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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11年了。
11年中，我们全家经常到烈

士陵园祭扫，追忆父亲内敛儒雅
的音容笑貌。除了挥之不去的思
念，萦绕在心头的还有他老人家
工作和生活中的无数片段。

父亲193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
北省安平县马店乡香管村，1947年
9月入伍，随后考入白求恩医科大
学。毕业后奔赴前线，任华北野战
二纵队收转二所护士班长。

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在村
塾断断续续地读了4年书。之后，
只要下地，总不忘带上书本，有空
就拿出来念。1951年6月，他入朝
作战，一边打仗一边学习。1954年

11月凯旋后，他边工作边学习，以
惊人的决心和毅力自学初中和高
中课程，拼搏了7年，于1960年考
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最终以优
异成绩完成了五年制本科学业。

父亲大学里学的是俄语，可
是1982年夏天他突然迷上了英
语，他口袋里装着厚厚一沓单词
卡片，不时掏出来瞄一眼，并使劲
比划着大声背诵。经过三年努力，
父亲五十多岁时，终于可以独立
阅读英文医学文献了。

父亲喜欢大家庭的热闹，却
也有闹中取静的本领。周末兄弟
姊妹都到父母那里团聚，全家围
坐一起，谈天说地，嬉笑欢闹，唯
独父亲自顾自抱着书静静地看。
他偶尔放下书，说一句离题很远
的话，引来满堂哄笑，然后淡定地
问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心地
一笑，就又回到他的书中去了。

父亲先后在国家级学术刊物
发表论文31篇、国际级学术刊物
论文1篇，获科技成果多项，被推
举为中华医学会淄博分会理事，
67军职称评审主任委员，军区医
科委员、评委，晋升技术五级，成
为军内知名内科专家。

1985年，父亲年事已高，身体
不如从前，医院领导特别照顾，安
排他到门诊部任主任，工作轻松
了不少。可父亲闷闷不乐，最后跑
去找院领导“理论”，不到半年又
回到内科诊疗一线。家里人不理
解，父亲说：“离开病人就等于结
束了我的生命，为病人解痛除病
是我最大的快乐。”

父亲常跟我们讲“羊有跪乳
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的典故。1971

年隆冬的一个早晨，河北老家来
了一家从未谋面的乡亲，父亲让
我喊叔叔、婶子。婶子病得很厉害，
骨瘦如柴，脸色蜡黄，腰也直不起
来。后来知道是在老家手术后，刀
口不愈合，脓血不止。按照父亲的
要求，全家紧急总动员：婶子马上
住院、检查、确诊、治疗，叔叔和我
睡一个床，母亲做饭，姐姐和我送
饭，治疗的半年就像打了一场战
役。婶子病愈回家的那天，夫妻俩
含泪给我的父母亲叩头致谢。

2003年春天，父亲的病情每
况愈下。一天，父亲问我他住在哪
里。我不解其意，随口说了一句：

“你住在家里”。父亲不紧不慢地
说：“我到老天爷那里报到的时候
住在哪里？”我这才明白了父亲的
心思。于是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
的星期天，与母亲和爱人陪着父
亲去公墓和烈士陵园公墓寻找

“家”，父亲最后选择了周村烈士
陵园。回来的路上，父亲很兴奋，
说了一路的话，他说人必有一死，
谁也无法抗拒，痛苦地活着是活
着，快乐地活着也是活着，为什么
不在有限的生命中享受幸福呢？

2003年10月20日，一个刻骨
铭心的日子，晚上十一点钟，父亲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父亲离开
我们十年的时候，我终于感到释
然，父亲对我的影响已经传到我
的灵魂，这将伴随我一生。

【逝者背影】

父亲的印象
□田建民

失音的父爱
我出生时，父亲已年届不

惑，打记事起，他在我眼里就是
一个头发稀疏、话特别多的“老
头儿”形象。哥哥经常开玩笑
说，打小耳朵就被“老头儿”的
话磨出茧子来了。

记忆中，成长的节拍总是
伴随着父亲絮絮的话语，细碎
而又绵长。倔强的哥哥因为不
肯迎合这烦心的旋律，有时还
搀杂进了打屁股的声响。记得
哥哥上中学时曾引用过鲁迅先
生的一句名言：爸爸总是不惮
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我们变坏的
可能。回想起来，还真有那么一
点儿意思。

有时我的哥哥回家晚了，
父亲就让我们看着他的眼睛细
细盘问，一任飘着香味的饭菜
变凉，直到彻底消除了“贪玩打
闹”的疑虑。约同学到家里来
玩，父亲会千方百计了解人家
的学习和品行状况，生怕我们

陷入“交友不慎”的误区，为此，
有个同学还曾与我毅然“绝
交”。如果我和哥哥的学习成绩
出现下滑，那更是如临大敌，父
亲鞭辟入里的分析能从天南扯
到地北，有一次甚至归结到了
我爱美照镜子上，居然把小镜
子给没收了。

谁的爸妈不唠叨呢？那些
看似难以容忍的“琐碎”，谁又
能说不是至深至真的亲情？有
一次，母亲在我极度委屈的时
候曾劝慰说：“你爸爸打小跟着
继父下南洋，不让上学，没有鞋
子穿，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起
来到村里收鸭蛋、做学徒工，从
五六岁干到十几岁，一个人漂
洋过海回国上学，从举目无亲
到有了咱们一家子人，他都不
知道怎么爱你们才好了！”

父亲早年的故事我早已耳
熟能详，再经由母亲转述，却深
深地触动了我的灵魂，感觉一

下子读懂了父亲的心。随着年
龄的增长，也随着结婚、生子一
步步走来，特别是回望自己比
较坚实的人生路程，更觉父亲
正如一部心仪的书籍，那伴着
阅读而来的心动与神摇，历久
弥深。陆幼青在他的《生命留
言》中提醒我们：“带着你的需
要去看望你关爱的亲人和朋友
吧！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需要
你。没有比这个再好的礼物
了。”

感谢作家的提醒。如今，我
一直想对父亲说：“我需要您的
叮咛，需要您的唠叨。”然而，前
几年那一场脑血栓，不仅摧残
了父亲的半边身子，还弱化了
他的语言能力。他那咿咿啊啊
的含混的表达，让人感到莫名
的凄楚与悲凉。靠着母亲的翻
译，父亲表达了他带着黑色幽
默的自嘲：“以前自己说话太多
了，现在多听听你们说话吧。”

我尝试着经常与父亲低低
述说如今自己的得意与成功、
困惑与不安，试图唤回他那近
乎消失的语言能力。父亲颔首
微笑之际，我心里也时时升腾
起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父亲
那份淋漓尽致的牵挂，哪怕是
含怒的指责。要知道，那才是人
间最纯最真的一种欣赏，最深
最厚的一份挚爱啊！

享受父亲那有声的爱，近
乎成了一种奢望。直到有一天，
父亲一位久居香港、阔别近三
十年的朋友登门来访，这巨大
的刺激仅使父亲久已僵硬的脸
部抽动了几下。然而，当那位老
先生侃侃而谈，历数父亲当年
在信中夸赞我和哥哥的宗宗事
迹时，奇迹出现了——— 父亲的
脸上呈现出灿烂的笑容，两只
手努力地拍起了巴掌，并清晰
地说出了一个“好”字。

那一刻，我泪如泉涌。

【我家家教】

□然而

这是位于一座居民楼三层
东户的一个普通两居室。进得
门来，与一般的家庭稍有不同
的是，迎门的客厅相当大，有三
十平方米左右，占去了这所房
子近一半的面积。客厅很明亮，
不仅因为粉饰得大方整洁，收
拾得干干净净，还能让人一眼
就看出是经过了特殊的改造。
南面的阳台同客厅完全成了一
体，阳台上镶着大大的玻璃窗，
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便让你
感到一股浓浓的温暖。

来到这户人家的时候已近
中午。当时，在阳台西部安放着
一张特制的床，床上半倚半躺
着一个老人，老人面前放着一
张小桌，桌面上除了水杯，还有
一听插着吸管的易拉罐啤酒。
床的旁边是一个可移动的坐便
器，坐便器旁是一只简易木凳，
木凳上整齐地叠放着几只薄薄
的橡胶手套。其余，除了位于这
个客厅北侧一家人吃饭的饭桌
外，就只剩下老人斜对面东墙
上一台较大的电视机了，电视
机正开着，声音很大。

来家里帮忙的邻居介绍，
老人大多时间是沉默的，脸上
却时常笑眯眯的。邻居话题一
转又说道，老人也多有任性的
时候，比如说，老人喜欢看电
视，并且醒来就得开着电视机。
由于老人的耳朵又不好，听不
到音就要乱喊，因此电视机的
声音也总要开得很大，有时是
打雷般地响。刚搬过来，不了解
情况的对门邻居便找上过门
来。再比如，老爷子只要醒着就
不能离了人，一会儿看不到人

影儿就吆天喝地地嘶喊，“因此
她”，邻居指着这家的女主人
说，“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得起
床，起床后先到老人床前一站，
好让老人的心安下，然后再收
拾其他东西。还有呢，邻居继续
说，“别看老人九十多岁了，说
话不清晰、身体偏瘫，但是每天
中午得喝一罐啤酒，这也是雷
打不动的。”

正说着，一直安静着的老
爷子张开嘴巴含糊不清地喊了
起来，勉强能听得出是“云，
云”，同时手比划着，脸上是种
奇怪的表情。正在同我们聊天
的女主人这时像得了指令似
的，只见她快步走进厕所拿出
一个小盆，然后来到老人面前，
麻利地解开老人睡裤的裤带。
这时，老人便眯缝着眼睛，在女
主人的小心伺候下慢慢地排解
完了小便，喉咙里还不自觉地
哼哼有声。

被唤作“云”的女主人叫房
泽秋，今年54岁，是济南印染厂
的一名下岗女工。

老人叫李玉柱，1918年生
人，是济南三建的退休工人，同
房泽秋无亲无故。

1979年，刚退休不久的李
玉柱突发脑血栓，导致半身不
遂。由于老人一直单身且无一
个近亲好友，当时只有19岁尚
为姑娘的房泽秋同母亲商量后
便把过去的老邻居李玉柱从医
院接到了家中。

“二爷爷，您跟着我，我来
养活您！”这一句轻轻的承诺，
到今天已经践行了三十五年。

为了给老人增加营养，家

中便常买些肉蛋和鱼虾改善伙
食，每天早上还特意给老人加
一勺蛋白粉。但由于老人不能
活动，因此产生了严重的便秘，
尝试了各种办法均无效后，家
人只得用手抠。刚开始是房泽
秋同母亲轮流，房泽秋婚后则
是同丈夫于海轮流。后来，儿子
于霄宁长到 1 0来岁时也学会
了。再后来，新娶进门的儿媳妇
王娜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能不恶心吗？”于霄宁听
到别人这样问话后回答，“刚开
始每次都忍不住要吐，特别是
有时正吃着饭呢，爷爷便打着
手势喊了起来。这样的话，不仅
饭没法吃了，接下来一整天都
没有胃口。因此，刚开始的时候
我都是戴上鼻塞，后来慢慢地
也就习惯了……”

这确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这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知
道的人都说房泽秋不容易，由
于年年月月、时时刻刻得照顾
这个非亲非故的老人，不仅要
有铁打的身子，而且要有铁打
的心理素质。

三年前，在国有企业工作、
一向乐善好施、乐观向上的丈
夫于海在下班途中突发脑溢血
去世，抛下了这个自己艰辛付
出又万般牵挂的家庭，也使于
海多次信誓旦旦一定要两口子
一起为老人养老送终的
话语成为了泡影。然而，
最为现实的还在于丈夫
的去世不仅抽走了房泽
秋的主心骨，而且让这个
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
来源。于是，房泽秋除了

经常回娘家伸手之外，便是从
自己的身上省。这些年，她很少
吃肉，也几乎从不添一件昂贵
衣服。但无论再难，也从没有让
老人受一点点难为。

周围的议论也长期地磨炼
着房泽秋的意志，“这个女人到
底图个啥呢？”三十五年来，不
管走在路上，还是在社区里，经
常有人明里暗里交头接耳或者
指指戳戳，无非是表达着李玉
柱有房产或者巨额财产之类的
疑问。房泽秋似乎练就了金刚
之身，充耳不闻，她从来没有向
人解释过，李玉柱的退休工资
从几十元一路涨来，到今天才
有2000元多一点儿，其他便身
无一物了，这便是古人说的上
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吧。但是，
李玉柱是幸运的，他什么都没
有，他却什么都有了……

房泽秋35年如一日照顾孤
寡老人李玉柱的事迹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08年，被
评为山东省十大孝星之一，
2010年又被评为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2013年，当选“山东好人”
和“历下好人”，2014年，她当选
历下区第一届首善之区道德楷
模。

征文投稿信箱：qlwbxiaoxin@
163 .com

好人房泽秋【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庆盈

右边的照片是1991年12月在家里拍的。我的母亲左边是她的大孙子，我哥哥的孩子，右边戴小眼
镜的是小孙子，我的儿子。那年我母亲62岁，已从山东省二轻厅离休，在家帮着照顾、抚育两个孙子。如
今，两个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大孙子去了外地工作，小孙子在济南工作。

左边的照片拍摄于2013年10月，济南西郊森林公园，那年我母亲84岁了，小孙子25岁，岁月就这样
在老人的白发中和孩子的成长中悄然流逝了。

悠悠祖孙情
□刘伟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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