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儿的名校路
□李贞荣

2013年春，美国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陆续收到了，女儿报考了六所大学，收
到了五个大学的offer。

尘埃落定，可是还有好多的准备工作
要做。首先要做的就是离开父母后的自理
能力。说心里话，哪一个家长都是首先让
孩子学习第一，干家务其次，甚至是不干
家务。我也一样。一天晚上吃罢饭，女儿说
能不能让我自己试着生活一周，您们去山
大那边住，我自己在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
拾房间，给我留下200块钱就行。

一周，真的一周，我们没有联系。第七
天下午，女儿打电话，让我们回家吃饭，我
和她爸爸一进门，一桌子的菜，我数了数，
6道菜外加一个蛋花汤，什么辣椒炒肉、西
红柿炒鸡蛋、炝芹菜、炒西葫、炖茄子，还
有一个苦瓜蘸蜂蜜，呵，都是家常菜，颜色
搭配得很好，真是色香味俱全。

饭罢，女儿给我们讲起了这几天的
生活经历和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她说一
开始的一两天，一直在网上找怎么做菜
的视频，什么菜和什么菜搭配，过去一到
点就吃饭，真自己做了，就不知道程序
了，盐放多少啊，酱油何时倒啊。特别是
她说买了一个西葫才四毛壹分钱时，她
平生第一次觉得平时买的那些小零食都
太贵了，好几块钱才那么一点点，而且这
好几块钱能从超市买多少菜呀。就是从
那时起，她没再买过一次零食，也没再乱

花过一分钱。一周下来，100元都没有花
完。一周时间，女儿理解了千算万算不如
点火做饭的道理。

这之后的一个周末，女儿又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去饭店应聘服务员。

我们住的周围有好多家饭店，有一
天上午十点多钟，她到楼下一个饭店，问
人家饭店要不要服务员，老板没在，接待
她的是一个老太太。估计是那种家族式
饭店，老太太就问她干过吗，她机智地回
答给商场撒过传单，其实这是之前我给
她说过让她可以节假日去商场练练手的
事，没想到她用在这里了，老太太又问她
一天要多钱？女儿说50元。那好吧，你就
在门口招揽客人吧。

就这么着，女儿上岗了，老太太给了
她一大摞宣传单，她就很认真地对过往的
行人说，叔叔阿姨吃饭吗？有优惠了，到屋
里坐吧，就这样喊着叫着，站了很久，还真
有好几拨食客进屋，女儿很有成就地把他
们领进饭店，并招呼食客落座，然后很麻
利地将菜单递过去，像模像样地给人家点
菜，那个熟练劲啊，根本看不出是刚刚拉
进来的，点完菜，她又出去了。从老太太答
应她在门口撒传单，到下午2点多忙活完
吃中午饭，她告诉我那个饿啊，站了好几
个小时没喝上一口水不说，饿得她都快站
不住了，和店员坐下来一起吃饭时，第一
次狼吞虎咽吃了两个馒头。

饭后，老太太说，孩子，晚上还早呢，
你先回去吧，她觉得怎么着饭店老太太
也得给她付二十或三十元工资呢，没想
到钱的事只字未提。女儿也没敢开口。回
到家，背起书包就去了培训学校。这次过
后，她更加理解了父母挣钱的不易。

2013年的8月，女儿如期飞到了美国，
开始了本科四年的大学生活。去年暑假
之前，女儿和我微信说想做一件有意义
的事，我问啥事，她说想在本科这四年当
中，横穿一次美国，借此来体验一下东西
海岸的生活感受，于是她对我说了她的
想法。开车去飞机回。一切准备妥当后，
女儿上路了，一路上她那个美啊，每开到
一个州一个城市，美丽的乡村风景，配着
她那靓丽的身影，一张张地传递到我的
眼前，美啊真是美，我说美国就是个大农
村，她说她喜欢路上的感觉，对，我也喜
欢在路上。

今年五月，我去美国参加了她的毕
业典礼，看着女儿手捧毕业证书，从台上
走过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日子过得
好快啊，还没感觉呢，女儿大学已经毕业
了！一眨眼的功夫。

女儿本科毕业的同时，还被哥伦比
亚大学录取，成为一名哥大的研究生。哥
大，就是我们2011年去美国参观的第一个
常春藤名校。为了这一天，女儿付出了很
多，值了。

公鸡和手机
□樊磊

毕业那年我在家等待分配，看着一起
毕业的同学都参加了工作，我心里说不出
的难受。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告诉我，县直
各学校都缺老师，找个大小的领导都能分
进去。父亲和我搜索遍了所有亲戚朋友，
也没有找到一个当领导的。我埋怨父亲没
本事，父亲骂我没能力。

突然有一天，父亲告诉我他终于想到
了一个亲戚在县里当官，是我的一个表
叔，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催促父亲赶快
去找找表叔。父亲也很兴奋，拿出了两瓶
他所认为的好酒，又让母亲抓了两只大公
鸡，这是家里最体面的礼物了。

第二天是周末，因为离县城很远，我
和父亲早早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天气虽
然很冷，但我和父亲轮换着骑自行车，有
说有笑，既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累。父
亲给我讲以前表叔和我们家关系是如何
如何的好，我爷爷和奶奶对表叔如何如何
的好。我听着舒心，甚至开始幻想参加工
作后的美好生活。

费尽周折才找到表叔家，表叔和表婶

都很淡漠，父亲却努力装出一副很亲密的
样子，坐在沙发上讨好似的和表叔闲谈，
不外乎就是拉近两家的关系。我看得出表
叔很厌烦，爱搭不理。但我又不能打断父
亲，只有呆呆地站在一旁。话刚入正题，表
叔就委婉地拒绝了，父亲近乎哀求，表叔
却一直强调“这事办不了”。最终表叔也没
有留下我们拿去的公鸡和酒。

回家的路还是那条路，只是我觉得很
长、很冷、很累。

回到家，父亲赌气把两只公鸡炖了，
我们爷俩喝光了那两瓶酒。后来我知道，
以表叔的权力完全能轻松地给我分配好
工作。

多年以后，表叔领着儿子来我家了。
表弟不像我一样发呆，而是直截了当地给
我说明他们的来意。表弟想进入省城的一
家国有公司工作，但公司的条件比较高。
表弟辗转打听到公司的老总和我是大学
同学，想请我帮帮忙。表叔也是努力装出
一副很亲密的样子，就像当年父亲和他套
近乎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没有父亲那般的

低声下气。
这是轮回，还是报应？我突然有种想

报复的快感。我完全可以拒绝，但我和父
亲都没有做到。父亲似乎在瞬间感觉到
自己的地位提升了许多，命令般地让我
赶快给同学打电话。父亲炫耀地对表叔
说：“这事包在俺爷俩身上，那个老总一年
得来看我两回！”我当着表叔和表弟的面
给我同学打了电话，同学不假思索就答应
了。

表弟送给父亲两瓶价值不菲的好酒，
送给我一部手机，被父亲和我拒绝了，就
像当年表叔拒绝我们带去的酒和公鸡。我
想，父亲和我的想法一样，这不是对他们
的报复，不是让他们难堪，不是让他们欠
我们人情，不是以此来表明我们的无私与
高尚。我们内心有一个最朴实的想法，亲
戚朋友之间，甚至是人与人之间，有困难
的时候，大家应该彼此互相帮助，不图名
不图利。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不能在
乎地位的高低，贫富的差距。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是情义！

有
故
事
的
人

近距离“邂逅”死神
□潘万余

当兵十五年，干过最惊心动魄的事，
或者是最像军人该干的事，当数1994年
那场我与死神最接近的演习，现在每每
回想起来，那种自豪感还是不住地升腾，
溢满心头，就是觉得自己挺爷们儿，并且
绝对对得起“班长”这个兵头将尾的称
号，但偶尔也会有些后怕，差点就把自己
给交待了。

1992年底，我参军来到青州市尧王山
下的某双大功团，新兵连结束没多久，我
又到师部教导队参加预提班长集训，结
业归队后分配到三营机枪连，以副代正
成了一班之长，出操训练、娱乐劳动，我
用自己的言行逐步取得了班里战士们的
信任。转眼到了1994年，我成功由副班长
转正，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也有了考军校的念想。

某日，部队接到拉动至胶南某地开展
年度军事演习的任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
天职，坐在大军卡里我们兴奋不已，到达
预定演习地域后，分训、合训、预演……一
晃过去了十多天，我们排像往常一样配属
步兵六连在攻击预定位置做最后的“战
斗”准备，尽管训练时天天强调敌情观念，
但大家的表现好像更多的是演习的“演”，
知道演习指挥部看不到隐蔽在山谷凹地
的我们，所以还和训练时一样，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突然一阵密集的炮火声震耳
欲聋地响起，原来演习进入红方进攻前炮
火准备阶段，152加农炮从几十公里外往
演习阵地倾泻，战斗机也从空中发射弹
药……当兵几年，我们都没见过这阵势，
一些人爬到谷地的坡沿上，好奇地往外
看，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哎哟”声把大
家的视线全都吸引到了一起，我们排长应
声倒地。我离他也就两三米远，看到他捂
着左大腿，我猫腰走近一看，迷彩服布条
陷入肉里，白花花的肌腱在血红的肉里突
兀着，让人心悸。后来我回忆，我似乎就看
见那枚弹片飘飘忽忽地飞来，击中排长的
腿。排长不停地呻吟着。阵地上一下子乱
了套，六连也不管我们，开始往“后方”撤
离，我们排的人抬着排长也往后撤，我脑
海里突然一闪，那么多武器在阵地上要是
丢了就麻烦了，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那么
大勇气，我自告奋勇主动申请留下来看守
武器，居然还有一个“新兵蛋子”不知深浅
地要留下来陪他的班长。偌大的谷地里就
剩下我们两人孤零零地“相依为命”。“敌
情”观念在那一刻，一下子全被激发了出
来，平时训练时追求的战术动作要潇洒要
有力度，此刻被怎么以最快的速度趴下隐
蔽起来而取代。炮弹弹片划破空气的“嗖
嗖”声不绝于耳，我好像对曾经的战斗英

雄所介绍的，他是如何听声鉴别弹片是否
冲着自己飞来的技巧，顿悟了。担心枪械
被弹片砸坏，我指挥着小梁和我一起利用
炮火间隙快速将枪抱到安全处。那时的我
们被激发得力大无穷，七十多斤的高射机
枪和三十多斤的重机枪一个胳膊夹一个，
手上还能拎着弹盒，猫腰快速前进。

我和小梁一前一后趴在一道坎的斜
坡上，旁边的树枝被弹片不断地砸断，堆
在身后的玉米秸秆垛被弹片砸得沙沙作
响。小梁发抖的屁股就在我眼前，因为抖
动不自觉地滑向外侧的一条腿随时都有
可能被弹片伤到，我一把抱起他的两条腿
贴在怀里，安慰他放松。他颤抖地问我：

“班长，我去抱点玉米秸盖身上吧？”我赶
忙喝止！“现在出去就有可能被弹片打到，
再说玉米秸能挡得住弹片嘛！”现在想来，
那时的我作为老兵，作为班长的那份责任
感、使命感简直爆棚了。

怎么完成的演习，怎么回到的驻地，
我都已经没有了印象。留存在记忆里的
自豪感远远大于经历过生死后的后怕。
如今，退出现役已经多年，保持军人强烈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发扬军人荣辱不惊，沉着冷静的优良传
统，做一名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共产
党员，是我不懈的追求。

母亲和女儿
□杜新英

我母亲，曾经是我最看
不惯的一个人。

她这个人的性格，如果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愚善；
一个字形容，就是傻。一辈子
吃亏，一辈子不会变通！人家
吃一堑长一智，到了她这里，
同一个人，同样的伎俩，坑她
一万次，她也不长心眼，照样
上当。说话直来直去，也不管
对方是什么人，再有权有势，
欺负人让她看见了也直接批
评。这一点，身为她女儿，我
最深恶痛绝：怎么一辈子都
学不会说话前先想想对方是
什么性格，怎样说话既能达
到自己的目的，又能让对方
高兴呢？

到底是自己的母亲，看
她吃亏多了，忍不住像教孩
子一样，指点她一下为人处
世之道，没用！教一万次，她
还是那种思维。永不开窍，永
远不合时宜！

吸收她的经验教训，她
的女儿，一个个都成了精明
能干的亦舒女郎，开口前先
察言观色，用词委婉，举止得
体。

再能干的亦舒女郎，做
母亲以后也是很受磨炼的。
孩子刚上幼儿园的那一年，
老是生病，大冬天的，烧成肺
炎。每天厚着脸皮跟领导请
假，大冷天抱着孩子站大街
上等车，成天省立医院、儿童
医院地跑，跑来跑去输了十
几天的液，化验血象还很高。
各医院病床紧缺，再怎么灵
活也住不上院。后来联系了
空军医院，万幸儿科还有空
床，于是在雪花飘落之前，终
于入住病房。大雪纷飞的时
候，是夜晚，我骑着车往单位
赶，手脚冻得没知觉，心里还
很得意：孩子和母亲藏在温
暖的病房里，不用挨冻！那个
冰冷的夜，我突然想起很久
之前，母亲跟我讲过的一件
事：我四五岁的时候，也得过
肺炎，在家发烧很多天，卫生
室越治体温越高，最后烧到
了40℃，母亲怕我烧出危险，
就用棉大衣把我包好，大半
夜抱着我出了门，雪地里步
行十里路到了镇上的卫生
院，总算保住了我的命。母亲
说：“那天晚上真冷啊！手都
冻僵了！怕你灌了风烧得更
厉害，一路上我也没敢换姿
势。”

以后每逢寒冬夜晚走在
路上，下雪还是不下雪，我都
常常会想起这句话。孩子一
天天长大，做母亲的酸甜苦
辣，我一天天体会。我一个孩
子尚且如此，我妈四个女儿，
当年是怎样熬过来的？

母亲一天天衰老，记忆
一点点退去。我日复一日地
看着，无能为力。未到中年，
已经感受到了龙应台《目送》
的滋味。怎么办呢？有空就带
她出去游玩，回家就跟她闲
聊，她的近期记忆遗忘得已
经差不多，就专跟她谈她年
轻时候的经历。她说话更直
了，谁对谁错都要指出来。鸡
毛蒜皮的小事有必要分是非
吗？我一边挖空心思地想话
题，一边在心里暗笑。

职称前途很重要，但是
有父母重要吗？

老人和孩子一样，需要
的都是陪伴。

骄傲的亦舒女郎一回到
家就成了东家长西家短的长
舌妇，我还很庆幸：总算在
母亲的有生之年，我懂得要
做一个体贴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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