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后子

汽修厂的小赵，是我经常搭车的主。他个子不
高，全身肌肉结实，一张娃娃脸上总是带着笑意，头
发总是往一边梳着，一副自信潇洒的模样。坐在车
上，我们无话不拉，问到年龄，当他吐出“34”这个数
字时，我心头一颤！

1962年，我的父亲，当年已有了五个孩子的父
亲，告别城市回到章丘老家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年龄
呀！虽没人给我讲过，但一闭眼就能想象出父母弃
城返乡的场景。年长父亲两岁的母亲怀抱着还不到
半岁的我，手里牵着三姐、大姐、二姐，哥哥跟在父
母的后面，背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人从那挤爆的绿
皮火车里出来，看到的是家乡一片茫茫的大地，心
里存着一点憧憬和炽热——— 可这份憧憬和炽热很
快就被荒草野坡的残酷现实击打得粉碎！母亲不止
一次地讲过，有着家庭绝对权威的父亲是背着她辞
去公职返乡的。因为父亲正处在意气风发的年龄，
对未来充满信心，听信了老家去青岛办事的几个老
少爷们的忽悠而怦然心动。可一旦回到乡村，所有
的理想灰飞烟灭，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泥
潭，家里穷得几乎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

回到村里的第三个年头，家里又添了弟弟，本
已破落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在我幼时的记忆里，
家里的房子是分几年垒起的，先是砌起地基，后是
囤积土坯砖石木料，再是靠老少爷们帮忙完成主
体，主体盖起三年后才安上门窗。农村衡量贫穷或
殷实，只需看看你家房子优劣或者说房子上砖瓦的
保有量就知道了。而我家的房子从上到下没有块砖
片瓦，几乎全是用土坯和麦秸摞起来的，且几年安
不上门窗。每到冬天，总是用几块塑料布把伤疤般
的门窗遮了又遮，挡了又挡。尽管这样，寒风还是无
情地灌入，室外多冷，室内就多冷，水缸里的水总是
结着一层冰。冬天的早晨，母亲摸黑起来为一家人
做饭时，先得用菜刀把水缸里的冰击碎，才能取出
水来。母亲讲，这房子不盖不行，哥哥姐姐们都大
了，跟父亲挤在一起，实在是说不过去。

印象中，盖房前后，父亲满面愁容，沟壑纵横的
脸上阴云不散，头发又稀又白，牙也掉了多半，年纪
不到四十岁却是一脸的沧桑。搬进新房的父亲，总
习惯双脚圪蹴在那把陈旧的椅子上，抽着旱烟，两
眼发呆，嘴里不时发出一声声长嘘短叹，瘦弱的身
体隐在那木椅里显得有些空荡，所以乡人们就送给
他一个绰号——— 烧鸡。他瘦弱的身体与繁重的农事
看上去既不协调也不匹配，每次下地回来，累得一
句话都不愿说，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会在床上躺
一会或狠狠地吸上一袋烟才吃饭。好在略通文墨的
他，经过自荐和别人推荐干上了生产队的小会计，
成了一名半脱产的社员。但这丝毫没有阻挡贫困的
脚步，随着孩子们长大消耗的增加，家里的日子越
来越难，青黄不接之时，家里揭不开锅是常事。

我跟弟弟从小是没有大名的，仅仅是父母随意

起的乳名，直到上学了，才知道自己没有学名。记得
学校报名的那天早晨，没有学名的我被学校轰了回
来，就站在家里老屋的门口哭，不停地用右手指甲
剋着门框。见我哭，大姐过来了，用手抚着我的头
说：“甭哭了，等晚上我给你挤一个名字。”“挤一个
名字？”我头脑里充满好奇。晚上，昏黄的油灯下，大
姐先是找来一张白纸，撕成一个个小纸条，上面分
别写上“锋”“禄”“祥”“和”等几个当时很时髦的字，
捏成纸团，在手里晃了几晃，对我跟弟弟说，“你俩
挑吧，每个人只拿一个。”我上去就拿起那半张着嘴
的纸团，打开一看是“锋”字，辈分是“炳”字，姓李，
自然就有了“李炳锋”这个名字。弟弟顺手挑了一个

“禄”字。见我们有了各自的名字，大姐激动地说：
“这两个字都很好，希望你俩长大后一个做雷锋，一
个做焦裕禄。”我心里清楚，那是大姐对我们兄弟二
人寄予的美好希望。其实，当时我心里有些抱怨，识
文断字的父亲为什么不在上学前为我们起好名字
呢？还不如人家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父母。但随着
年龄增长，尤其是自己成家立业后就明白了，之所
以父亲没为我们起名字，是因为生活的重担几乎把
他的腰压弯，返乡后窘迫的境遇，已经把他心底所
有美好的东西全都泯灭了。面对全家人连肚子都填
不饱的窘境，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父亲，哪有心思
给孩子起名字？再说这么多孩子也不是他从心里想
要的，能养活就不错了。全家八口人的生计都压在
他那瘦弱的肩上，还有爷爷需要赡养，是没有心思
考虑别的的。心底一丝浪漫的色彩也没有，别说起
名了，甚至看见孩子就烦。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一年中最轻松的一段时
光，是年后父亲带我们去姑奶奶家做客，这也是我
们兄弟姐妹一年到头最期盼的事。父亲带着几个孩
子，行走在空旷的大地上，小麦隐身在田野里，北风
吹着，一两只喜鹊在光秃秃的杨树上跳来跳去，仿
佛在戏弄着我们。倒背着手的父亲嘴里念叨着：“大
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过初三，正月十五半个月，
春到寒食六十天。”

到了姑奶奶家里，总算能实实在在吃一顿好饭
饱饭。姑奶奶做的菜里，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肥肉，饭
是大米干饭，那是多么香的饭呀，是一辈子也忘不
掉的味道。姑奶奶的村子离我们村不远，是五六里
的东乡，那是绣江河流经的地方，种水稻吃大米。每
次去，没到姑奶奶的村头，老远就能看见三台青色
的水磨，哗哗地转着。水草在清清的河水里摇曳，偶
尔有鱼儿在水里蹿上蹿下。姑奶奶的院里有一口水
井，水离井口很近，也就只有十几厘米吧，添锅做饭，
姑奶奶就直接从井里舀水。井里还有一条鱼，是一条
足有半米长的黑鱼，它总是静静地卧在井底一侧，与
井底石块青苔混在一起，不仔细辨认，黑黢黢的几乎
分不清彼此。黑鱼的上面还有一簇一簇的叫不上名
的小鱼，它们在水里跳来游去，很是自由欢实。每当
看到这些景象，我的心里就生出很多美好，感觉世界
上是有天堂的，那天堂就是姑奶奶家的生活。

暖暖的父亲【心香一瓣】

□周学胜

父亲离我而去快十五年了。每当想起生
我养我的父亲，我总是以泪洗面。

抱憾终生的是，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未能守候在他老人家的身旁。那是2005年7
月底的一天，得知在老家的父亲胃癌复发入
院，我立即告假从北京急奔山东。等我一路奔
波于次日凌晨赶至医院时，父亲已经与世长
辞。仅差半小时，父子阴阳两隔！此前不久，我
最后一次探望父亲离家返京时，他早早起床，
拄着拐棍，拖着病体，颤巍巍地把我送到大门
口。当时本能告诉我，此后父子相见的机会越
来越少了。却没承想，这竟是永别！

山山而川，人生海海。回望父亲这一辈
子，不由得一声叹息。父亲生于1929年，是爷
爷、奶奶所育两子两女中的长子，讳名益三，

“三”字是家族中的辈分。因受过中等教育，新
中国成立不久，父亲便成了公办教师，教了一
辈子书。但是，一直生活在农村，没少和土地
打交道，称其为“农民”一点也不为过。和同代
人一样，父亲经历过战乱、灾荒和数不清的

“运动”，饱经世事沧桑，备尝人间冷暖。
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父亲是全家人的

依靠。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活全凭父亲一
人挣钱维持。当教师，他是行家里手；种庄稼，
肯定比不过老把式。但为了让家人吃上饭，为
了少向村里交口粮钱，就得业余多干农活。包
产到户后，更要靠自己干。家里缺人少马，让
父亲吃尽苦头。由于家中没有强壮的男劳力，
不知遭过多少人的白眼。因为无权无势，不知
受过多少或明或暗的欺凌。作为一家之长，父
亲只能把苦难和屈辱咽在肚子里，苦苦支撑
着八口之家，尽量让孩子们有个温暖的港湾。

俭朴、实在和善良是父亲的牢固底色。无

论穿衣还是吃饭，他从不讲究，一年到头缝缝
补补，粗茶淡饭。对自己和家人，节省到近乎
吝啬。但有亲友上门，就另当别论了。通常是
客人刚坐下，他习惯性地把手一扬，喊一声：

“孩儿他娘，上街买肉，包饺子！”我还记得，当
年父亲有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当时还算稀缺
之物，不时被借来借去。有人用后，不是把车子
弄得满身泥就是蹭掉漆。父亲一边轻轻擦拭，
一边心疼地说：“以后谁也不借了。”说归说，等
到有人求上门来，还是爽快地借出去。“开口求
人的滋味不好受，不能让人家出不去门。”这应
该是父亲凡事推己及人的内心独白吧。

父亲是一个重感情、知感恩的人。早年，
父亲在邻县益都黄楼公社(今青州市黄楼街
道)张老村小学任教十年，不仅书教得好，人缘
也是好得常人难以企及。在那里，他做家访、
吃派饭，对每个学生、每户家庭了如指掌，村
民们都把他当作自家人。1960年闹饥荒，村里
合伙送了上百斤小米和七个车轮大的豆饼，
使我家免受断粮之苦。父亲离开村子十五年
之后的1984年，我奶奶去世，村里闻讯后仍有
二三十人前来吊唁，坐满了整整两台拖拉机。
这份情，父亲记了一辈子，念叨了一辈子。在
我小的时候，还经常带着我去村里“认亲戚”

“走亲戚”。就在去世前几个月，父亲还特意让
人开车载着他回村转了转，会了会健在的老
友，见了见房东的后人。我想，自知来日无多
的父亲是去告别的，更是去谢恩的。

父亲的正直清廉在家乡教育界是出了名
的。从外县调回本乡后，他教过文化课，干过
中学司务长，当过小学校长。他教过的学生成
百上千，不论家境如何，全都一视同仁，更不
会找家长“走后门”。他掌管公款公物，不仅自
己不贪不占，别人也甭想从中捞半点便宜。

“公家的东西，哪怕是一根草刺儿，谁也不能

动。”这是他坚守的信条。当初我自己买纸订
本子，父亲硬是不允许我用学校的订书机“咔
嚓”一下。自律之严，可见一斑。

可能是中年得子的缘故，父亲对我尤为
疼爱，既怕我病弱不长命，又忧我长大被人
欺。我开始记事时，父亲身体已经发福，为了
哄我开心，他常常费力俯下有些臃肿的身子
陪我做游戏，出门遛弯儿就把我驮在他那宽
厚的背上。每每我考了“双百”、评了“三好”，父
亲就乐开了花，立马到集市上买半斤炒花生
作奖励。后来，我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
成了他最大的欣慰。等我结婚成家、添了儿
子，父亲数次喜极而泣。我赴上海读书前，父
母给我立了个规矩——— 每月给家里写一封
信。我照办了，坚持了十几年，直到家中装上
电话。父亲也是每信必复、收信即回。我收拾
父亲遗物时，发现床底有一个包裹得严严的
纸箱子，打开一看，全是我从上大学以来写给
家里的信！我顿时泪目了，不用问，在外奔波
闯荡的我，始终是父亲最大的牵挂！

丧父之痛，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不能体
会。父亲走了，那道替我挡风遮雨的墙倒了，
再也没有人倚门翘首盼儿归，曾经的音容笑
貌也只能从回忆中找寻。偶有幸运和荣耀降
临，没有了父亲的见证和喝彩，一切变得索然
寡味；遇到挫折和低谷之时，缺少了父亲的宽
慰和教诲，令我更加惆怅落寞。

父亲离世十几年了，他忠厚传家、勤俭持
家的往事常被人提起，老实做人、本分做事的
品行仍为人津津乐道。让人可亲可敬，给人以
温情温暖，是大家忆及父亲时的同感共识。我
是父亲的孩子，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其言传
身教会继续伴我前行，使我受益终生。

父亲，暖暖的父亲，在天堂里安好，我的
思念绵绵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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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峰

垦利华滩万亩葵花

华滩荒野著新裳，
万亩葵花列阵长。
一片金波连碧海，
含英朝日不争芳。

利津黄河三角洲保护区

大河东注水茫茫，
两色锦绸蓝与黄。
百鸟生繁遮海口，
铁门关外彩云长。

广饶刘集村保存有首版

《共产党宣言》

小村藏至宝，
首版贵《宣言》。
鲁北星星火，
传薪铸党魂。

黄河口

息壤携流入海探，
横涂竖抹赤黄蓝。
长河落日惊神手，
天水相连三尺三。

再至孤岛植物园

当年创业共艰辛，
转眼沧桑半百身。
傲雪凌霜等闲过，
根深叶茂骨嶙嶙。

采桑子·东营生态巨变

土黄碱白连沧海，草也难生。树也
难生。沙漫风摧见秃城。

恍如仙境临河口，天地青青。街市
青青。身至东营一梦惊。

东营杂咏

阿波利奈尔和李贺
坐在巴黎的咖啡馆
荷尔德林与李商隐
共饮在柏林酒吧间
里尔克正与冯至在西南联大
热烈拥抱后侃侃而谈
在彼得堡的林荫小路上
阿赫玛托娃挽着屈原
波德莱尔手持一束《恶之花》
从忧郁的巴黎去到明丽的泉城济南
赠送未音 作为永恒的纪念
洛尔卡和吴开晋碰杯相干
在西班牙马德里的豪华大酒店
这当儿
布罗茨基匆匆走进来
急切地打听红泥岸

满江红·端午怀屈原

一曲离骚，华夏颂，五洲唱远。路漫
漫，仰天南望，征鸿鸣雁。仗剑忧天求
索梦，孤忠报国流亡倦。念故都、风飓
楚魂牵，愁肠断。

潇湘恨，相思满。香粽撒，雄黄奠。
竞龙舟击浪、年年怀缅。独领风骚千古
颂，长存浩气人生看。又端阳，吟国粹
辞章，星光璨。

忆秦娥·咏菊

清秋逸，菊开灼灼金黄色。金黄
色，纤丝艳射，娇容羞涩。

冷香寒蕊含情脉，秋丛点点开阡
陌。开阡陌，迎风摇曳，傲霜清瑟。

拾 零
□商玉珍

诗人通灵皆为仙
□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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