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第一桶“经”
□杨莹

重男轻女

让我自立自强
□刘桂荣

20年前，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某
小镇工商所上班。从单纯的校园步入
复杂的社会，一切从零开始，我心里
既忐忑不安，又充满信心。

报到第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喝了
白酒，那又辣又涩的滋味，一辈子难
忘。在酒桌上，我留给单位领导和同
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腼腆、老实、不
善言辞，酒量还不行，仅喝了二两就
晕了，还再三推辞，不够豪放。当时流
行一句话：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
干部要培养。照这个标准，我是没有
培养前途的。

虽然不具备混上一官半职的“先
天”条件，但我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
识，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从没有因喝醉
酒而出过丑。

或许是因为我不善饮酒吧，最终
我这个大学毕业生，没能发挥专业优
势，而是走上街头去收取管理费。

记得第一天跟着管片站长来到
市场，他简单介绍了我将要管的摊位

后就离开了。我像是被人抛弃在汪洋
大海，内心惶恐而茫然地站在市场中
间，四周是闹哄哄嘈杂的街市声，不
知如何是好。

拿着站长给我的管理费小票，我
东瞅西看，从哪一家开始收呢？人家
会理我吗？会不会像报纸上写得那样
被骂甚至被打？

就在这时，身旁一个挎篮卖菜的
大妈招手让我过去，她从口袋里掏出
两毛钱递给我，说：“我先交。我家姑娘
也在工商所上班，我知道你们挺不容
易的。”我至今记得她那善良的微笑，
她使我明白，人与人之间，只要相互
理解，互换角色，就能和睦相处。

慢慢熟悉了市场的环境，我学会
了与老百姓打交道，那就是：你敬我
一尺，我敬你一丈，以诚换诚，以心换
心。我称呼他们大叔大婶大哥大姐，
他们则亲切地叫我“小羊娃”，说我是
他们见过的最特别的机关干部。

那时单位的年轻人多，大家吃喝

在一个锅灶，工作、生活都在一个院，
亲如一家人。时间一久，我身上那层
大学生的光环渐渐褪去。我发觉，与
同事相比，我除了多读了几年书、会
写一手好字外，还真没有什么优势，
尤其在生活上，有时还显得有些弱
智。我不会用煤炉生火，不会做饭，甚
至，年底单位给每人分了几斤鱼，我
竟然不会拾掇鱼。看我手忙脚乱半天
也没把鱼肚剖开，同事阿华直摇头，
她一边笑我笨，一边夺过我手中的
刀，给我做示范。看她麻利的样子，我
由衷感到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我要
学的还有很多。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我也从职
场菜鸟变成熟悉业务的达人。

大学同学聚会，在银行工作的
同学话里话外炫耀自己挣到的人生
第一桶金，并问我在乡下呆了一年
有啥收获？我淡淡一笑，钱是一分都
没存到，却收获了许多经验，这也是
我的人生第一桶“经”。

12岁那年卖豆腐
□王冠先

1962年，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
那年我刚12岁。

为了供我上学，爷爷奶奶与父
母绞尽脑汁想办法挣钱。合计来合
计去，决定做豆腐卖豆腐。

腊月到正月，农活不太忙，豆腐
也较好卖。进了腊月，我放了寒假，
父母就让我去卖。

我们庄子小，父母让我到3里地
外有集的大庄上去卖。但是问题来
了，我的身高当时还没有武大郎高，
因此豆腐挑子根本挑不起来。爷爷
就把绳子挽了两挽，豆腐架子才勉
强离地。就这样，我一步三晃地出发
了。

庄头横着一条小沟，我想努力
大步跨过去。没想到一跨，前面的豆
腐架子一悠便磕到了沟沿上。这一
磕不要紧，豆腐筐子便立着掉到了
地上。一磕一掉一摔，一个豆腐全成
了“豆腐渣”。我吓得六神无主，大哭
起来。幸好一位过路老者将我劝住，
并帮我扶起豆腐架子，整理好豆腐
挑子。我只好挑着那个烂豆腐“打道
回府”了。

仿佛一切都在爷爷奶奶意料之
中。看到我哭得泪人似的进了门，爷

爷奶奶一切都明白了。“好在冬天天
气冷，东西能放得住”，奶奶说，“自
家过年也要用豆腐，那就用水冲冲，
留着过年吃吧。”

第二天出门前，爷爷鼓励我：不
要因为怕跌倒就不学走路了。我点
了点头，挑上挑子又出发了。临走，
父亲嘱咐我：“天要是晚了就在集上
买个馍吃！”

可喜的是，那天的生意特别好，
有两个大客户把豆腐买走了一大
半。不到中午11点，豆腐便全卖光
了。那年头，一年到头捞不到一个馍
馍吃。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买个
馍馍吃。”收了摊，赶紧跑到馍馍房
买了两个，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回到家里，父亲算着账不大对，
我说我在集上买了两个馍馍吃了。
父亲说，我告诉你的是“天要是晚
了”，可现在天还不到晌午饭的时候
呢？我说我光想着买两个馍馍吃，把
天晚了的事给忘了。父亲一向很严
厉，但这次没有责备我，反而笑了。

一次一个比我高半头的姑娘说
买五毛钱的豆腐，称完，递给我五元
钱就走。我喊她：还没找钱呢！她头
也不回地说：“那就是五毛钱。”我怀

疑她不认钱，心却紧张地扑通扑通
直跳。五块钱啊，我一个月也挣不
来，再说我们家多么需要钱啊！可我
立即想起了爷爷“童叟无欺”的话，
追上去喊住她，并找给她四元五毛。
我走后，她又从家里追出来告诉我：

“你真好，不坑人，秤头也高，大人说
以后还买你的豆腐。”

开学前一天，我照常去卖豆腐。
走到半路，突然见对面走来一个人，
像是我的班主任苏老师。我急忙想
躲开，可空旷的田野，上哪儿躲去？
只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走到跟前，
我放下挑子，红着脸叫了声苏老师。
苏老师一看是我，又惊又喜。他弯下
高大的身躯，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

“学会卖豆腐了，行吗？”我说：“行！”
苏老师眼里流露出一种惋惜、赞叹、
怜悯、感慨兼而有之的复杂目光。那
情景，极像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肖
涧秋见到挑柴的学生王福生。苏老
师凝视了我一会儿，临走叮嘱我：

“明天开学，别忘了！”
开学了，我照常去领助学金。我

发现我的助学金比上学期多了1元
钱。我明白了苏老师那复杂目光的
含义。

我
的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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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深处有远方
□郭学栋

25年前，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的
技工学校上学。花花世界和青春期催
化了萌动的春情和诗意。我在诗歌中
假想艰辛的人生和酸楚的爱情，然后
又把这些自以为是的“天才”之作投向
各大报刊。石沉大海之际，却收到了诗
刊社一封交流研习的邀请信。虽然学
习费用全部自理，但对于一个农村孩
子来说，无异于应邀到中央开会。1995
年4月，“青年诗人”不顾师长父母的劝
阻，执意进京赴诗会了。

培训结束，组织者征取了每位学
员的一到两首作品集成了一本叫做

《青年诗人》的册子，作为本次研习的
成果和纪念。诗集拿到手，我从头翻到
底、从目录找到内容，始终没有发现自
己报送的作品。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写
的那些东西，是连这种内部印刊也登
不上的。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跟
岩石、钢钎和炸药打交道的矿工。从都
市的繁华到200米的地下，这，就是理
想与现实的落差！

在巷道的尽头，昏黄的灯下，我手
持风钻凿击岩壁。头顶脚下，前后左右
尽被岩石包围，噪声与振动无处发泄，

全部传给了血肉之躯。双手被钎杆和
矿石划开了口子，每次往钻孔里填装
药卷，都被铵梯药粉杀得又痒又痛，权
当用炸药给伤口消毒了。结束每天的
沉重劳作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能在
休息硐室找到一块干燥温暖的地方将
酸痛的躯体放平躺下，连重返地面的
欲望都没有了。有一次作业中，距我们
不远处的巷道顶板突然冒落两块八九
吨重的巨石。我惊魂未定，师傅却像孩
子一般兴奋地拍起了手，因为我俩刚
才还在塌方的地方小憩，他在庆幸捡
回来两条命。我就这样被“困”在井中。
天涯海角和美丽邂逅只能在诗中幻
想、爆发。

离开井下成了我那时唯一的目
标。八小时之外，我重新拾起英文书，
并着手补充高中课程，开始了一个知
识改变命运的规划。然而计划不如变
化快，一年后，单位公开选拔企业宣传
人员，我通过笔试面试顺利入选，从此
脱离危险繁重的井下劳作。

之后很久的某一天，我到矿工浴
池退换已经长期闲置不用的更衣柜，
当柜门打开的一刹那，就像打开了一
段尘封的记忆,不禁令人动容：曾被汗

水、泥水、油渍浸透的工作服静静地挂
在那里，早已经风干了汗臭，变成了一
张硬壳，像大山的褶皱，像沉默的化
石，带着那凝固了的疲乏……

多年后的一天，我在整理书柜的
时候又看到了那本差点丢掉的《青年
诗人》，随手一翻，我曾不止一次寻找
无果的那首小诗竟然出现了。直到现
在我也不肯承认是由于以前的粗心视
它不见，而坚信这是一个神秘事件。

而那首小诗的名字，恰恰叫做《挖
井》，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没有规矩/然而我知道我是向下
的/我渴急了/必须汲取地层深处的灵
泉……/即使有一天我死在途中/我也
会睡得很实/就像没有找到奶头/挣扎
疲乏的婴儿。

有时回首自己的人生之路，大都
像在迷雾之中，偶尔能辨出的几处灯
光，却是在那段永生难忘的井下岁月
中。那时人在井下，心生向往，躯体极
度劳累，精神空前焕发。而现在的体面
和安逸却像一张温床让人难以自拔。

我不知道，我的现在是不是那时
向往的远方，抑或那时正是现在的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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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出生，就注定了我的命
运应该自己主宰，因为我是不受
父亲欢迎的女孩。

自我记事起，看到的都是
父亲的白眼，听到的都是父亲
的吼声！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
爷爷用秫秸给我做了个小拧
车，一拧吱吱地响。我正玩得高
兴，父亲从地里挑着豆棵回来，
看爷爷哄我玩，没给他帮忙，抡
起扁担就要拍死我！幸亏爷爷
拉得紧，吓得我浑身发抖！

别人家的孩子七八岁就上学
了，因为我是女孩，十岁了，父亲
也不让上学。任凭学校的老师和
邻居怎么动员也无济于事。

无奈，我报了大人的识字班。
识字班里我最小，可学习最好。老
师看我年龄这么小，又有天赋，觉
得不上学怪可惜的，就三番五次
到我家做父亲的工作。

十岁那年，我终于上学了！
在班里，我成绩排第一。在家

里我是老大，放学回来，家务活一
样也不少干，推磨推碾、浇地、帮
父亲捉烟虫子……那时候，一家
人吃饭的面粉、糊糊糁，都在磨碾
上推。我经常推着磨碾背课文，有
时要推到半夜。因睡眠不足，第二
天早晨，眼睛都是肿的，头嗡嗡作
响。我仍然克服困难，刻苦学习，
还当上了学习委员。作文几乎每
次都被老师当范文读。

1963年我考入了东平五中。第
一学期的学费是十一元。

麻烦又来了！为了这笔学费，
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继续上了。
班主任到家里劝说，没有说通。临
走时，老师对我说，你要坚持到
底，千方百计，也要上学。

第二天就要开学了，时间不
等人。夜里，父亲已经睡下了。我
悄悄推开门，走到他的床前，想开
口，又不敢。我蹲下，起来；起来，
又蹲下……心在怦怦直跳！虽然
我以前从没敢叫过他爹爹，但这
一次，我终于鼓足勇气，叫了声

“爹爹”！
父亲惊醒了。我向他哭诉我

的心愿。父亲拍着胸脯说：你爹没
有钱啊！我再三请求，抽咽地说不
出话来！最后父亲终于应下来了。

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了，我能上中学了！

在初中，我学习仍然很刻
苦，先后当过文娱委员、学习委
员、团支部组织委员。初二时，
一次作文题是“难忘的一件
事”。我把晚上求父亲上学的过
程，原原本本地记下来，真情实
感，动容，动情！这篇文章被初
中三个年级的老师当作范文朗
读。这下子轰动大了！从此，我
得了个绰号———“刘作家”。

1970年，文凭到手，我上班领
工资了。

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我就
拿出17元给父亲，让他买了一
头小猪。向他暗示，女孩子也能
上班挣钱。

在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我始
终自强不息，努力工作，来证明女
孩子的实力。

我退休了，父亲也老了。
这些年里，父亲铺的盖的，

穿的戴的，全是我买。没有少过
他吃的零嘴，没有缺过他的零
钱。每年通了暖气都要把他接
来过冬。父亲活到90岁，我始终
很孝敬他。我不怨恨父亲，重男
轻女不是他的错，是封建思想
的残余。我要感谢父亲，要不是
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我不会
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直到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仍然保留
着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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