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孟庆庆玲玲

父父亲亲走走了了已已有有十十年年。。按按照照习习俗俗
的的说说法法，，辞辞世世那那年年他他9911岁岁，，说说起起来来
也也算算是是高高寿寿了了，，可可我我多多么么希希望望他他能能
长长命命百百岁岁啊啊！！

父父母母疼疼爱爱老老幺幺是是很很多多家家庭庭常常
有有的的事事，，我我们们家家也也是是如如此此。。我我们们兄兄
妹妹四四人人，，我我是是老老幺幺，，且且是是家家里里唯唯一一
的的女女孩孩，，父父亲亲对对我我倍倍加加疼疼爱爱那那是是不不
言言而而喻喻的的事事。。在在三三个个哥哥哥哥眼眼里里，，父父
亲亲是是个个不不怒怒自自威威的的人人，，他他们们从从心心里里
害害怕怕他他，，可可在在我我眼眼里里，，父父亲亲绝绝对对是是
个个百百分分之之百百的的慈慈父父。。母母亲亲曾曾给给我我
说说，，小小时时候候的的我我经经常常哭哭闹闹，，可可任任凭凭
我我再再怎怎么么哭哭闹闹，，父父亲亲也也从从不不着着急急，，
只只知知一一味味耐耐心心地地哄哄劝劝我我。。在在我我的的记记
忆忆里里，，父父亲亲从从来来没没有有呵呵斥斥过过我我，，即即
使使我我做做错错了了什什么么，，父父亲亲对对我我的的批批评评
也也是是和和颜颜悦悦色色。。

过过去去我我们们家家住住在在青青龙龙桥桥附附近近
的的一一个个大大杂杂院院内内。。大大杂杂院院里里住住了了十十
四四户户人人家家，，其其中中有有教教师师、、医医生生、、干干
部部，，但但父父亲亲却却是是大大杂杂院院的的““老老院院
长长””。。这这个个职职务务不不是是他他自自封封的的，，而而是是
院院内内所所有有人人家家的的众众望望所所归归，，因因为为他他
有有副副热热心心肠肠。。当当年年不不管管是是查查电电表表收收

电电费费还还是是收收粮粮本本发发油油票票、、布布票票、、煤煤
票票、、副副食食票票等等等等，，都都由由父父亲亲亲亲力力亲亲
为为，，且且从从来来没没有有出出过过任任何何差差错错。。谁谁
家家有有订订阅阅的的报报刊刊、、往往来来的的信信件件也也都都
是是由由父父亲亲负负责责收收发发。。诸诸如如寄寄存存钥钥
匙匙、、托托付付留留言言等等等等，，更更是是父父亲亲为为邻邻
里里们们经经常常服服务务的的事事。。可可以以说说，，当当年年
我我们们家家犹犹如如大大杂杂院院的的传传达达室室、、保保管管
室室、、托托儿儿所所，，父父亲亲和和俺俺娘娘就就好好像像大大
家家的的传传达达员员、、保保管管员员、、保保育育员员。。正正因因
为为如如此此，，那那时时候候我我们们家家的的人人气气特特别别
旺旺，，一一天天到到晚晚都都是是你你来来我我往往的的。。父父
亲亲对对街街坊坊邻邻里里们们从从来来都都是是笑笑脸脸相相
迎迎，，笑笑脸脸相相送送。。父父亲亲辞辞世世的的时时候候，，大大
杂杂院院早早已已不不复复存存在在，，原原先先的的住住户户已已
经经搬搬迁迁了了十十多多年年，，但但在在送送别别父父亲亲那那
天天，，当当年年的的邻邻居居不不约约而而同同地地都都赶赶来来
了了，，赶赶着着来来为为父父亲亲送送行行。。““硕硕德德享享高高
龄龄处处世世贤贤良良称称典典范范，，高高节节存存世世间间为为
人人宽宽厚厚为为楷楷模模””，，这这是是街街坊坊四四邻邻们们
敬敬呈呈的的挽挽联联，，也也是是他他们们为为父父亲亲写写下下
的的墓墓志志铭铭。。

父父亲亲热热爱爱生生活活，，热热爱爱生生命命，，业业
余余时时间间除除了了读读报报就就是是养养花花，，当当年年我我
们们家家门门前前的的空空地地上上，，堆堆有有很很多多父父亲亲
养养的的各各种种花花草草。。那那些些年年每每逢逢春春节节将将
至至，，父父亲亲送送给给四四邻邻的的礼礼物物就就是是一一盆盆

他他养养育育的的水水仙仙花花。。
父父亲亲辞辞世世前前的的最最后后两两年年，，基基本本

上上是是在在病病榻榻上上度度过过的的。。他他自自知知年年事事
已已高高，，拒拒绝绝住住院院治治疗疗，，每每天天只只是是躺躺
在在床床上上默默默默忍忍受受着着病病痛痛的的折折磨磨。。他他
老老人人家家对对病病痛痛有有着着极极大大的的承承受受力力。。
一一次次我我给给他他擦擦身身子子，，无无意意间间竟竟发发现现
他他背背上上的的褥褥疮疮已已经经成成为为一一个个大大窟窟
窿窿，，其其疼疼痛痛可可想想而而知知，，可可由由于于他他老老
人人家家不不吭吭声声，，以以致致家家人人都都不不晓晓得得。。
当当我我看看到到那那吓吓人人的的窟窟窿窿，，禁禁不不住住放放
声声痛痛哭哭，，大大声声埋埋怨怨他他。。父父亲亲是是个个爱爱
干干净净的的人人，，在在他他生生命命的的最最后后那那几几
年年，，我我为为他他做做的的最最多多的的，，就就是是三三天天
两两头头为为他他剃剃胡胡须须，，隔隔三三差差五五为为他他剪剪
头头发发。。父父亲亲不不善善言言谈谈，，可可每每每每看看着着
他他注注视视着着我我的的那那慈慈祥祥的的眼眼神神，，我我的的
泪泪水水就就禁禁不不住住夺夺眶眶而而出出。。

轻轻轻轻地地来来，，悄悄悄悄地地走走，，这这就就是是父父
亲亲平平凡凡的的一一生生。。父父亲亲叫叫孟孟宪宪文文，，我我们们
家家人人在在送送别别他他的的灵灵堂堂上上，，敬敬呈呈给给他他
的的挽挽联联是是：：尊尊宪宪崇崇文文平平凡凡铺铺就就人人生生
路路，，高高德德厚厚品品朴朴实实铭铭刻刻人人生生语语。。

留留不不住住的的是是生生命命，，留留在在心心中中的的
只只有有无无限限怀怀念念，，把把无无限限怀怀念念化化作作心心
中中的的无无限限祝祝福福，，遥遥祝祝天天堂堂里里的的父父亲亲
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想象父亲

健在的日子
想你，想你，想你

□□李业红

又到今日，又到今时，又到
你抛妻舍子离开我们独行的黑
色时刻。压抑在心底的思绪，尽
管经历了春夏秋冬的沉淀，一经
触碰，过去的伤痛还是会泛滥成
河，还是会在一瞬间全线崩溃。

透过冰冷的墓碑，透过珠泪
涟涟，伫立在墓前，静静地想你。
想知道此时的你在做些什么，想
知道现在的你还有没有想念，想
知道我哭泣的时候是不是正是
你想念我的时刻？凝视着墓碑上
的文字“今生相依 来世相伴”，
深深地在心底里把你呼唤。

来世相见，你可曾尚有前世
的记忆？来世相逢，我是否还是
你不舍的回忆？今夜就让我静静
地想你，想你，想你……

□谭登坤

在路上或者在田间，看见锄地
的老人，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父
亲。父亲如果健在，到现在应是80

岁的老人了。他的脚步会有些踉
跄，眼睛会有些昏花，耳朵可能也
会有些背了。如果跟我住到楼房
里，爬楼梯可能会吃力,但依他多年
劳作，吃苦耐劳的人生，或者还颇
有力量。孩子们上班下班的，他还
能从四楼走下来，从一楼走上去。
他可以手里拎一个马扎，随处走一
走，和邻里的老人们聊聊天。碰巧
了我下班回来，而他正在上楼，我
还能搀扶他。然后，让他坐在餐桌
旁，我还能倒上一杯老酒，看着他
颇有些豪爽地一饮而尽。甚至，如
果他有个头疼脑热，没了力气，我
还可以背着他，下楼，去医院。守护
他。在夜深人静，父子无眠的时候，
我陪着他，听他回忆自己平凡的又
是峥嵘的一生。睡前，我从暖瓶里
倒一盆开水，端到床前，给他泡一
泡脚。我可以领着他到澡堂里去，
给他搓背，给他捶一捶经常酸痛的

老腿。然后，我们走在路上，我已经
老了，而父亲更老。我还可以矫健
地跨过一些小的沟坎，早早地等在
前面，伸出手来，接住他已然苍老
的双手，然后，父子相视一笑，我们
继续走下面的路。

如果他不愿意住在楼房里，那
我就陪他住在那几间泥筑的平房
里。他愿意到田间地头走一走，他
愿意坐在场院边上看收获来的粮
食堆满了场院，那就让他走，让他
坐在那里看好了；他如果愿意再挥
动锄头，他如果能挥动锄头，继续
锄地，那就更是我的福气。他如果
愿意在不算太小的院子里栽下一
棵并不十分合适的树，那也让他栽
好了；他如果不愿意在一块地里种
棉花，那也依着他。他如果还是愿
意种上一小片西瓜，或者撒一小片
苜蓿，那也依着他。他的胡子已经
白了，头发也白了。依他的性格，他
不会太张扬，也不至于伤感。他看
着我的孩子，将来，还有我的孩子
的孩子，一个个活蹦乱跳，他看着
他们，发出微笑。

过年了，他或者还要领着全家，

到祖坟上磕头，烧香。给子孙们讲述
黄土下每一位祖先的故事。他或者
还要牵着我的小儿子的手，到他耕
耘过的土地上走一走，让这个小人
儿，也感受一下耕作的辛苦和喜悦。

如果我要惩罚哪一个孩子了，
他可能要瞪我一眼，或者大声斥责
我。如果哪一个孩子有了委屈，那
他也会用宽厚的胸怀，容纳他们，
温暖他们。

可是，这一切，如今都不能够
了。我把父亲的遗像供在桌上，那
是一张他二十几岁时的照片，他明
亮的眼睛盯着我，让我想到他后来
的劳苦而不平静的一生。

我在他的坟前，烧化一沓沓纸
钱，看着那些红透的纸页掠过青青
的麦苗，像蝴蝶一样飞舞在火焰
里，我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他深
沉和蔼的眼睛。他看着我，有担心，
有不舍，有浓得化不开的牵挂。他
那双眼睛，在走的时候始终睁着，
我几次用手合上，试图让父亲踏实
地走路，都没能够。我知道，父亲在
天堂依然有不尽的牵挂，父亲在天
堂依然会给我无限的眷顾。

父亲的
打场歌号

仍回荡耳畔

□魏本建

时光飞逝，不觉父亲驾鹤西去
已经十年了，然而父亲的音容笑貌
品格和教诲却依然镌刻在我的脑
子里。父亲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千
千万万劳动农民中的一员，“一生
唯勤苦，一世奉尊重”，是父亲用一
生为自己也为儿孙们树起的一尊
平凡而伟岸的形象。

是新中国的诞生赋予了父亲
新的生命，他怀着无比知足和感恩
的心情走进了新的生活。那时，我
们家有了土地并领到了盖有县政
府大红印章的土地证，当父亲领到
刚颁发的土地证时，他激动地和一
家人说，咱家有地了，也有土地证
了，咱们的日子有奔头了！自此父
亲以土地为本，不管风吹雨打，不
管春秋冬夏，脸朝黄土背朝天，耕
种排灌，春种夏收。

父亲的一曲打场歌号很能表
达他当时的心境。每当夏秋季节，

庄 稼

收获到场间晒干后，便用牲口拉着
碌碡打轧脱粒，这时家家户户的男
主人们便会一边牵牛扬鞭赶着牲
口在场间疾跑，一边情不自禁地唱
起 打 场 歌 号 。而 父 亲 的 打 场 歌
号———“来！—来—来—来—来—
来！咳！……”特别铿锵有力，格外
浑厚嘹亮，极富感染力。父亲的歌
号里既流淌着对微薄收获的喜悦，
又有着对生活拮据的无奈和坚韧。
几十年岁月流逝，父亲当年的歌号
声却不时在我耳畔回荡。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父亲没有
放弃让我们兄妹进学校读书的机
会，他不但省吃俭用千方百计送我
们到学校读书，而且在我们上学的
关键时刻，都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关
心和照顾。

我初小毕业考取高小后，须到
外村的学校就读，每天要步行十六
里路，那年我11岁，每天跑这么远
的路是很吃力的。父亲为了使我能
按时到校上课，他每天天不亮就起
床为我做早饭。到了冬季，风雪严
寒，实在不能走读了，学校便安排

我们几位远路的同学在学校
附近一个村上寄宿，吃饭自
己做，这时父亲又当起了“后
勤部长”，亲自挑着煎饼、白
菜、柴草步行十几里给我送

到住地。
每当追忆父亲，总不由得想起

父亲千里迢迢赴新疆的那段经历。
1967年秋，我和爱人大学毕业后分
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工
作，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并照看孙
子孙女，先是母亲到了新疆，返回
后，父亲又踏上了赴疆的漫漫长
路。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只身一人
从老家日照，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开始了日夜奔波。在即将到达乌鲁
木齐前的一个小车站的夜晚，一场
意外发生了，当火车停站重新启动
时，一个人对着父亲说了声“乌鲁
木齐到了”并用力把父亲从车门口
往车外推，父亲冷不防打了一个趔
趄，一下子摔倒在路基旁，父亲的
胳膊和腿上磕出了鲜血。后被车站
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发现，帮父亲包
扎了一下，问明情况后非常负责任
地把父亲送上了下一趟开往乌鲁
木齐的火车。当父亲述说这段历险
时，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痛！父亲看
到我不高兴，反而安慰我：“我又不
是七老八十，摔下子怕什么，也算
长长见识吧！”自此父亲在新疆跟
着我们住了六年。

我无比爱戴父亲，无比怀念父
亲。我愿为父亲祈福，祈愿父亲在
天堂里尽享福祉！

□□张家善

亲爱的薇拉：
当我仰望北方遥远的天空，

必然会想起你那一双脉脉含情
的蔚蓝色大眼睛，忆及往事激情
难抑、泪湿衣襟。

我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负伤，
后组织保送读大学。美丽活泼的
薇拉，跟随援华专家父母，到我
所在学校中文系留学。在接触
中,你渐渐地爱上了我这个貌不
出众又瘸腿的中国学生。你的情
怀是那样真挚热烈，当时我虽然
有所顾虑，但还是无可抵挡地接
受了你的爱情。

天有不测风云，随着中苏关
系恶化，你不得不返回祖国，虽来
过几次信，我却迫于形势没敢回。

多年以后，从一位当年中国
驻苏使馆朋友处得知，你曾多次
去探问我的信息……后在天长
日久的郁闷中默默离世，我闻讯
悲痛万分！

薇拉，遥祝你在天堂不寂
寞，因为你有着一双蔚蓝色大眼
睛，还有日夜思念的我。

薇拉，

你在天堂不寂寞

□□王蒙

此身此时此心中，
瑞草芳菲煦煦风，
淡对荒唐成一笑，
长吟块垒亦含情。
何惊恶浪同舟渡，
有幸晴晖携手行。
忧患人生八百岁，
朝云唱罢晚钟鸣。

京华何处是边疆，
古路茫茫恁断肠，
我愿随君经百世，
君宜与我走八方。
伊犁绿谷情歌苦，
拉萨金佛法号长，
更喜遨游全世界，
五洲尽阅是风光。
(注：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

夫人崔瑞芳女士原籍济南，2012

年3月2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0

岁。齐鲁晚报派人赴京吊唁，得
王蒙先生《赠妻》诗一首。读之情
真意切，感怀肺腑，不禁潸然，先
生与夫人之伉俪情深跃然纸
上。)

赠赠妻妻父父亲亲是是
大大杂杂院院的的

““老老院院长长””

●姓名：孟宪文
●终年：91岁
●生前身份：职员

逝者档案

●姓名：魏茂祥
●终年：89岁
●生前身份：农民

逝者档案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读着这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怀念文章，更加感到人间的亲情爱情友情到底有多深有多重！
父亲的泪水是永久的怀念，母亲的笑容是心底的铭刻，老师的教诲是人生的砥砺，朋友的友谊是岁月的珍藏。斯人已去去，但那些

人那些事，是永不消逝的温暖和感动。
缅怀而不沉湎，追悼而不沉沦，且行且珍重，是生者对死者的最好纪念。这些发往天堂里的“情书”，代表着天底下所所有人的追思和寄

托。期盼天堂如人间，也有传递的信使，把一封封“长书”、“微信”都在清明到来时送给九泉下安息着的亲人故旧………

●姓名：谭宪滔
●终年：55岁
●生前身份：农民

逝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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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编辑：向平 美编：许许雁雁爽爽

发往天堂的“情书” 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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