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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

信息科 赵圆

他们都说，父亲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这

辈子来延续上辈子未了的情缘。 父亲是我来

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接触的男人， 也是我生

命中最重要的第一个男人。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跟我一样： 有时候

越是喜欢、越是在乎的人或事，就越不敢轻

易去谈及他们,� 更不敢轻易执笔写下关于

他的一切。就好比我的父亲，我害怕我那拙

劣而又孱弱的文笔亵渎了我心中他那伟岸

的形象， 我害怕我那幼稚的文字无法表达

我对父亲的爱， 我害怕我那贫匮的语言无

法诠释出父亲的坚强善良，勤劳质朴。

依 恋

母亲是一名医生，周末时常加班，加之工

作单位离家特别远， 照顾我的责任大部分落

在父亲的肩上。 那时的我特别依恋父亲，喜

欢拉着父亲的手跟在他身后； 喜欢骑在父亲

的肩膀上摆弄他的耳朵和头发； 喜欢蹭着父

亲满是胡茬的下颌在他怀里撒娇。 只要条件

允许，每次出差父亲都会带上我，也就是那时

养成的习性，从小我就不怕见陌生人，一个人

可以自娱自乐一整天。 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说

的环境造就一个人。

记忆里还有这样一个场景， 我背着小

书包，坐在凤凰牌自行车宽大的后座上，双

手搂着父亲的腰， 用脸贴在父亲宽广结实

的后背上，迎着微风，跟父亲絮絮叨叨，让

他下班一定要早点来接我。 记忆中去幼儿

班的路上有一条很长的斜坡， 父亲骑的飞

快，我荡着小腿，享受着飞起来的快感。 自

行车停到一片平地， 父亲抱起我径直走向

早餐摊上的老位置，两碗豆浆加三根油条，

我半根，父亲两根半，他熟练的将半根油条

撕成一段一段塞进我面前的豆浆里， 我兴

奋的拿起桌上的筷子享受眼前的美食，印

象中油条入口即化，豆浆很甜，这种甜一直

穿透近 20 年的回忆，直到现在，我想这是

我这辈子最爱的早餐，没有之一。

因为依恋，紧随父亲身旁，享受生活。

敬 畏

上小学起，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就不

多了，他大多的时间都在他的工作里，而在家

的日子少得可怜，父亲也不苟言笑了，不像以

前那般与我嬉戏，时刻都是紧绷的脸、严肃的

表情。面对我进进退退的成绩，父亲永远是面

无表情和沉默的， 这种距离感的产生直到后

来转化为莫名的抵触情绪。

父亲是名老党员， 或许上辈受党的教育

和我们有所不同， 那些伟大的思想在我父亲

的身上表现的淋淋尽致，他不会趋炎附势、随

波逐流，什么事情到了他那里都要讲原则，是

个很倔强、很有个性的人，在他那个年代中专

毕业已经算是很有文化的了。 一个从农村出

来不善言谈又固执似牛的大男孩通过自己的

努力仅用 20 年的时间就被评为教授级的高级

工程师，成为市里首批高级人才中较年轻的一

位。 我想这源于父亲做事的态度，他做事很认

真，有自己特定的标准，凡事一旦敲定便会一

丝不苟，这一点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学

校期间，同学们都说从来没见过一个学生会主

席如此拼命，我不是拼命，我只是喜欢把每一

件事都做到极致，这一点像极了父亲。

因为敬畏，深受父亲影响，做事拼命。

愧 疚

小时候总是以为父亲不会老，拥有超人般

无穷无尽的力量，可在不知不觉中，岁月在父

亲身上刻下了它的痕迹，斑白的双鬓，压弯的

腰板，我才猛然间发现：我长一岁，他便老一

岁。

毕业工作两年了，我始终长不大，不管走到

哪还是缩在高墙之后， 遇到问题还是习惯性向

父亲求助， 即使每次我哥都训斥我长不大总找

父亲帮忙，但我始终不愿改变，幼稚的以为只要

我一直依赖着，父亲便不会老去，然而在我内心

深处每多一份索取，便多一份愧疚。 我时常想，

我应该是懂我父亲的， 懂他每个夜晚在电脑前

的孤独，懂他恨铁不成钢的失落，懂他默默付出

的深情， 亦如他爱我一般， 将这份理解藏在心

底，视如珍宝。

因为愧疚，离开父亲庇佑，砥砺前行。

父亲，您若不老，岁月静好。

未曾缺失的

母爱

□

院办 邓丽云

周末的清晨，一觉醒来，睡眼朦胧的打

开窗帘， 发现前几天堆积的未洗衣服已经

洗好整齐的晾在阳台。 姨娘正弯着腰清理

着阳台的杂物，心中一阵暖流流淌……

母亲有三姐弟， 姨娘和母亲的感情甚

好。 在工业改革的七八十年代，有份工作，

有个居民户口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 母亲

和舅舅都有工作，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姨

娘毅然的留在了农村， 留在了外公外婆身

边，成了家里唯一的农村户口。 那时候，因

为母亲要上班，而我又不愿意上幼儿园。 所

以我四、 五岁的时光都是跟随着姨娘度过

的。 每天早上，母亲上班，把我送到外婆家，

晚上下班了再把我接回去。 那段时光是快

乐、单纯、美好的，连回忆都是阳光的味道，

干而不燥。 每天跟着姨娘，我自然成了她的

“小尾巴”。 跟着姨娘洗衣、做饭、赶集，去临

近的村子听戏， 看电影……走累了就让姨

娘抱着。 春天，我跟着姨娘和外婆下地，她

们忙农活， 我在地头上跑来跑去追蝴蝶采

野花。 采的最多的是那种毛茸茸的狗尾巴

草， 然后让姨娘给我做一个大大的狗尾巴

草花环戴在头上；夏天，跟着姨娘去河边洗

衣服。 那时的河水清而见底，我卷起裤脚光

着脚丫站在水里看鱼，姨娘蹲在河边，手中

拿着棒槌敲击着衣服， 顿时水花四溅；秋

天，跟着姨娘去屋后采摘栗子。 由于成熟的

栗子树都长得非常高大， 采摘时姨娘费力

地爬上树后， 用长竹竿把满树的栗子刺苞

敲落，而我原本是躲得远远的，等板栗一掉

落就跑上前， 用火钳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个

刺苞夹进筐里。 剥开层层的刺，放入嘴里嚼

着，脆脆的，那是我吃过最美味的味道；冬

天，我喜欢吃屋檐下晶莹剔透的冰凌，常常

央求姨娘拿着木棒去敲打。 然后我拿着帽

子或者棉衣在屋檐下接着， 免得掉到地上

摔碎了。 后来再长大一点，我就被母亲接回

城里上学了，但每当周末或者暑假，我都喜

欢去外婆家找姨娘，亲热的和她说会话，然

后再跟着她后面洗衣、做饭、干家务……

这么多年来，姨娘还是那么的勤劳，从

年轻到现在，干活总是那么的麻利，那么肯

吃苦。 现在的她还在县城的一家玩具厂当

一名总管，虽说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从入货

到出货，小到零件的放置她都亲力亲为，记

得清清楚楚。 姨娘对我们总是那么的好，母

亲从住院到去世的半年时间里， 都是她陪

伴着母亲，放弃自己的工作，舍弃自己的家

庭。 母亲去世后，她给我的爱就更多了。 记

得我生老大、老二的时候，姨娘都请了一个

月的长假来照顾我月子。 这一个月里，孩子

都跟着她睡觉， 半夜娃娃要吃奶了她才悄

悄地叫醒我；每次因为家中有事没人带娃，

她总是随叫随到，帮我照看孩子；空闲的时

候来我家玩，也总是早早起床帮我洗衣服，

打扫卫生，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

其实姨娘和母亲长得很像， 同样的酒

窝，同样清澈的大眼睛，同样爽朗的笑声。

这几年，姨娘也渐渐的老了，原本乌黑的头

发也夹杂着银发了， 看着她我常常怀念儿

时当“小尾巴”的时光。 时光是河，它不停歇

的流淌，带走我们许多美好的东西。 生命中

有一个待我如女的姨娘真好， 让我一直未

缺失过母爱。 我也希望做了外婆的姨娘，能

够停下在田间、工厂忙碌了大半生的脚步，

让我和妹妹也好好的孝顺您， 让您静享含

诒弄孙的幸福。

驮在自行车背的幸福时光

□

院办 艾叶

因了那三年，那三年幸福的时光，对自行

车，尤是那种高高大大、墨绿色的邮政局专用

自行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准确的说，那三年幸福的时光，是八十年

代初期我小学二到四年级这三年。 那是我每

每听到、想到“幸福”这个词，就会浮现脑海的

一段时光。

幸福，其实和牛奶面包关联并不多。 那三

年，和多数家庭一样，我们也一样缺衣少食，照

片上的我，穿的毛衣是各色拼接的，能忆及的，

也只有苹果和香蕉的香甜。 可是，那三年，那

些驮在自行车背的时光，每每回味，每每沉醉。

我沉醉，朝阳里，和弟弟，一前一后坐在

爸爸高高大大的自行车上，在妈妈每日“慢慢

骑”的嘱咐声中，一路叽喳去上学。 清脆的铃

声是最动听的音乐。若是爸爸那天特别开心，

他会边骑车边吹口哨，河堤两旁的芦苇，会随

着爸爸的口哨跳舞。

我记得，每每遇到对向有车子（基本都是

拖拉机），爸爸便会一脚撑地停下车，一再交

待坐在后座的我：把腿收进来，不要翘出去。

交错而过重新上路时，爸爸又会交待：把脚翘

出来， 别夹到车轮里了。 三年满满的爱的交

待，溢满我小小的心田，直到现在。

我喜欢，放学的路上，和弟弟，一前一后

坐在爸爸高高大大的自行车上， 争着让爸爸

猜，我们当天教了什么歌、画了什么画。 爸爸

每次都能“猜中”，还能唱出我们当天教的歌

（这是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的一件事， 难道，

爸爸每天都到学校偷偷看我们学习？）。 天边

的晚霞，田野的稻香，暮色中一路的铃声、歌

声、笑声，是童年最甜蜜的滋味。

我感谢，在那贫穷的年代，爸爸偶尔会出其

不意地买一听可口可乐（瞒着妈妈），让我和弟

弟享受一下“奢侈”的滋味，那些坐在自行车背

上喝可口可乐的时光，是飞翔的时光；我感谢，

在我每每向他撒娇要零花钱时，爸爸从不责备，

永远都是微笑着说：好的，只是，要等爸爸攒钱

把印钞机买来先哈。 让小小的我，坐在自行车背

上，一路想像印钞机究竟长得什么样？

我感恩，那辆高高大大的自行车背驮着的

那些幸福时光， 给我和弟弟， 带来一个不知

“穷”滋味的幸福童年。

随着五年级住校生活的到来，我从此告别

坐着自行车上下学的时光。

而那些驮在自行车背的幸福，随着时间的

流逝，却愈发浓厚、醇香。 直至今日忆起，依旧

沉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