易进行，护士注射时要
扎多次才找准静脉，看到这里，妻子就
心疼地从护士那里接过注射器……

风雨四十载，我深深地感到“妻子”
意味着什么。她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却是最爱你的人，是陪你同甘共苦不离
不弃的人，是给了你一个完整家的人，是
即使你一无所有还在盼你回家的人。

我想给妻子补办一场婚礼，这是我
一直的梦想……

□陆光华

欠妻子一个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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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牛津大学在全球选出两
位荣誉院士，一位是西班牙王后，另一
位是中国学者杨绛。103岁的杨绛接
到第二次来函后，再次婉谢。读了一
辈子书的她给牛津大学的复函依然是
读书：“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
有一点点进步，过好每一天。荣誉、地
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
外之物；所以很抱歉，虽然我非常感谢
你们的深情厚谊，我仍不得不辞谢贵
院授予我荣誉院士的荣誉，敬求你们
原谅和理解。”

读书能读到这种境界，我辈望尘
莫及。

今年的中秋节前，我到寿县故地
重游。多年的老习惯，到一处地方先
进新华书店溜达一趟。古城的书店七
十年来没挪位子，还在十字街口老地
方，只是小瓦房变成了楼房。走进大
门，是黄金饰品柜台。书店在二楼，楼
上面积不大，却也十分整洁。再细看
书架，图书博而不杂，品位不俗，不乏
亮眼的著作。有本《西域探险记》是英
国籍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的著作。斯坦
因曾经四次窜入我国西北地区，盗掘
200多箱文物。他是染指敦煌莫高窟
藏经洞第一个外国人，藏经洞秘藏
1500 年间的历史文献文物达五万余
件。斯坦因之后又有外国闯入者盗
运。敦煌莫高窟我去过两次，面对空
空的藏经洞，我一直想看盗贼自己怎
么说的。今天意外见到书了，看定价
88元，不便宜。店员说新华书店会员
卡八五折。这个我有，我谢他提醒。
结完账，他把书递过来说：“斯坦因的
名声不好，从前看不到他写的书，都是
别人写他的。”我回应道：“现在有个说
法，说清政府太腐败，保护不了文物。
斯坦因盗掘，客观上起到保护作用，所
以开始出版他写的书了。”孰料他突然
激动起来：“那是胡扯！不是那个理，

东西是我家的，放在那里，你搞走就是
盗抢。”我喜欢这位懂书的店员。

从古城回到合肥，顺便逛了合肥
图书城，又遇意外。意外获得《永乐大
典·安徽方志研究》和《戴世璜自传》。
前者记载有我们不了解的铜陵典故,
后者写有安庆百年间的奇闻轶事。

永乐大典收录的南宋《秋浦新志》
里，有铜陵主簿刘道纯离任时黄庭坚
的赠诗：“五松山下古铜官，邑居褊小
水府宽。民安蒲鱼少嚚讼，簿领未减
一丘盘。”对照《全宋诗》，一字不差。
于我而言是新发现，之前不知道黄庭
坚这首描写铜陵的诗作。我们熟悉的

《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是李白描写铜
陵的重要诗歌。但是，在永乐大典里
这首诗题作《答常赞府》。赠诗对象是
南陵县常副县长，跟杜秀才没有关
系。诗作既然出自永乐大典，那么它
的 来 源 必 然 早 于 1408 年（永 乐 六
年）。常识告诉我们，时代越早就越有
可能贴近真实。这个接近李白“原版”
的出现，在我心里闹了个小“地震”，震
倒了600年来先贤们辛辛苦苦的释读
和批注！震倒之后重新梳理，有些疑
问也许能够得到解答。诗中写道：“闻
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试
想，一方节度使高官怎么可能为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杜秀才，把鞋子都穿反
了（诗人的夸张，表示重视），只有诗坛
大腕常建才会得到这样的礼遇。当
然，说的这些都只能算作文学猜想，结
论还须学者们去研究。

英文版《戴世璜自传》，于近年获
得翻译出版。作者哈里·B·泰勒的中
文名字叫戴世璜，是美国教会派到中
国来的医生，在安庆同仁医院工作。
从1905年到1951年，他在中国经历了
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他到安庆的第三

年，就发生了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
铭事件。事发当天，巡抚衙门请他去
救治，恩铭见到他时还能说话，指着胸
骨下端对他说：“子弹在此，取出来。”
手术时，戴世璜发现恩铭的肝被子弹
击穿，他缝合伤口止住流血，手术没结
束恩铭便死了。他亲历的第二桩事也
是安徽近代史上的奇闻。安徽巡抚朱
家宝辛亥革命后投靠袁世凯，转身变
成安徽都督。不久安庆城里发生兵
变，朱家宝跑到同仁医院寻求帮助
逃命。此时城门已经被乱兵把守，戴
世璜带人掩护朱家宝爬上城墙，以绳
索缒到城外，搭小船划到江心，爬上
停在江心的日本轮船逃走。其亡命
过程既惊险又刺激。1921年，学生姜
高琦参加游行示威被军警刺中胸口，
戴世璜亲手救治，终于未能救活（安
庆高琦小学即以此学生命名）。这些
历史细节别人不了解、正史里没有，
加上戴氏只说不加评议的风格，给人
以客观与可信。他刚到安庆时，市郊
乡民把打死的老虎肉拿到街市售卖，
一市斤要二个多美元。记下了百年
前安庆地区有老虎出没的信息。他
每次出远门或者归来，中国同事有为
他燃放鞭炮的习俗。他在九江看舞
龙灯，村民不让拍照，怕得罪神灵。
在芜湖想给农妇照相，遭到激烈反
对，说对怀孕在身的孩子不利。读者
跟随戴氏漫步在百年的历史节点上，
增长了“百岁”见识。

在图书城进门处有新书排名榜，钱
钟书《围城》赫然在列，创下了数十年

“老书”常新的奇迹。杨绛90岁的时候，
把她和丈夫钱钟书的稿费及版税捐赠
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好读书，书里乾坤大；读好书，文
章日月长。

□朱益华

书里乾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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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如愿考取
了市第一中学读书，这些日子正在进
行军训。儿子告诉我，军训对于他来
说已经不觉得累了。

是呀，这得益于儿子暑假期间打
工的磨炼。中考结束的那天，我们犒
劳儿子烧了一桌他爱吃的饭菜，儿子
吃得津津有味，在吞下一口饭菜时，
儿子用神秘的口气对我们说：“爸，
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我疑惑不解地瞧瞧他，问道：“说
说看，啥事？是不是想出去旅游。”

“俗，现在疫情期间，我可不想不
小心就被隔离。”接着，儿子一本正经
地说道：“我想跟舅舅学着做婚庆场景
布置，但前提是，我可不是无偿劳动。”

我停下碗筷，和他爸对视了一
眼，很惊讶地看着他，儿子从小因为
早产体质不好，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就
特别宠惯着他，虽然也知这种娇生惯
养的方式不好，但只好如此。

今天，听到儿子这般想法，我和
他爸都暗自欢喜。他舅舅在市区经
常会承接市和县的一些婚庆场景布
置，挣一点辛苦钱补贴家用。

我笑着点头，道：“可以啊，前提
是不要耽误学业，我会和你舅舅说，
让他付给你工资。”

说干就干。第二天正巧是双休，
他舅舅接到去某县城的场景布置任
务，须提前一天赶过去通宵搭建，不
能耽误第二天婚礼。

在婚庆酒店，他舅舅带领其他人
员爬高上梯，拼焊架，铺喷绘，挂铁丝
网，吊舞台顶。儿子因为是第一次接
触，舅舅心疼他，只让他干些搬运、挂
珠子之类的轻活。虽是搬运，但满满
一货车的货品，也足够几个劳力搬运
一个多小时了。酒店的婚礼大厅在五
楼，有些货品太长太宽，无法走电梯，
需要人工搬运，7月的天气酷热难
当，酒店里没有开空调，气温达到了四
十多度，不干活都汗流浃背，更何况来
回上下搬运，儿子一改往日的懒散，主
动搬运重的货品，没有干活经验的他，
抱着几根两米长、重约五十斤的焊架，
在楼梯拐弯处，怎么也上不去，只好一
根根送上去再接着重来，汗水顺着脸
颊不停地滴下，小脸因吃力涨得通红，
脚下的汗迹印在楼梯的台阶上，舅舅
递上矿泉水说道：“小子，这苦可吃得
下？来，喝口水。”我想这其中辛苦的
滋味，只有经历了的人才有感受。

儿子稚嫩的双手磨出了血泡，脸
上因擦汗而留下的黑一道白一道的印
迹，透湿的短袖褂子紧紧黏在身上，他
舅舅心疼他，让他歇会儿，儿子却不服
输地说：“我行，舅舅，我没事。”

物件搬运后已经是深夜十二点
多了，又进行场景布置，如此还需要
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随着夜越来
越深，从没吃过苦的儿子，渐渐有点
哈欠连天了，但倔强的儿子只在椅子
上小憩片刻，便又重新投入到忙碌
中，直到黎明婚庆场景布置才完成，
所有搭建人员都一身疲惫，此时，儿
子似有感悟地对他舅舅道：“舅舅，想
不到你平时这么辛苦。”

“小子，这才是开始，等明天的婚礼
结束，我们还要拆除这所有的布置装货
回家，你可行？”他舅打了个哈欠道。

“行，你们行，我就行，我能坚
持。”儿子的倔犟在这一刻是那么的
让人欣慰。

第二天回到家时已是傍晚，看着
儿子那憔悴清瘦的面孔，我心疼地问
儿子，“苦吗？下次还去吗？”

儿子坚定地回答：“去，当然去。”望
着儿子懂事的面容，我们欣慰地笑了。

□荣 丽

儿子打工记

1965年3月，我还在
新疆大学工作，被抽调到
社教工作队，一行9人进
驻乌鲁木齐市郊区西山
农场蹲点。队长是一位
老八路，自称“大老粗”，
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公安厅党委领导成员兼
办公室主任，大名李世

峰。他是一位山东大汉，稀疏的短发
略显花白，国字脸上五官端正，棱角分
明，不苟言笑，不失威严。在他的领导
下工作，我觉得心里踏实。

社教工作强调“三同”，队员要和
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被分配
到牧业队回民马师傅家食宿。白天，
到队里学习铡草喂牛，放牧羊群；夜
晚，帮助马家两个小男孩读书识字，尔
后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工余时间，则
登门走访，搞调查研究。两个星期一
晃而过，第一次到场部汇报。李队长
办公室设在农场接待室，里间有一张
木床，外间有一桌一椅，靠墙添了几个
方凳。我坐在凳子上，忍不住在身上
这里抓抓，那里挠挠，时不时还扭动扭
动一下身躯。队长忽然问我：“怎么
了？”我阅读过有关经验介绍，便活学
活用答道：“生了光荣虫！”队长追问

“什么光荣虫？”我觉察到声调不对，小
声说：“虱子。”不料不苟言笑的队长嘴
角竟露出一丝坏笑：“嗨！还是你们知
识分子有水平，给虱子都取了美名。
生了虱子还光荣？不信你们试试，你
不清洗干净，看你老婆让不让你上
床！”他顿了顿，立马严肃起来：“其实，
你们难道不清楚，发动群众性爱国卫
生运动干什么？生了虱子事小，要是
得了伤寒、猩红热等烈性传染病那可
就是天大的事啊！”接着，他深深地叹
了一口气：“我知道，我要是下去蹲点，
也可能生虱子。但是，你们应该带头讲
究卫生，有责任搞好宣传工作嘛。好
了，我讲得有点过火了。我已和场办联
系过了，下午开放浴室，你们痛痛快快
洗个热水澡再归队。”我静静地听着，这
哪像“大老粗”，字字珠玑啊！

第二次到场部汇报，队长李世峰
点名要我先讲。我小心翼翼地反映一
个问题：牧业队有一户维吾尔族牧民，
男主人叫阿不来提，女主人叫热海亚，
结婚10多年没有生儿育女，去年抱养
一个汉族弃婴，视若掌上明珠，如今已
能咿呀学语、手舞足蹈，前些天一失
手，摔碎了一只小花碗，夫妻俩逢人便
夸：“我们的儿子长大了，能把碗打碎
了。”我买几个棒棒糖和一包饼干登门
看望，才知道孩子上户口遇到了难题，
名字也还没有取好。大家汇报结束，
李队长把我留下，随即拨通公安厅办
公室电话，请专职司机代他购买一套
儿童搪瓷餐具，一套两岁男孩童装，一
盒精装奶油糖果和两包饼干，下午3点
前开一辆吉普车过来。场长和场办主
任闻讯，立马赶到阿不来提家迎候。

阿不来提两口子看见大领导带来这么
多好礼物给小宝贝，激动得手足无
措。李队长摸摸孩子小脸蛋，开门见
山地说：“民族团结，亲如一家，你们俩
口子亚克西。孩子户口没问题，下星
期请场办主任带你们到西山派出所为
儿子落户，这是一个好典型嘛，请放
心！至于孩子姓名，就叫阿维汉怎么
样？维吾尔族、汉族一家亲嘛！算是
给我一个面子吧！”大家会心一笑，瞅
瞅当事人。瞬间，阿不来提一拍大腿，
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点头：“亚克
西！亚克西！”这件事，一时传为美
谈。我心悦诚服，这哪是“大老粗”，文
武双全啊！

“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听阿
不来提说，队里准备宰一只自留羊送
给工作队，以聊表谢意。按照多年惯
例，每年过肉孜节队里才宰羊，也会送
一些羊肉给老革命场长和科室领导，
共同欢度少数民族佳节。“五一”节宰
羊，已取得场领导同意，牧民们都很高
兴。我和牧业队长及几位维吾尔族人
谈心，意欲阻止破例，工作做不通，赶
紧向李队长汇报。李队长立即请来场
办主任，表明领导干部不能多吃多占，
更不能吃拿卡要。这是工作队的大
忌。请主任和我去向牧业队长和全队
牧民转达他的意见，并致以深深的谢
意！队长和牧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
场领导也引以为戒。自此，场长以身
作则，带头整改，场队两级领导迅速掀
起改进工作作风、端正思想作风的热
潮。这哪是“大老粗”，足智多谋啊！

“五一”节轮流放假，李队长留下
我和驻园艺队的阿苇滩军用机场地勤
干部小邓值班，要我们中午到场部聚
餐。我和小邓准时到场部食堂用饭菜
票各自打了一份节日饭菜，端到李队
长办公室，赫然看到一位中年女干部
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李队长介绍：“这
是我的老伴，也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
老兵，平时家里离不开她，今天乘早班
公交车到西山煤矿下车，步行两小时
刚到这里不久，看看我这铁拐李，也顺
便看看西山农场，和你们一起过节
嘛。”队长夫人打开多层提盒，摆上油
炸带鱼、咸水鸭、甜面酱和山东煎饼，
又从提兜里拿出好几根大葱。队长则
钻到里间木床下，摸出一瓶白酒，笑嘻
嘻地往椅上一坐，斟满四小杯，要我们
共同干杯，感谢我们支持他的工作。
李夫人触景生情，怜惜老头子身经百
战，九死一生，浑身都是伤疤，左腿骨
有两块弹片至今无法取出，走路一瘸
一拐的，有时晚上痛得睡不着，便悄悄
地到厨房就点萝卜干喝几口廉价白
酒，我不放心才来看看他。李队长几
杯好酒下肚，也动情地卷起左腿裤管，
欲言又止。我这才看到，其左腿肌肉
严重萎缩，只剩下皮包骨头，难怪他走
路一脚高一脚低的。这次小聚，与其
是喝了好酒、吃了好菜，其实是上了一
堂终身不忘的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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