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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如伞，为我们遮风挡雨；有一种

爱如雨，为我们濯洗心灵；有一种爱如路，伴我

们走向人生旅途；有一种爱不计回报，有一种

爱可以永恒！父亲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细

细品味父亲的爱。

父亲节的犹豫
每年的父亲节，我都会犹

豫，用不用给父亲打个电话，告

诉他今天是父亲节，顺便祝福一

下父亲，节日快乐！因为在老家，

是不兴过外国节日的。今年的父

亲节我依旧犹豫。

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在讲

台上辛勤耕耘三十三年，退休后

过上了闲适散淡的生活。乡村教

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自由，教

学任务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到了

农忙时节，如果哪家的农活忙不

过来，就会把自己的孩子喊上回

家劳动十天半个月也是常有的

事。当年农村教育状况可见一

斑。因此，在那个年代，父亲的自

行车上除了一个装教学用的书

本的黄牛皮书包外，还有一件农

具就是锄头。教学之外的时间，

父亲多半在地里干农活儿。听父

亲的学生讲，父亲上课从来不看

书，从头到尾讲得井井有条，知

识点毫无遗漏。

父亲学的是生物专业，教的

是生物和化学学科，却又非常精

通物理，通过自学，父亲能修理

收音机和电视机等家电。这也是

我最佩服父亲的地方。记忆中，

每到寒冬腊月，过年过节，我们

家的堂屋里总是挤满了人。主要

是本村人，还有十里八村的乡

邻。他们都是来找父亲修理各种

家电的。每当这时候，父亲是最

忙碌的，父亲既要接待乡亲们，

还要拆卸机器找出问题，还要陪

乡亲们拉家常。到晚上等乡亲们

都高高兴兴离开后，整个堂屋在

昏黄的电灯泡光亮的照耀下，一

片浓雾般的深蓝，那是乡亲们抽

烟造成的。这时候母亲就不高兴

了，总要抱怨几句，父亲却每每

只一句话：“乡里乡亲，谁还没有

个马高镫短的时候”，母亲听了

也就不吱声了，第二天乡亲们照

旧，父亲的客气和热情也照旧。

那年我家建新屋，父亲本来

邀请了邻近的二十几位乡亲来

帮忙，结果一听说老吕要造新

屋，一下子涌来五十多位乡亲。

同村一位有名的厨师听说了，从

自家提了两荮子盘碗来下厨帮

忙。母亲一看饭食不够，忙托二

叔到镇上又采购了许多的肉菜

食材，结果造屋两天的活儿，不

到一天就干完了。老人们说，这

在村里造屋史上是头一回。父亲

因此得意了好一阵子。

父亲一生教书，没做过学校

任何行政管理工作，所以除了工

资外，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平

日帮母亲种地供我和妹妹上学

读书。记忆中父亲没穿过几件新

衣服，常常是浆洗的干干净净的

一件深蓝色中山装，从春穿到

秋，冬天一件黑棉袄，袖口和衣

领上有好几个补丁。有一回拉家

常，母亲告诉我说：“造新屋那

年，咱家很困难，过年时家里只

有九十七块钱，我和你爸一分钱

都不敢花，怕有个什么急事要用

钱”。可我记得，那一年过春节，

我和妹妹依然得到了每人一身

的新衣服。

父亲退休了，带着些许遗

憾，也带着圆满完成任务的自

足。我和妹妹也各自成家立业，

用父亲的话说：有了稳定而体面

的工作。这是父亲最大的欣慰。

父亲依旧下地劳作，不过地很

少，用不着太多的辛苦，父亲自

己说：“我下地就是经营一份心

情”。这句话可不是一般人的境

界能说出来的，这是一种经历了

人生风雨、岁月艰难之后的豁达

自适。

收音机在农村早已很少见

了，如今的电视机也比以前结实

多了，很少有用坏的，再说，父亲

也老了。

今年的父亲节马上要到了，

我还在犹豫，用不用给父亲打个

电话，告诉父亲，今天是父亲节，

顺便祝福一下父亲，节日快乐！

文/吕 沛

父亲陪我上学
1959年，父亲响应政府东迁

垦荒的号召，举家迁至百里开外

的黄海之滨。

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中学

学校距离新家30多里。父亲与伯

父商量好，让我初中还在老家念

书。毕业后，我考上了老家的初

中。

开头食宿在伯父家，上初中

后食宿在学校。那时不通汽车，

也买不起自行车，只好跑100来

里路去老家上学。

记得第一次去老家上学的

情景。我和父亲下半夜就起身上

路，父亲挑着我的口粮和行李，

70来斤重的样子，我空着双手走

在父亲的后面，跑到一个叫花舍

的地方天才亮，这20来里路跑得

比较轻松。

太阳越升越高，虽说是秋天

了，还是晒得人直冒汗珠儿，渐

渐双腿也少了力气。父亲挑着担

子在前边小跑，我勉为其难在后

边跟着。渐渐就跟不上了，父亲

只好放慢脚步，让我跑一段就歇

一会儿。于是我边跑边在心里默

念着：“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歇

一会儿。

中午时分终于到了三仓，路

程正好一半。拿出母亲烙的玉米

饼子吃，到河边用双手捧水喝。

吃了饼子喝了水继续赶路。跑着

跑着，脚上的血泡磨破了，疼得

钻心，只好脱下布鞋光着脚丫

跑。渐渐地，两条腿像灌了铅似

的。

好不容易挨到许河，距老家

还有30来里。父亲见我实在跑不

动了，便花6毛钱请一个在路边

做活的年轻人，用自行车把我送

到老家。

那年我11岁。

一直读到初中二年级下学

期，包括寒暑假、夏忙假、秋忙

假，每学期要跑4趟。

我每学期都得奖，有一学期

得了一支“关勒铭”钢笔。修钢笔

师傅说，这种钢笔的笔尖就值5

角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

时一只烧饼才卖两分钱。

初二放暑假回来后我就辍

学了。队里缺记工员，队长跟我

父亲商量，让我当记工员，父亲

同意了，我便极不情愿地当上了

记工员，就用那支关勒铭钢笔给

大伙儿记工分。 文/李 波

父亲是我的骄傲
儿时，每每遇到难题，我最

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去问爸

爸。”在我的心中，父亲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饱读诗书，无所不

能。别人不认识的字，父亲认得。

别人解不出来的难题，父亲解

得。别人不识的草木，父亲识得。

在乡间走一趟回来，父亲背回一

捆草，晒干后，能治咳嗽，能治腹

泻。

父亲还有一身好武功，上学

时，我们学校有个小霸王，专门

欺侮低年级的同学。有一次我被

他故意推到水塘中，不会游泳的

我差点淹死。父亲很生气，带着

我跑到那个小霸王家中，当着他

父母的面说：“我的闺女，我重话

都舍不得说一句。她没招惹你，

你凭什么欺侮她？”说完，父亲随

手操起他家的自行车，一拧就将

自行车的把手给拧弯了。父亲

说：“下次再欺侮我闺女，我拧的

可就不是自行车了。”

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用现在的话说，我觉得父亲当时

的样子很酷。我幼小的心灵对父

亲充满了无比的崇拜！

父亲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

并且是双手打，比计算器还快，

每到年边，父亲便被各乡请去算

账。每次去都有好酒好菜招待。

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那是一份美

差。和父亲一同被请的人每次都

会带上自家的孩子，只有父亲不

同意带我。父亲说：“少吃一口事

小，丢人事大。”为了不让我丢

人，父亲给我订下规矩：别人的

东西不准拿，别人的果实不准

摘，别人吃东西要走开。父亲的

规矩让我受益匪浅，很多年后，

老家的乡亲还津津乐道：“老熊

家的孩子教得好。”让我对父亲

充满无穷的敬意。

亲戚朋友喜欢称呼父亲“大

脚婆娘”。意思是既能做大事，又

做得了家庭主妇的细致活。这在

当时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男

主外，女主内”分得很清楚。至少

在我的亲戚朋友中，男人做家务

的只有父亲一个人。父亲不但会

做，而且做得非常好。父亲平时

生意忙，但只要在家，他便会将

家中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连床

单，被子都会拆下来洗。如果家

中来了客人，父亲即使很忙，也

会想办法赶回来做饭。父亲的饭

菜做得又快又好，红烧肉枣红明

亮，肥而不腻。叫花鸡芳香扑鼻，

酥烂肥嫩。清蒸鲈鱼，细嫩爽滑，

鲜美无比。每次听到客人夸奖父

亲的手艺，我都觉得非常骄傲，

觉得父亲与众不同。

现在，父亲老了，快七十岁

了，可他依旧耳聪目明，精神矍

铄，健步如飞，能上树，能下河，

能爬山，能划船。上百斤的东西，

随手提起，一点不费劲。年初，父

亲同学聚会，我也去了，大家什

么都聊，权势，财富，儿女，身体。

有埋怨，有遗憾，有伤感，有悔

恨。只有父亲的心态不一样，他

说：“我这辈子最值，家庭美满幸

父亲的手擀面
父亲身材魁梧，虎背熊腰，

种庄稼是一把好手，但家务活却

是“张飞绣花”，所以，只要母亲

在家，像洗衣、做饭这样的事从

来不让他沾手。但父亲在做饭上

却有自已的专长，比如隔些天，

我们想吃手擀面了，给母亲说了

也是白搭，她会说：“找你爹说

去！”

父亲做的手擀面最大的特

点是筋道，有嚼头，不像母亲擀

的，在锅里稍微一煮就烂了，用

筷子一挑就断了，用勺子一舀就

成粥了。当我们都说父亲做的手

擀面好吃时，母亲也会在一旁不

服气地说：“这有啥，不就是靠一

身蛮力气嘛。”但说归说，母亲想

吃面条了，也得让父亲擀，因为

她知道，父亲做的手擀面不仅筋

道，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香。

当然，不但在我们家里，就

是在街坊邻居面前，父亲做的手

擀面也是公认的好，这就不仅仅

是力气的问题了。别人问起窍门

时，父亲会神秘地说：“光把面和

硬，使劲儿擀只是一方面，这只

要是有力气的人都会,还有关键

的一步呢?”父亲故意卖起了关

子,并且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放在嘴边做吸烟状。旁边的人自

然明白“经不能白传”的道理，忙

从内衣口袋里拿出烟盒，抽出一

支，献媚似的递到父亲的两指中

间，另一个人早已拿出打火机，

及时打着，恭敬地给父亲点上。

父亲舒服地吸一口烟，慢慢

地吐出来，笑了，然后才说：“和

面加盐，咸才香，还要加粉芡，滑

溜爽口，和好面要放一会再擀，

还要加煮好的黄豆或花生，把芹

菜切成小颗粒，做成后再放，又

绿又脆。”父亲像竹筒倒豆子，毫

不保留地把“机密”都说了出来，

我急得直拽他的衣角，但他装作

不知，还是照说不误，像是不说

就对不起那支烟似的。但是别人

听了也白听，回去按父亲说的

做，还是做不出父亲的口感来，

你说怪不怪？当别人再向父亲讨

教时，父亲还是那一套。别人不

信，偷偷问我哥。我哥说：“俺爹

对我也是那么说的，没别的了。”

这一点我信，因为有一次，父亲做

手擀面时，我亲自在旁边看过的。

后来，村里有了轧面条的，

父亲也老了，擀不动了，但父亲

的话和他的手擀面一样，让我回

味无穷…… 文/寇俊杰

福，妻子贤淑温柔，儿女懂事孝

顺，而我自己的身体也是杠杠

的，没给儿女添负担。”

在大家的羡慕声中，我再一

次为父亲感到骄傲。为父亲的豁

达，乐观。为父亲的知足常乐，淡

泊平和。为父亲对家人浓浓的

爱。 文/熊 燕

◎◎生活拼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