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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受受““隔隔辈辈亲亲””
宫焕臣

有了小孙子后，体味出“隔
辈亲”的喜滋美味。前些年，我
对“隔辈亲”的说法不太认同，
对一些老同事过分宠爱孙辈觉
得不可思议。两年前，小孙子的
出生，让我的观念大转弯，这两
年我和妻子在小孙子身上倾注
了更多的关爱之情，妻子常年
看护乐不知疲，我在外忙碌之
余更是围着小孙子团团转，我
们忙中有乐，忙出开心。这隔辈
亲情改变充实着我的生活。

恋家。过去，下了班不急于
回家，不是加班吃食堂，就是在
办公室磨蹭，偶尔同事间聚一
聚，不恋家成为一些上班男人
的“通病”。想想年轻时不恋家，
星期天不休息，吃了晚饭爱往
办公室跑，那时对自己的孩子
真的没有倾注多少父爱。自打
抱上孙子，我下班后，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回家看孙子，一天不
见就想得慌，就是不上班在外
面办事，也赶紧往家跑。这两年
我回家的时间观念强了，也辞
掉了不少私交场合。是小孙子
的魅力让我远离无聊，少了些
应酬，多了些亲情，感觉很值
得。

戒烟。记得，小孙子出生不

到一个月，妻子看我抱着小孙
子亲了又亲，随口说：“这么亲
孙子，把烟戒了吧！”我一怔，赶
紧瞅瞅可爱的小孙子，正好小
家伙朝我抿嘴笑呢！我没犹豫
便对妻子说：“为了咱们可爱的
小孙子幸福成长，今天就把烟
戒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抽
了近20年的烟真的一下子戒
掉，这种戒烟很坚决，至今感觉
很舒心。

干家务。结婚后至今 3 0

年，自己儿子小的时候，也很
少干家务，名曰工作忙，实则
没尽责，洗衣做饭照看孩子全
靠妻子一人干，至今说起仍受
埋怨。小孙子出生让我改变，
下班回到家就主动帮妻子干
家务，择菜、洗碗、取奶、倒垃
圾乐不可支。有时还经常起来
做个早餐，起码也能减轻妻子
的负担，好让她有更多精力呵
护小孙子。

户外活动多了。小孙子从
5、6个月开始就喜欢大人抱着
到室外转转，我总是抢着往外
抱。现在小家伙能跑会说，整天
嚷着到外面玩。于是我有空就
带小家伙到小区广场玩，每到
星期天，只要不上班就和妻子
带他到市区多个公园、广场游
览玩耍。户外活动让小孙子开

了眼界，强了体魄，我们也锻炼
了身体，享受了大自然的美景，
可谓一举两得。

时下，隔辈亲已成为家庭
生活时尚，然而，隔辈亲并不是
对小家伙溺爱顺从，更不是过
分的娇生惯养。对小家伙要正
确呵护引导、启迪教育，该严厉
要严厉，该批评要批评，该让他
做的，要教他做好。比如从小让

他学会懂礼貌、会谦让、会知错
道歉，会独立取东西、不乱扔垃
圾等；学会培养孩子兴趣，学会
知识灌输，使小家伙愉悦开心，
快乐成长。

常言道，只有亲身经历，才
有真切感受。我想，“隔辈亲”是
我们生命里程中又一个加油
站，是激励、是追求，更是一种
幸福。

父母爱情

王红婷

日子里有一种爱，从未吐露
出嘴边。那就是父亲爱母亲，母亲
爱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炮兵。年
轻时在沧州服兵役，退伍后修过
钟表，也开过货车，还坐过办公
室。起起落落，风风雨雨，虽然容
颜易老，但是儒雅而果敢的品性
一如既往。

我的母亲，是一位母亲，如果
真要冠以她一个职业，真的只有
母亲最适合她。年轻时在十里八
村是出名的清俊水灵，但务农做
工样样孔武有力，不亚于男子。嫁
了父亲，任劳任怨，同甘共苦 3 0

年，虽然风华已逝，但是善良和隐
忍的品德始终如一。

父母之间定是有爱情的，对
此我坚信不移。2002年栖霞第一
家家家悦超市落户万家购物中
心，父亲便带着我们去赶赶时髦。
出来时看见有小贩在叫卖玫瑰
花，那玫瑰不算亮丽，包装地也有
些俗气。父亲却郑重其事地买了
一朵递给母亲，母亲也不忘娇嗔
一句，说这5块钱够一斤肉钱了。
那年母亲因病手术，出了手术室
之后，三爹告诉她，在她进去之后
父亲竟然哭了。问他，他说害怕。
这么一个铮铮的汉子，内心里是
多么柔弱啊！虽然生活细碎里父
母之间从未以“爱”字来温情，但
偏偏就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了
你。

如今，父亲和母亲一起经营
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农资店面，父
亲能言善道，母亲精于管账。老两
口倒是夫唱妇随，珠联璧合地做
着买卖。如遇上什么小事分歧，母
亲便开始絮絮叨叨，而父亲却只
字不语，待母亲发泄完了，父亲来
一句：“领导，说完了？”每每都使
得母亲哭笑不得，也就转嗔为喜
了。看，我的父亲，在生活的爱情
里多么的睿智。

父母的爱情里母亲被尊称
为领导，但母亲却仍以父亲为第
一。如果说铺就一个小小而幸福
的家，父亲赋予了一分财力，那
么母亲则是贴上了全副的精神。
她孝敬侍奉我的奶奶，和睦相处
伯叔姑嫂，悉心照顾我们姐弟。
这一切生活的目的，难道不是为
了爱吗？

而今，我已结婚生子，弟弟也
工作稳定。每次回家探望他们，父
亲就会说：“你妈做饭盐不花钱
的。”母亲就不乐意了，硬是让我
们姐弟尝尝那饭菜到底是咸不
咸，我们就这么饶有兴致地看着
他俩斗嘴，心里也不自然地会泛
泛暖意，有父母在的日子，才真的
叫日子啊！

父母爱情，就那么不显不露，
不奢不躁，如同那油灯的一豆光
亮，在岁月的沟壑里结实而朴素
的存在着。

我我给给母母亲亲当当老老师师
曲京溪

母亲出生在一个吃了上顿
没下顿的贫苦家庭，兄弟姐妹
五个，没有一个上过学。因为家
里穷，养不起这么多孩子，所
以，母亲十几岁就嫁给了我父
亲。母亲在建国前就入了党，还
担任过村里的妇救会长。1948

年，上级瞧上了母亲的工作才
能，想送她南下当干部，但因为
母亲没文化，好事就黄了。这，
成了母亲一生都不愿触摸的
痛。

上世纪50年代初，母亲曾
进过村里的扫盲识字班，但随
着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接二连三
地出生，母亲当年学的那几个
字，都在母亲日夜的忙碌操劳
中，悄悄地溜走了。70年代初，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放学后没
有家庭作业。班主任曲纪杰为
了让我们巩固白天在学校里新
学的字，就想了一个法子：叫我

们回家教父母写字、算数；规定
每天教会父母二十个字，做十
道计算题，第二天拿给老师看。
父亲多少认识几个字，我就决
定教母亲。有的同学的父母，写
字、算数有一定的基础，写出的
字像模像样，计算的题基本正
确，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而我母
亲用口算账既快又对，但一拿
起铅笔来，手就显得笨拙了，写
个数比干活都累。照着我的作
业本写出的字，也横不平、竖不
直，竖钩、弯钩不会钩。我急得
抓耳挠腮，有劲使不上。有时母
亲写了不规范的笔画，我就用
橡皮擦去，代写一遍，才勉强在
老师那儿过了关。我教了一个
冬天，母亲压根儿就没学会几
个字，10以上的数字还是不会
写。

那时，我们家孩子多，是生
产队的欠款户。为了多挣工分，
每年冬天，母亲与前街的苗奶
奶轮换清晨早起，挨门逐户地

到社员家收集尿水，挑到地里
浇麦苗。苗奶奶年轻，在娘家时
当过小学教师，账记得清清楚
楚。轮到我母亲记账时，写的数
字横七竖八的，就像是一堆乱
草。有次，母亲居然把15写成了

“05”。苗奶奶发现后，指着账本
问我母亲：“这是多少斤？”母亲
说：“15斤。”“15是5前边加个1，
不是加0。”母亲纳闷了，1加上0

才是10，那0不就是10吗？你瞧，
我教的“学生”是多么的聪明。
为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母
亲每次出去挑尿都要带上我，
母亲说谁家多少斤，我就如数
记到账本上。

母亲聪明能干，在四乡八
疃出了名。那年，公社要求整理
母亲的事迹材料，准备在党员
干部大会上交流发言。大队会
计和学校的张老师，给母亲写
了个挺生动感人的材料，让我
教母亲认字念稿。可教了两天，
母亲只认识了不到二十个字。

没办法，只好让会画画的大哥，
把材料中的事例画成简图，要
说挑尿的事，就画一根扁担、两
只尿桶；说人工拉犁耕地，就画
一副犁具；讲到挽水浇地，就画
一架老式水车……这样尽管有
了直观的形象，但母亲试讲时，
把事迹讲成了一团乱麻，最终
没能到大会上去发言。

母亲虽然一辈子都不会写
自己的名字，但母亲是我的老
师，她教会了我正确阅读生活
这本无字的大书。

乱乱世世的的烟烟花花
——— 读张爱玲

王旭飞

喜欢读张爱玲的作品，源自
于她那些经典作品里的经典语
录。在爱情来到的时候，她写下

“在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

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在爱情
热烈的时候，她再写下“于千百
人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
千百年中，在时间的无垠的荒野
中，有两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
有晚一步，就这样相逢了，也没
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轻轻地道一
声：哦，你也在这里”。在爱情最
终幻灭时，她又写道“也许每一
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
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
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
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
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
一颗朱砂痣”。

因为如此至情至性、直达
心底、看透爱情的宣言，从此喜
欢上张爱玲。

第一次了解张爱玲是看过
苏青的《张爱玲传奇》，知道她虽
是贵族出身却并不幸福。从小身
体不好，父母不合，留下她和弟

弟与继母和父亲一起生活，虽然
家庭富足，而她和弟弟却是多余
的：“被逼到为了生存而选择放
弃，不要求，不进取，退让到无路
可退，被所有的人视而不见，就
不会被任何人所伤害。”张爱玲
选择了躲避，无声地反抗，她宁
可吃苦也不愿无声地苟活在世
上，无论好还是坏，她要留名于
世，用她自己话说是“出名要乘
早”，一如她的文章、她的为人、
她的穿着、她的思想，都是那么
的与众不同。

张爱玲的文字有时可以使
人体味出一种生命的繁华，如
烟花般转瞬即逝。而人性，则是
势利的，所谓爱情，更是现实
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振宝
对红玫瑰的爱情等同于欲望，
对白玫瑰的爱情则是平安；在

《倾城之恋》里，前期的爱情是
欲望，后期的爱情是历经了死
别后对亲人的渴望和依赖；《金

锁记》里，爱情则等同于金子；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爱情却
又等于欲望加繁华……张爱玲
的书中没有一点理想化的东
西，现实得几乎有些残忍。

张爱玲这样的写实风格，
是一种高傲的清醒，也是一种
苍凉的抒情。“国家不幸诗家
幸”。最伟大的作家往往出现在
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出现在
国家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年
代。屈原如是，李白、杜甫亦如
是。这样的年代让作家感悟了
生命的真谛，也擦出了无数灵
感的火花。也正是同样类似的
年代，有一个自称不是天才的
天才出现了，留给人们无尽的
财富。一篇文章，如果能在读过
一遍之后依然再次想起，那便
是优秀的。张爱玲，将一个时代
的丑与美都凝结在她的笔下，
让人们不断地想起她，再想起
她。许多作家都已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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