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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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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区作家协会
父亲躺在诊所的病床上，

眼睛一直盯着右上方的点滴
瓶。我摸着父亲粗糙的手，黝黑
又干瘪，小拇指有些向内弯曲，
这是辛苦了一辈子的手。可能
由于打点滴的原因，父亲的手
有些微凉。

父亲这次发病很突然，面
部一侧发木。与其说是突然，不
如说是病情有些严重，超乎他
自己的可控范围了，要不然他
依然会选择“扛”过去。我和老
公决意带父亲在区中心医院做
了彩超、CT等一系列检查，确
诊为脑梗，幸运的是发现较早。
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勤俭了一
辈子的父亲不愿花冤枉钱，执
意带着药回家，在诊所打点滴。

“这是我第一次打点滴。”
父亲缓缓地说。我和老公都很
惊诧，细细回想父亲以前的确
没住过院，除了因为劳作的原
因腰腿经常疼痛以外，偶有感
冒咳嗽，而且大多时候要么

“扛”过去，要么找偏方药材解
决。点滴“啪——— 啪——— ”有节
奏地滴落，不知是不是也在父
亲的心里敲出一圈圈涟漪，打
破他内心的宁静。

一天的奔波，父亲慢慢睡
着了。我仔细端详着父亲，脸上
的褶皱很深，褶子深处的皮肤
此时舒展开来，颜色明显偏淡，
伏在脸上一点都不和谐，似乎
被小孩子涂鸦恶搞了一样。看
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我突然
有一种陌生而又宁静的感觉，

我见到的父亲都是忙碌的，一
刻不停地忙于生计，像这样能
够仔细端详父亲还是第一次。

印象中父亲是讲理的。记
得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单独
帮父亲卖水果，临近中午时分
一个纹着身的男子来到瓜摊前
左挑右挑，豁坏了好几个瓜之
后才挑中一个扔钱就走，我那
时胆子小，认为纹身的人不是
地痞就是流氓，不敢言语。这
时，父亲正好过来叫我回家吃
饭，看到这场景，平时没多少言
语的父亲与他理论，我第一次
看到父亲脸红脖子粗地与人争
吵，真害怕他们打起来父亲吃
亏。不知男子是惧怕了父亲，还
是觉得不好意思，掏出钱塞给
父亲，拾掇好瓜开车离开。事
后，我问过父亲不怕吗，父亲说
有理走遍天涯都不怕。

父亲是善良的。如果说与
男子争执你觉得父亲是个斤斤
计较的人那就错了。如果遇到
年纪大些的人来买水果，他不
仅会给最便宜的价，最后还要
再塞给他一些别样的水果尝
尝。遇到行动不方便的人，顺路
的话父亲也会等忙完后把水果
送到他家。私底下我不止一次
说父亲，这样该多吃亏呀。父亲
却说，谁都有老的时候，将心比
心吧，再说了，这些都是咱自家
种的，该挣多少？

父亲是正直的。做买卖时
间长了总会收到假币，父亲遇
到过几次。当父亲把积攒了一

个月的钱送到银行要存起来
时，被柜台告之有枚假币，要没
收。父亲申请摸一下假币被拒
绝，他只能隔着柜台的玻璃盯
着假币看，我看出了父亲的心
痛，要知道这一百块钱在十多
年前可能得起早贪黑赶几个集
才能挣到，没收100元钱就像剜
了他的肉一样。这样的百元假
币父亲还有几张，虽然经常赶
集，他却从没拿出去再骗别人。
我出嫁前父亲送了我一张，告
诉我说做人要正直，丧良心的
事儿不能做。

父亲是有爱的。今年疫情
爆发，单位组织捐款，我回家随
口跟父母聊起这事，我说我捐
了200元。母亲接过话茬说：“你
上班的人才捐200元，不多，你
爹这个老农民都在村里捐了
200元。”我问父亲，你又不是党
员，村里也不强求捐款，你捐那

么多干什么。父亲说：“国家遇
到这么大一件事儿，咱们好好
的，捐点就捐点儿。各自尽能
力，也不跟别人比。”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讲
理、善良、正直又有爱的人。他
一生忙碌，没做过什么惊天动
地的大事儿，只是本本分分地
过着自己踏实的日子，用自己
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双
儿女，生活虽不大富大贵，但和
乐融融。

父亲安静地睡着，我踱步
走出诊所。门外，夕阳西下，一
切都柔和了下来，空气也软润
了不少，初夏的微风拂着皮肤
特别惬意。不知名的虫子在旁
边的草丛中发出清脆的叫声，
欢快有力。我的心也如这初夏
的 微 风 一 亲 软 软 的 ，柔 柔
的——— 因为有爱。愿父亲早日
康复，一切安好！

文/曲军英

曲军英，女，1980年生于山
东省文登市一个沿海小村，文
登区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威
海晚报》《文登日报》《小学生
语文》等发表过散文。

天边之虹

夏日的天，就像娃娃的脸，说变就
变。早上还是艳阳高照，午间就下起了蒙
蒙细雨。天和地之间好像挂了一层水帘，
一眼竟无法看穿这朦胧的世界。

所幸雨下得不大，而且很快就停了。
我坐在窗前，抬头看向天空，期待能够见
到彩虹。

天空像一条蔚蓝的锦锻，今天下过
的小雨，好似给它披上了一层轻薄的面
纱。霎时，天空隐隐约约出现了一条红色
的绸带。逐渐的，那黄色也变得清晰，红
黄相倚，交相辉映。

紧接着，绿和蓝宛如一对好朋友，结

伴出现。等了许久，仍没有见到紫色的身
影。大约几分钟后，它终于姗姗来迟———
刹那间，天空摘下了朦胧面纱，又露出一
片蔚蓝。那七彩斑斓的彩虹，高高地挂悬
在一碧如洗的天空间，好像是天上织女
绣的七彩锦帛，煞是美丽。

彩虹虽美丽宜人，但好景不长。随着
时间推移，它逐渐淡了下来，已失去了刚
刚的风采忽然间，彩虹变得残缺不全。在
某个瞬间，终于消失不见，天空重又戴上
一层更厚重的面纱，浓雾弥漫。

世间美丽的事物，终究都是很短暂
的。叹口气，我惆怅地关上了窗户。

文登区红军小学四年级二班 陈馨

一件有趣的事
文登区河南小学四年级五班 孙杰鑫

日子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一段段
小镜头组成绚丽多姿的生活。童年的趣
事就像天上的繁星一般，数不胜数。这个
暑假，我在农村姥姥家住了一个周，每天
疯狂地在大街上跑，恣意地在姥姥院子
里跳，再也没有下楼躲着车的憋屈劲儿，
也不用担心毛手毛脚吵到楼下的邻居、
影响邻里和谐的情况发生。

我是一个特别听大人话的孩子，平
时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姥姥家的这一个
周，我做了好多放飞自我的事情，其中有
这样一件特别有趣的事：

平时我只吃过煮玉米，从未亲手掰
过玉米，更没有吃过烤玉米。那天我跟姥
爷去菜园子里掰玉米，准备回家煮了吃。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和姥爷一头扎进
了玉米地，立马开始动手掰玉米！一开
始，我觉得这事挺简单的，摸到一个玉米
就顺手掰了下来。目睹这一幕，姥爷心疼
地说：“小丫头呀！咱能不能找成熟的掰，
这个太嫩了，不好吃还糟蹋东西，可惜
了！”我被姥爷说得有些脸红，赶忙请教
姥爷，什么样的可以掰，什么样的不能
掰。

取完经后，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
到个像样的玉米，还被玉米叶子把胳膊、
脖子割得生疼，皮肤痒得要命。我发了
狂，在玉米地里乱走，玉米被我折腾得东
倒西歪。地里一丝风也没有，我都快透不
过气了，心想，这也太遭罪了，眼泪都要
流出来了。我忍住性子好容易掰了几个，

正准备得意地跟姥爷邀功呢！可回头看
看姥爷已经掰了满满一筐子！我瞬间蔫
了。姥爷拍了拍我的头，神秘地说：“丫
头，想不想吃烤玉米？”我两眼一亮。一下
来了精神，“玉米还可以烤着吃？咋烤？”
我惊奇地问。姥爷对我神秘地笑了笑，对
我说：“走，跟我回家，姥爷给你烤玉米
吃！”

姥爷把玉米剥了皮，洗干净放在盆
里，撒上些许盐，静等了一会儿。然后在
院子的角落了架起了烤架，生起了火(其
实就是几根木棍搭起来的架子，和像电
视里演的野炊生火做饭一样)，接着姥爷
又把撒上盐的玉米穿在一根长长的竹竿
上，架在烤架上来回翻转炙烤。我赶紧给
姥爷拿来了小板凳让他坐着烤，然后又
拿来几根木柴准备加火用。望着熊熊的
火我心里有莫名的感动，不知道是因为
马上就要吃到美味的烤玉米的缘故，还
是因为亲自参加劳动的乐趣。20分钟后，
我终于吃上了烤玉米。咬一口，嗬，那叫
一个美味，又香又软，还带着一股田野的
气息，一口气吃了两个玉米，姥爷看着我
狼吞虎咽、满嘴黑灰的样子忍不住哈哈
大笑......

回想起来，心里总有莫名的感动，感
动于姥爷教我的玉米采摘方法；感动于
姥爷教我的玉米古老吃法；感动着可以
陪姥爷一起开心大笑；感动着通过自己
的劳动得到乐趣和享受；大家说，这是不
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呢？

我的好朋友
文登区红军小学二年级二班 高歆颖

我有一位好朋友，她叫张朝萌。
她长着乌黑亮丽的头发，脸蛋圆圆

的，眼睛小小的，个子很高，有点偏瘦，看
上去就让人很想亲近。

虽然她是一位女生，但性格就像是
个假小子。她性格大大咧咧，非常“豪
横”。她的衣着打扮很像男孩子，从不喜
欢穿裙子，更爱穿裤子。反正我在学校从
来没看见她穿过裙子。

而且她的力气也不是一般的大。有
一次，我想跟她掰手腕，看着她那瘦不拉

几的小样子，心里以为很简单就能把她

给击败。但我错了，比赛一开始她就压着

我“吊打”，我对她的力气佩服得五体投

地。一边好几个男生们不服气，想上来比

试，结果被她全部打败了。她用骄傲的眼

神看着我们，翻了个白眼就站起来走了。

我想，她应该是我们班力气最大的女孩

子吧。

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力大无

穷的“假小子”。

小金鱼
文登区红军小学二年级二班 赵方铭

上个月，我吵着妈妈，到宠物店买了
一条小金鱼。回家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把
那条小金鱼放在桌子上的鱼缸里，对它
左看右看十分喜欢。刚开始那几天，我每
天都要跟小金鱼一起玩儿，把它当成我
最好的伙伴。

但后来有一天，我看了一部非常好
的动画片，然后就沉迷于动画片，没有和
小金鱼一起玩。再后来，我几乎忘记了他
的存在。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有一次我
突然想起了小金鱼，就急忙来到鱼缸前。
结果却发现鱼缸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

有了。
我急忙去问妈妈：“我的小金鱼到哪

里去了呢？”妈妈对我说送给别人了。我
十分生气，就问为什么把我的小金鱼送
给别人呢？妈妈听后，非常严肃地对我
说：“你不负责照顾小金鱼，把它买回来
之后，你天天看动画片，不给他喂食，又
不给他换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在
做。如果你不能照顾这条小金鱼，那么就
不应该把它买回家。不负责任的人怎能
照顾宠物呢？”

我听了这话，非常惭愧地低下了头。

文学


	WW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