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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如筹码
■白开水
安可和小缘是青梅竹马。小
缘的父母是地质队员，她长年住
外婆家，和安可家一墙之隔。安
可第一次看到她，她穿着泡泡纱
的公主裙，皮肤雪白，眼睛又大又
黑。她抱着憨头憨脑的毛绒狗
熊，
倚在墙边静静地看安可玩水。
一起玩的时候，小缘完全没
有小淑女的模样。跳房子、搭积
木、玩泥巴、堆沙土，比安可还起
劲。有一回两人掉进水池，水池
其实很浅，站起来只到小腿处,小
缘却大哭，还呛了好几口水。安
可把小缘拉起,两人浑身湿淋淋
的像落汤鸡。
安可妈妈回来了，狠狠地骂
了 安 可 一 顿 ，赶 紧 给 他 们 换 衣
服。小缘外婆不在，她穿上安可
的衬衫外套，
肥肥大大的，哆嗦着
像只小鸟。安可妈妈把两人塞进
暖暖的被窝，烧红糖姜茶给他们
喝。两人像做了件开心事一样吃
吃地笑。
小缘后来考入了北方的一所
大学。安可毅然放弃考上的大
学，
复读一年，第二年如愿考入小
缘在读的大学。入学后，安可来
到小缘的寝室门口，小缘从里面
出来，依然是那样超凡脱俗。安
可走到她面前，轻轻地“嗨”了一
声,小缘看到他，
眼里闪现出比星
星还要明亮的光泽。
以后的日子，一切都如安可
梦想的那样，一起吃饭，学习，散
步。黄昏的校园湖畔，安可骑着
旧旧的脚踏车，小缘斜斜地坐在
脚踏车的前档，她的长发飘拂在
安可眼前，不时回头对他甜甜一
笑。安可则低下头吻她的发，吻
她的额头。入夜的湖畔长椅上，
无数次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都
相信，
毕业后走上红地毯，一定会

是他们唯一和最好的选择。
小缘先安可一年毕业，进入
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她的上司是
美国人，一见小缘惊为天人，
疯狂
地追求她。小缘父母得知美国人
追求小缘，不顾和安可家几十年
的世谊，鼓动小缘嫁给美国人。
小缘死死顶住家庭的重重压
力，希望安可毕业后找份工作，
然
后结婚。好不容易等到安可毕业
了，由于专业很偏，安可每天奔波
于人才市场、招聘会。小缘总是
塞钱给他，接过钱的那一刻，
安可
觉得很耻辱。但他不能没有钱。
那时他穷困潦倒，又担心小缘随
时离开他，心情坏到了极点。
安可开始涉足自己这辈子注
定要悔断肠的行为——赌博。有
一回安可发着高烧，还支撑着叫
来一帮人打牌，身边一个女牌友
还倚在他身上，嘻嘻哈哈地指点
着。小缘进来了，静静地看着。
安可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不动声
色。突然小缘一把掀掉牌桌，大
伙惊呆了。安可狠狠地给了她一
巴掌。小缘捂着脸，呆呆地看着
他，眼神空洞而苍凉。
那一瞬间，安可知道自己失
去了小缘，永远地失去了。那天
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小缘号啕大
哭地跑进无边无际的风雨里……
后来小缘和美国人结婚了，
住在洛杉矶，还生了一对黑发碧
眼的混血双胞胎，
有时安可从单位加班回来，
走过深夜的街巷，总会听到人家
搓麻将的声音。他会想起一首
歌：
“ 半夜二点多的街道，还这么
亮这么多人。对面赌博的洗牌
声，有三天都没有停……睡不着
觉，很想回去，回去几十年前快乐
的儿时……我想到很久以前很久
以前，夏天玩水的大河坝……”
这首歌叫《很久以前》。

“悍妇”小蓉
■李

敏

小
蓉是老家远
近闻名的“悍妇”。听说 她 进
门一个月就和公公吵架，把婆婆
骂得大气不敢出，和几个已经出
嫁的姑姐也闹得老死不相往来。
第一次在老家见到她，我实
在无法把听到的描述和眼前的她
联系起来。纤细的身材，白净的
皮肤，
眉眼也是细细的，颇有些江
南女子的味道。这样一个文弱女
子，
怎么也看不到泼辣的影子。
但是一开口，我感觉到她瘦
弱的身体里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说起话来像机关枪，噼里啪啦数
落公婆，数落老公，鸡毛蒜皮轮番
数落一遍，搞得全世界都跟她作
对一样。整整半个小时就听她一
人在说，没完没了。我信了，这确
实是个
“悍妇”
。
尽管口碑不好，但人们提起
她，
还是带有几分同情的，这不得
不提及她那个不成器的老公。
她老公是家里最小的，上面
有四个姐姐，从小被宠得不成样
子，
成年之后依然游手好闲，成了
远近有名的混混。两人结婚后，
小蓉生养孩子照顾家庭，老公却
什么也不做，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落到了小蓉肩上，有时还得靠年
迈的公婆打工接济。然而，公公
不久得了癌症撒手西去，婆婆跟
着他们又常遭受白眼，一次和儿
子发生口角后，气愤加绝望的婆
婆在寒冷的冬夜服毒自杀了。
这下夫妻俩彻底没依靠了，
老公只能外出打工，小蓉则在家

抚养两个孩子。现实生活把小
蓉生生逼成了一个能干的
女人。
她怀了第三胎，在
寒冬腊月，挺着大肚
子骑着一辆摩托
车，前面载着四岁
的老大，后面驮着
两岁的老二，在没
有任何人陪同的
情况下，独自去七
八里外的镇医院做
产前检查。
第一次听说这件
事情，我也是惊愕不已。
老公每每揶揄我没用时，总
把这个例子搬出来，都说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瞧瞧你们老家的那
个“悍妇”，怎么你就没有人家那
能耐呢？
是的，我承认她比大多数女
人能干，也明白了她为何会成为
人们眼中的“悍妇”——结婚前，
她也是一个温柔如水的女孩吧！
然而一切并没有朝好的方向
发展。她老公在外面好吃懒做，
还沾染了不少恶习，一年到头不
给他们母子一分钱。无奈之下，
小蓉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县城，在
一所中学当了一名生活老师，一
边赚钱一边带孩子，每个月靠微
薄工资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
所有人都劝她离婚，包括她
的父母，但她执意不肯，甚至不惜
和相劝者吵架。这个时候，她又
成了不可理喻的
“悍妇”
。
人们唏嘘不已——都到这个
地步了，为什么不肯离婚呢？
国庆节回老家，我又见到了
小蓉，她明显老了很多，人更瘦
了。见到我，她依然热情地打招
呼，手里牵着的那个最小的孩子，
瞪着一双黑黑的小眼睛怯怯地望
着我。我同她寒暄了几句，摸了
摸小孩子稚嫩的脸蛋，然后目送
他们远去。夕阳把一大一小两个
影子拉得长长的，傍晚的乡村一
片寂静，细细软软的炊烟袅袅升
起，一点一点飘散在深蓝色的天
空，如同我心底那声幽幽的叹息。
不知小蓉母子现在过得好不
好!

■胡仲光
这几天，手机上
的微信被刷爆了，一直“叮当”
“叮当”
响个不停。这是战友的声音，
是远方战友的呼唤啊！平时不爱看
微信的我，也像中了魔似的，时不时
地翻阅着手机。
四十多年，未曾见过一次面，也
没有任何信息，只有牵挂时时涌上心
头……未曾想现代科技把我们这些
阔别多年的老战友一个个找了回来，
出现在同一个微信平台上。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个个白发
两鬓、皱纹密布的头像，难道这就是
当年一起摸爬滚打、日夜思念的战
友？满心企盼，不免一声叹惜，时光
荏苒，岁月如梭，四十多年前的军营
生活毕竟离我们很远很远了……
晚上，年近八旬的老连长从家乡
打来电话，开口一声
“饭吃了没有”
的
问候，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满眶的

泪水直
打 转 ，这 久
违的声音似家兄，
像亲人。半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但话筒两
端谁也不愿搁下，说是有三天三夜说
不完的话，更有诉不完的情。他说，
当听到战友将要聚会的消息后，已经
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日日夜夜盼望
着这一天的到来，见面时握个手是不
够的，
还要狠狠地拥抱！
有老战友打来电话，我刚张开
嘴，电话那边就传来一声，说我还是
那股浓浓的江浙吴语、一成不变的老
腔调。是啊，这就是战友的声音，是
几年朝夕相处中所熟悉的声音，是永
远不会改变的老腔调。他说，这么多
年为什么杳无音讯？真是想死了！
其实，杳无音讯的何止是我，那个年
代，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和信息，部队
一别犹如人生永别。不是吗，四十多
年前分别的那一刻，堂堂七尺男子汉

也个个哭成泪人。
微信上有战友说，当年有一次把
我的名字写错了，闹了笑话，很对不
起我，向我道歉。虽然我已经不记得
此事，但战友的一番话似一股暖流直
往心里流，当年许多事情回忆起来，
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有位江西籍战友看到我，清晰地
回忆说，当年在
“漕河泾”
执行特别任
务期间，与我一起上台表演过节目，
说过相声，问我是否还记得。我回答
说，记得，记得很清楚！那时相声复
兴，有个讲述支援
“亚非拉”
的相声节
目十分火爆。有一次部队要举行联
欢晚会，我和他事先根据广播里播放
的相声反复学习，然后他操着江西老
表普通话，我操着浙江普通话，大着
胆子上台表演了……人的记忆真神
奇，许多事情往往过目就忘，而有的
事情会永远铭记在心。
许多战友还在群里晒出了我当
年的照片。我惊讶，一张张充满稚
气、但不失军人帅气的老照片，竟
然被他们保存得如此完好。战友们
说，老照片之所以不霉变，是因为
我们情深似海的战友情义没有变。
一句句无拘无束的话语，一声
声朴实无华的问候，像一份份浓浓
的情义和一个个美好的回忆，震撼
了我的心灵。尽管我们多年未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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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香润心头
■寒 碧

婚信物，不慕虚荣的阿华想到农民
挣钱不易，婉言谢绝了。但方姐请
下班时，
单位门卫处，
保安叫住
她去做客时，
她没有推辞。见面后，
阿华，递上一袋粽子说：
“ 又是那位
阿华主动到厨房帮忙干活，方家父
大姐送来的，粽子真香！你好口福
母越发喜欢这个知书达礼的城里姑
啊！”
阿华脑海里立即闪过一个熟悉
娘，
双方的陌生感很快消除了。
的人影，
肯定是方姐。果然，
手机短
次日午睡后，阿华发现家里很
信来了：
“ 这是我爸妈的一片心意，
静，只有方爸在。他那双粗大的手
粽叶是他们上山亲手摘的，豆子是
沾 满 了 糯 米 粉 ，正 在 笨 拙 地 包 汤
自家田里种的，
今天刚裹好煮熟，
他
圆。见她过来，像被人发现了秘密
们就催我早点送过来给你。”
似的，连忙说：
“ 你起来啦？汤圆马
阿华将粽子带回家，浓浓粽叶
上好吃了。”转身走向厨房，端出一
香和淡淡糯香弥漫在厨房里。她一
碗热腾腾的汤圆给她。阿华虽不
吃上这甜美可口的糯米粽，心里就
饿，
但盛情难却，
就舀了一个白嫩的
涌上一股暖意，往事慢慢在脑海里
汤圆咬下去，一股甜味顿时弥漫在
浮现。
口中。也许是临时想起来包的汤
那年春节，
阿华经人介绍，
与兵
圆，没馅子，由白糖充当，那浓烈的
哥哥方兄相了亲。28 岁的方兄对
甜味，
让阿华至今难忘……
青春靓丽的她一见钟情，满怀欣喜
临走时，方妈悄悄叮嘱阿华：
地回部队去了。不久，他父母托媒 “你要多来来，
你在，
他爸有多喜欢，
人传话，
要将一条金项链送给阿华，
连外面麻将都不去搓了。
”
方爸则企
并邀请她去做客。当时金项链是定
盼她跟他儿子说说，
平时多来信，
父

母想他。原来，方兄回部队时对送
行的人总是头也不回，这让惦记儿
子的方爸倍添离愁别绪。
然而，他们结亲的美好愿望被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碎了。阿华
因工作劳累，
一直低烧，
在当地医院
住院多日未查清病因。父母送她去
省城医院就医，医生认为她的病情
复杂，检查治疗时间较长。病中的
阿华想到自顾不暇，不能误了方兄
的终身大事，
长痛不如短痛，
就含泪
去信跟他分了手。对她的决定，方
家很难接受，
方妈、方兄先后来医院
挽留她，
但阿华仍狠下心回绝了。
之后，
方家为方兄另择亲事，
阿
华安心治病，
互不联络。一年后，
在
省城医生的精心治疗下，阿华终于
康复了。她想重拾旧缘，但方兄已
有了对象，也就断了念头。而立之
年，
她与一位高中同学结了婚。
可世事难料，有缘总会邂逅。
有一年端午，
阿华去婆家吃中饭，
突

面，但一旦说起话来，还是那么直
接，那么毫无拘束，就像当年训练
之余的嬉笑和打闹。这就是咱们军
人的风采，是永远珍藏在我们心
中、永世不变的战友之情。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经历一辈子
不后悔。
”一个人当兵的时间有长有
短，但每个人的当兵经历都是刻骨
铭心的。
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孩子，有的
丢下书包，有的放下手中活，来到
军营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
是战友们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们洗
衣、缝被等生活自理技能，是战友
们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写字、读
书、作文等文化基础知识，是战友
们肩并肩地教会了他们侦察、喷射
等杀敌本领，是部队把一个个懵懂
青年，锤炼成了热血男儿钢铁战士！
有人说，部队是一个大家庭，
战友们情同手足亲如一家；部队是
一所大学校，在这里学到了知识增
长了阅历；部队是一只大熔炉，锤
炼了意志学到了本领。我想，部队
生活更似一首歌，谱写了人生最美
丽的乐章；部队生活更像一幅画，
描绘了人生最美好的蓝图；部队生
活更如一首诗，让人生更加充满浪
漫和精彩！
当兵，是我人生不悔的选择！

然在楼梯口遇见了方妈。几年不
见，
老人拉着她的手可亲热了，
惊喜
之中冒出了泪花：
“我昨天在楼上阳
台就瞧见你了，
不敢确认，
今天看到
果然是你啊！”原来，方妈是给儿子
儿媳送粽子来的，方兄与阿华的婆
家竟同住一栋楼。两人在楼道里聊
了半天，
方妈想给阿华拿粽子，
阿华
说家里有，
这才依依惜别。
这次相见甚欢的重逢，却惹出
麻烦了。方妈回家跟儿子提起了阿
华的事，却让儿媳吃了醋。本来婆
媳之间就有隔阂，这下更引起了儿
媳的不满，
两人发生了争吵，
方妈气
得回了家。
后来，
方姐来找阿华办事，
阿华
才 知 道 了 此 事 ，心 里 有 点 过 意 不
去。
“这事不怪你，
我弟媳个性强，
又
出轨了，弟弟已跟她离了。我爸一
直记得你，
说你才是贤妻良母啊，
骂
我弟弟有眼无珠，
没有福气……”
听
到此言，阿华想起了那一颗颗热腾
腾、甜蜜蜜的汤圆，不由得鼻酸流
泪。
是缘分的牵绊，让阿华认识了
方家。她想，
自己跟方兄缘浅，
但与
方爸方妈和方姐却亲如一家，建立
了无法割舍的情感。每当方妈做粽
子或青团时，都有她的份。那普通
而独特的糯米团，让她享受了爱的
香甜，
吃出了永润心头的亲情。

家事写真

金花姨娘
■海 贝
金花姨娘如果还在世的话已年
近古稀，可惜她二十岁时就去世
了，我只在发黄的照片中看到过她。
我妈说，金花姨娘遗传了外公
白皙的肌肤和外婆俊俏的五官，虽
然穿着粗布衣衫，但看上去像是从
画里走出来的，尤其是一双黑葡萄
似的大眼睛，如一汪深潭，让人看
一眼就会沦陷。
解放初没有计划生育，外婆以
两年一个的速度，接连不断地生下
孩子，拥挤的小房子内，婴儿的啼
哭、孩童的尖叫此起彼伏。一家子
全靠外公在那个巴掌大的铜匠铺里
敲敲打打糊口。因此，尽管镇上的
学堂与外婆家只隔了一条小弄堂，
尽管金花姨娘每次听到学堂里传出
的琅琅书声总是一脸向往，可一看
到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母亲和嗷嗷待
哺的弟妹，她就只能告诫自己别做
上学的梦了。
就在金花姨娘对上学死心的时
候，外婆不知何事与别人起了口角，
那个肥胖的女人飞着唾沫星子，骂我
们全家都是一字不识横竖的“睁眼
瞎”。外婆无言反驳，回家流了一晚

上的泪。第二天她悄悄卖掉了祖传
的一对银手镯，把金花姨娘送进了学
堂。金花姨娘流着眼泪喃喃地说道，
娘，我一定会争气，一定会……
就这样，金花姨娘在十岁那年走
进了她梦寐以求的学堂。每天凌晨
三四点，她起床帮外婆生火、煮饭，再
挨个给弟妹把尿、穿衣，直到学堂的
上课钟声
“当当当”
地敲响，才匆匆挎
上书包，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教
室。有时爹娘有事，还得抱着弟弟或
妹妹一起上学。放学后，又以百米冲
刺的速度跑回家干活。无论忙什么，
金花都会在裤腰里插上一本书，见缝
插针地看上几页。
好学勤奋再加上天资聪颖，金花
姨娘进步飞速，写文章、打算盘样样
在行，每次考试名列前茅，学期结束
还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她原想再多
攒些钱去赎回银镯子，外婆却连声说
不用了，拿着这笔钱去买了米和肉。
全家人难得吃了顿有红烧肉的饱饭，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嘴上泛着
喜悦的油光。
“ 金花这孩子有出息！
咱家日子有奔头……”外婆逢人就
说，欢喜得合不拢嘴，连出门走路都
比从前昂首挺胸了。
十八岁的金花姨娘以全县第一

的成绩考进了省师范
学院。她将学校里每
月发放的粮票补助
积攒下来捎回家，获
得的奖学金也一分
不落地交给了外婆，
课余时间还外出打
零工。她省吃俭用，
自己却好几次饿晕在
了 课 堂 上 ，她 要 通 过
自己的努力让全家人
不再挨饿，让弟妹都能
上学。可饥饿与劳累正
一点点掏空她年轻的身
体。
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外
婆家的大门被一阵急促的敲门
声叩响，虚弱得几乎无法站立的金
花姨娘被送回了家。此后的半年多
时间，从外婆家传出来的咳嗽声一天
比一天厉害。直至有一天，邻居突然
听到外婆一声尖叫，接着哭声一片。
有人冲进去，看到金花姨娘苍白的脸
上双目紧闭，她两手按着胸口在拼命
喘气，
床前咯着一大摊鲜红的血。
外婆边抹眼泪边紧紧搂住金花
姨娘，生怕她飞走似的。外婆说，砸
锅卖铁，也要治好金花的病。弟弟妹

一
个
个拉
着 大
姐的衣
角 ，哭 哭 啼
啼地求她去看
病。可金花姨娘
妹 们 也 坚决不同意，只愿意喝些
土郎中抓的汤药。她不停地咳喘，不
停地念叨，这病是个无底洞……别浪
费钱……弟弟妹妹要紧……最终在
家人的痛哭声和邻里的叹息声中，二
十岁的金花姨娘带着无尽的牵挂去
了另一个世界。妈妈说，这么多年过
去了，家人从没停止过对金花姨娘的
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