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6 月 28 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曲曲鹏鹏

美编：马晓迪

C007-C008

公公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
抽烟。他七十岁的年纪，算起抽
烟史，足足已有五十年。“饭前一
支烟，快乐似神仙。”这是他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客厅、厕所、卧
室都是他抽烟的场所，家里天天
烟雾缭绕，婆婆没少干涉，老公
没少反对，我是干瞪眼，可是无
论家人怎么说，公公依然我行我
素。

一个人糟蹋身体过了头，就
会受惩罚。这不，前两年，公公开
始出现了胸闷、气短，不断咳嗽的
症状，去医院一检查，栓塞性肺气
肿。公公住了院，输液，吃药，半个
月后症状才缓解。出院那天，医生
说，公公的病罪魁祸首就是抽烟，
必须戒了烟，慢慢调养，不然病还
会反复发作。听了医生的话，公公
的头点得像鸡叨米。

我们都以为公公从此真的
远离了烟，可没几个月，公公又
一次进了医院。在婆婆和老公的
逼问下，公公承认自己在外面偷
偷地抽烟了，婆婆当场泪奔，老
公气得用手捶墙。医生也摇摇头
说，如果再这样抽下去，生命大
概只有两三年时间了。毕竟活着
才是王道，回家后，公公信誓旦
旦地说，这回是彻底戒烟了。都
到人命关天的份儿上，我们信了
公公的话。

不到两个月，公公又嚷着难

受，没办法，再一次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公公没戒烟，不然不可
能这么快就复发。看着在病床上
虚弱的公公，老公长叹一声，跑
到屋外，眼泪哗哗地流。我知道，
公公一住院，全家就乱套，护理
要有人，看病要花钱。更重要的
是，老公是个孝子，他希望父亲
多活些岁月。

公公出院后，老公把公公的
钱没收了，一再叮嘱和公公常来
往的朋友不要递烟给他。一有时
间，老公就陪公公一起下棋、散
步，分散他的注意力。因为营养
跟得上，又没烟抽，公公的身体
慢慢好转，有些小毛病也不用住
院，吃点药就解决了。我对老公
说：“是不是不用再像防贼一样
防着爸了？爸不会再抽烟了。”可
是老公说：“不行，不跟紧，不监
督，说不定哪天他烟瘾犯了，就
又抽起来了。”我想了想，真是这
个道理。烟瘾易戒，心瘾难戒。

一事未平一事又起，公公的
身体刚刚好转，婆婆又得了脑
梗，虽然经过医院的治疗，但还
是落下了行动不便的后遗症，需
要拄拐杖才能慢慢挪动。医生说
了，得了这种病，应该保持愉悦
的心情，要多走动才能利于身体
的恢复，坐着不动，很有可能就
瘫痪了。

说来也怪，病后的婆婆性情

大变，通情达理的她变得十分任
性。或许是挪动比较困难吧，婆
婆整天坐在躺椅上不愿动，即使
是上厕所，也不愿意自己走，护
工拿她没办法。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弄不好
就真的瘫了。老公心急如焚，和
婆婆讲了很多道理，可是婆婆就
是不为所动。怎么办呢？老公无
奈使出了杀手锏：每天下班回到
家，就把婆婆从躺椅上拽起来，
强迫婆婆自己挪动，不达到锻炼
目标就不许坐下。刚开始婆婆哭
闹不休，但老公不为所动。婆婆
见哭闹无效，只得听从了儿子的
安排，慢慢地，婆婆的挪动越来
越轻松了，心情也慢慢好了起
来。

其实在我们小区，任性的老
人也不少，这不，李家的大爷有
高血压，他的女儿天天得监督他
吃降压药；高家的奶奶有糖尿
病，儿子就提防着不准她吃糖分
多的东西……

老小孩，老小孩，人老了就
像个孩子，这句话说得真不错。
老人有时难免糊涂，难免任性，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作为晚
辈，我们应该学会当父母的监督
员，督促他们调养爱惜自己的身
体，让他们享受健康晚年。

当好父母的监督员，也是一
种孝啊。

□覃寿娟

当好父母的监督员

【【家家有有长长辈辈】】

【父母心声】

□郭华悦

女儿刚出嫁那会儿，真可谓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其实，在这点上，我们两个
老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小
就把女儿当宝贝一样，疼着宠
着，舍不得她做一点点家务。所
以，女儿从小到大，一直过着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这种
情况下，怎么可能因为结婚就来
个大转变？

刚结婚的时候，因为住得
近，女儿几乎天天往家里跑。女
儿的新家和我们的房子隔着两
三座楼，走路五六分钟就到了。
女儿中午过来，打包带走小两口
的午饭和晚饭，还留下一大堆要
我们帮忙洗的衣物。

说心里话，我们很愿意帮女
儿的忙，退休了，也没啥大事，多
做两个人的饭，多洗两个人的衣
服，真没啥大不了的。问题是，这
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女儿和女
婿那边开始有了不和谐的声音。

也难怪，新婚夫妻恩爱甜
蜜，再多的问题也往往不当一回
事。可当热恋的情绪淡了，进入
了琐碎的柴米油盐生活，这日子
难免就有矛盾了。易地而处，若
是结婚后，发现妻子不会洗衣做
饭，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自理，

你会怎么想？
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和老伴

才惊觉，以往对女儿的宽容和溺
爱，很有可能是在帮倒忙，最后
反倒会害了女儿。虽说如今是男
女平等的社会，家务活儿不一定
都得由女方来承担，但若是将家
里的担子全都让男方扛着，这不
也是一种不平等吗？

女婿工作忙，而且说到底，
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
中，女方始终需要对家庭付出得
多一点。也正因如此，两人不时
会有些小矛盾。比如，女婿一回
到家里，面对着冷饭冷菜，还有
一屋子的脏衣服，心情怎么好得
起来？

有一天，当女儿又到家里
“蹭饭”的时候，我和老伴意味深
长地将我们这阵子的所思所想
坦诚相告。我们告诉她，不是不
爱她，相反，就是因为太爱她、太
疼她，希望她以后过好日子，所
以才决定让她自食其力，锻炼她
理家的能力。

听我们这么一说，女儿也低
下了头。那阵子，她和丈夫的矛
盾也让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过
下去了。女儿不是不懂事，只是
以前被我们宠坏了。当我们告诉

她以后不会再让她“蹭饭”，也不
会再插手她家的家务时，女儿点
着头保证，一定会自立自强。

当然，说得容易，做起来肯
定很难。那阵子，尽管我们不再
帮女儿做家务，但却担负着“指
导员”的角色，充当女儿的“技术
顾问”。一开始，面对着笨手笨脚
的女儿，我们实在是啼笑皆非。
闹了不少笑话后，女儿开始慢慢
上轨道了。

女儿做的饭菜，从一开始的
难以下咽，到后来也算是色香味
俱全；女儿洗的衣服，件件都干
净整洁。大半年下来，女儿从一
个不合格的妻子，成了如今优秀
的家庭主妇。

这样的转变，受益的不仅是
女婿，还有我们。女儿以前天天
来“揩油”，如今依旧天天回家来
看看，但却是帮忙，帮我们洗衣
服，帮我们做饭。不仅是自个儿
的家，就连父母和公婆的家，都
让女儿打理得井井有条。

吃着女儿做的饭菜，穿着女
儿洗的干净衣物，我和老伴都满
心感慨。爱儿女，疼儿女，有时不
仅仅需要宽容，还得要狠着心，
让他们学会为人处世的必要技
能。

狠着心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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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省吃俭用积攒了几
万块钱，照老办法，存在银行
吃利息。

那年年底，公公的老同
事刘叔来家玩，闲谈起以前
的老朋友，不是做生意，就是
投资入股，听说都赚得盆满
钵溢的。公婆心头一动，有些
眼红，可叹自己没门路。

刘叔就说，他开的批发
店想扩大经营，手头资金不
足，想邀公婆入股，有钱大家
一起赚。婆婆是个谨慎的人，
多了个心眼儿：赚钱是好，如
果赔了呢？这可是我们老两
口将来养老看病的钱，赔不
起啊。刘叔也不勉强，转而提
出新建议，向公婆有偿借款，
一万元钱每年付一千元钱的
利息。公婆一听动了心，这比
银行利息高多了。刘叔保证
说，不管赚钱赔钱，都不会让
你们吃亏，有欠条为凭嘛。最
后，公公与刘叔一起到银行
取了两万元钱。

当天晚上的饭桌上，公
婆高兴地向我们“汇报”他们
的得意之作。我一听，就觉得
这事不靠谱。婆婆说，都是多
年的老朋友了，有啥问题，就
是关了门，他也不会不认账。
说多了，二老脸上就不好看
起来，我们也只好静观其变。

第一年，刘叔倒挺守信
用，到年底就送来了利息。婆
婆把那一小叠钞票拿给我们
看，我笑而不语。还能说什么
呢？人家用铁的事实粉碎了
我的质疑。

第二年，利息未能及时
送到。春节过后，刘叔才上门，
说是现在生意难做，外欠款
多，请老朋友体谅。公公答，谁
没有难的时候呢？分别时，两
个老朋友紧紧握了握手。

第三年，刘叔迟迟未上
门。公婆找个借口去刘叔的
批发店坐坐，看到的却是生
意惨淡。刘叔皱着眉头解释，
辛苦做一年，没挣到一分钱，
房租水电都吃老本，难啊！看
到老朋友面临如此困境，公
婆心一软，要钱的话再也说
不出口。

我劝公婆，趁早把钱要回
来，免得最后落空。公婆却说，
多年的朋友，面子上过不去。

这一拖，就是小半年。等
公婆听说刘叔的批发店早已
关门大吉、人家老两口也到
南方儿子家哄孙子去了时，
打刘叔的电话，停机，没人知
道他家儿子的联系方式。婆
婆急火攻心，病倒了。我和老
公好言安慰，小心侍候，总算
平安度过。

后来，不甘心的公公四
处托人打听，终于打听到刘
叔的新电话。经过交涉，刘叔
最后把两万块钱汇了过来。
但老朋友的脸皮几乎撕破，
看来以后是难见面了。

借出去的钱，差点成了
泼出去的水，好险！借钱有风
险，高息须谨慎，投机取巧的
事，不是咱平常人家做得来
的。这就是我们家的教训。

□杨莹

借出的钱

泼出的水

【家事直播】

【心香一瓣】

就想来看看你
□吕春梅

绕过千山万水，跳过一望
无边的绿，凝望着那一抔黄
土……

不知为何，早上，这样一幕，
如同电影的镜头一样，定格在
我的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又到农历五月季，我又开
始无比想念你了。是的，想你
了，我的父亲。再过几天，就是
你的生日了。没别的，就是想
来看看你。只是看看，也能心
安。

一种想念的情绪就这样飘
开。可记得，我还在读中学时，一
个周末放学后，我跟着你一起
回家。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上，放
着新买来的一台黑白电视。“家
里终于有电视了。”我屁颠屁颠
地跟在你身后，满心欢喜。大学
毕业后，我工作了，漂在济南，然
后有一天，我用自己的工资买
了一台彩电，装上长途汽车，费
了好大的劲儿，搬进了你的屋。

忘记了是哪一年，我从济
南赶回家后，浑身不适。你蘸着
白酒，用满是老茧的双手，用力
地给我搓背。那一夜，我睡得很
香，没有做梦。第二天，所有的不
适都已散去。到了刻骨铭心的
2006 年，你手术时，等在外面
的我看到医生取出的肿瘤，我
控制不住，号啕大哭。但等你
出手术室时，我早已擦干眼
泪，笑脸相迎。恍惚间，我有了
一点迷信，匆匆跑去买了一款
观音玉，亲手挂到了你的脖颈
上，希望伤痛游走，平安长存。
虽然过后方知，这份希望仅有
短短六年。

接下来的岁月，并不都是
快乐。生活的主题，永远伴随
着痛感。有段日子，我全力地、
拼命地想让你获取那种实实
在在的归宿感和所谓的幸福
感。而此时，我却在想，我是不
是错了。如果有些事，我选择
顺其自然的话，你是不是陪伴
我的时间能更久些。

可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
么用？你已经走了。你走后的日
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能原
谅所有，包括人和事，甚至一度
把目光投向了空门。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
句话，大体意思是：懂得宽容是
灵魂最高贵的地方。于是，我开
始学会做到宽容，无论对人、对
事，还是对自己。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要
归结于你，你对我的抚养和塑
造。是的，你走了，可我依然能感
知你的爱，依然能捕捉到你凝
望的目光，温暖而慈祥。是的，因
为父亲的爱，没有条件，也没有
终点。

爱你，我的父亲。


	C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