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母亲坐在阳台上纳鞋垫，
我坐在她旁边的藤椅上看书。突然她
抬头对我说：“要是我不生病，把你的
工资存起来多好。”

这句话母亲不知对我讲了多少
遍，她的心情我理解，可她患病了，我
怎么可能把钱存银行，而不给她治
病？百岁都要有个娘，我害怕失去她。

“谁叫你装狗狗！”我笑着对母亲
说。

小时候我生病了，母亲就说我在
装狗狗。如今母亲病了，我想她也是
在装狗狗。这本来是一句大人宠爱小
孩子的话，母亲压根儿没想到我会对
她这样讲，一下子便被我逗乐了，乐
得真的像个孩子似的。

母亲患的是尿毒症，每周两次的
血液透析，的确要花很多钱，她总是
觉得拖累了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可我不这样认为，钱再多，我也不能
叫它妈，它也不可能给予我伟大的母
爱。
即便这样，可母亲还是装狗狗吓

我。
那天下午，我将母亲送到医院，

等她开始透析以后，我才回单位上
班，准备下班了再去接她。不料进办
公室没多大一会儿，透析室便给我打
来电话，让我赶紧过去一下。肯定是
母亲出事了，来不及多想，打车来到
了医院。我去的时候，护士已经把母
亲从透析室推了出来，边走边告诉我
说，母亲的血压升到了两百多，人处
于半昏迷状态，必须立即送到急救
室。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母亲，我们不装狗狗好吗？你别这样
吓我，我不要你走……我一遍遍地在
心里重复这几句话，祈求上苍保佑母
亲平安无事。后来，经过医生的不懈
努力，直到第二天母亲的血压才恢复
正常，人才清醒过来，我悬着的一颗
心也才完全落地。

出院后，我问母亲当时发生的情
况，她却什么都不知道。我又笑着开
她的玩笑：“以后可不能再这样装狗
狗吓我。”听我这样一说，母亲又乐得
跟小孩似的。

可这样的事情由不得母亲。前
天，我在透析室外等她。突然一名护
士跑过来敲我面前的玻璃窗，示意我
进去。看她一脸严肃的表情，就知道
母亲又出状况了。我进去的时候，却
见母亲满头大汗，神情呆滞，问她话，
半天反应不过来。在一旁的医生告诉
我，母亲的血压又升到了两百多，高
烧四十度，必须马上住院。情况显然
比上次严重多了，我害怕就此失去母
亲，眼泪一直在我眼眶里打转，我就
是不让滚出来。

情况的确很糟糕，母亲因为失去
意识，大小便失禁，拉得满裤子都是。
等医生给母亲吃过降压药，打过退烧
针，紧急处理完以后，我脱掉母亲的
裤子，打来热水将她的身子擦洗干
净。为母亲做这些，我一点都不觉得
难为情。虽然我是一个到了不惑之年
的中年男人，但我是她的儿子。为母
亲换好病服，我才提着那满是“翔”的
裤子，去给她冲洗。我一边洗，一边吐。
吐完后，又不停在心里默念，母亲，我
们不装狗狗好吗？你一定没事的。

母亲一时清醒一时模糊，体温降
下来没多久，又开始发烧，反反复复，
一夜之间瘦了很多。等体温降下来以
后，母亲又开始拉肚子，大便跟小便
似的，本来就瘦得不像样子，这一拉，
几乎拉得没了人形，让人好生难过。
母亲不光是拉，而且肚子还疼得厉
害，看着母亲被病魔折磨得痛不欲生
的样子，而我又无法去代替她，心真
是跟针刺一般的疼。

而此刻，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啦，
母亲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已经
睡熟了。趁她熟睡之际，我用手机记
下这些文字，不为别的，就想对梦中
的母亲说一句：“妈妈，我们不装狗
狗好吗！”

一个人的回家路

1960年，我在聊城上高中。这年年
初，学校一宣布放寒假，同学们当即
走得精光。我没有走。因为这天一大
早就刮北风，下霰粒，天滚乌云。当时
交通十分不便，学校离我家135里地。
我家较穷，坐不起客车。回家、返校只
有步行。步行，必须起大早，而且天无
雨雪。否则，一天走不到家。

晚上，风、雪都停了。我一个人躲
在清冷的宿舍里准备好回家要带的
东西，准备第二天早起回家。

早起，早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路
远的同学告诉我，当附近长途汽运站
的汽车发动机一响，起程回家准没
错。我就蜷缩在宿舍里等待发动机声
响，不敢入睡，生怕起晚了回不了家。

“轰隆隆，轰隆隆……”发动机的
声音从汽车站方向传来了！我马上起
身，背上搭背袋上路了。

那一天非常冷。没有一点光亮，
没有一点声息，没有任何形影。天地
间除去我这孤独的路上行人，似乎什
么都不存在。我当时17岁，没走过夜
路，怕鬼，怕妖精，怕恶兽，怕恶
人……但回家的念想牵着我硬着头
皮一步步向前走。

忽然，空中传来“吱哇吱哇”的鸟
雀挤窝叫声。我抬头发现路旁有三棵
大杨树，知道这是距聊城十三里地的
老柳头村头的三棵树，是我回家必经
的地方。

有村就有人。有人我就胆壮。我
继续往前赶路。忽然，公路旁的壕沟
里一阵树叶响，接着，前面几步远的
公路上出现了两个灯笼似的亮光。我
吓坏了，停住脚步。见我停下来那光
也不动了。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
我突然想起猫和狐狸等动物的眼睛
夜里会发光，就假装弯腰捡石块，对
面两个亮光立刻跑掉了。看来，刚才
鸟雀的惨叫是这家伙干的坏事。

我又壮了壮胆迈步向前。身后夜
海和前边一样的深沉，一样的可怕。
不能回去，我无数次提醒自己。我试
着用歌声驱逐恐惧，但歌声刚一出
口，自己便被吓得头发直竖，正所谓

“半夜吹口哨——— 自己引出鬼来”。我
飞快地向前走着，脚下不敢发出少许
声音。我好像不是在大地上赶路，而
是在凌空蹈海，心悬着，空空的。

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走了多
长时间，只感到疲惫和恐惧。突然，我
在茫茫黑夜中，恍恍惚惚地看见前面
远远有亮光。那光是不动的，我确定，
那不是鬼火，那是安详之光。

我几乎一路小跑，离它越来越近
了。我模模糊糊看见它是从半间草房
的窗孔里流出来的。草房的背后是模
模糊糊的村庄。

哦，我明白了：我来到堂邑村了！
我已走过了45里夜路（堂邑距我们学
校45里路）！此时我才意识到我闻声
而起的轰隆声不是早起而是晚归的
汽车发出的。错误的信息害得我担惊
受怕地跑了四五个小时的夜路！

我每次回家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我知道，这草房是一个孤老太太卖火
柴、烟卷的地方。那如豆的灯光，此时
在我心里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炬，又光
亮又温暖。我浑身疲累，腿抬不起来，
蹲在草房的门口，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太阳已一竿高。我
的身上盖着一件很大的破旧羊皮袄，
皮袄下放着一个地瓜掺玉米面做成
的大窝窝。我起身想向老人道谢，但
门锁着。按村里人的指教，我把皮袄
放在草房门口，再次踏上回家的路。

春节过后，我回校经过这小草房
时，按母亲的嘱咐，把三个玉米面窝
窝和两个熟鸡蛋留给了那位老人。参
加工作以后，我曾去造访老人，但老
人已经不在了。

□霍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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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事儿的事儿
刚上完课踏进办公室，电话响了，

“喂，是张老师吗？你们班是不是有学生
出去买药？”是门卫李大爷，我说：“是的，
大爷，我给他签字了，您让他出去吧。”

李大爷就是这么认真。按照规定，学
生外出只要有班主任的签字就行，但李大
爷不这样认为，核实一遍他心里踏实。自
从李大爷来了，老师们也感到心里踏实许
多，只是学生们的抱怨多了。原来李大爷
当门卫，不只是开开门关关门，他一定要
看着学生进门，有嘴里含着棒棒糖的，进
不去，有打打闹闹推推搡搡的，进不去。

“多大点儿事啊？”学生每每在老师面前抱
怨，只是时间一长，这种抱怨就越来越少
了，因为大家都慢慢养成了好的习惯。“李
大爷比老师还厉害”，大家议论时都这么
说。其实比这厉害的事情还很多。

学校的井深，水甜。多少年了，附近的
居民都吃学校的水，学校屡禁不止，前几
任门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镇就
这巴掌大的地儿，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
头见的，不就一桶水嘛。学生放学，接水的
车子堵在门口，老师们要费好大劲儿疏
通。李大爷刚一来就发现这不是个办法，
接水影响学生外出和安全不说，学校是公
家的，公家的水哪能往自己家抬？李大爷
当兵出身，在部队服役二十六年，他身上
这股子认真劲儿就像铁打的一样。这事必
须彻底解决，在李大爷眼里就没有解决不
了的事。没过几天，接水的队伍骤然短了
一半，十天过去了，还有三三两两，大家着
实佩服李大爷。其实这都是他苦口婆心的
结果，为了这件事，他不知跑了多少街坊
邻居，嘴皮子磨破，甚至还得罪了人。但李
大爷不怕得罪人，把大门看好，保证学生
们出行的畅通，这是他的职责。

“让让，让让，都让让！”宋旺娘尖着

嗓子骑着三轮车往人群里钻。二十多天
后，接水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了。大家都知
道宋旺娘是个无礼争三分的人，还经常
耍无赖，嘴又泼，好骂人。“可别招惹宋旺
娘”，大家都好意提醒李大爷。“往她家跑
了几趟了。”李大爷摆摆头，一脸无奈。

“快来人啊，老头子欺负人啦，老头子
耍流氓啦！”在值班室值班，老远就听到宋
旺娘尖利的喊叫。只见宋旺娘蹬着三轮车
往学校闯，李大爷从后面死死拉住，凭她
使出多大的劲儿，车子竟没有往前挪一
步。宋旺娘没办法，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
撒泼，又哭又闹。李大爷急得脸红脖子粗，

“公家的水，一滴也不能往外漏，要过就从
我身上轧过去。”邻居都跑来劝架，却没有
一个向着宋旺娘的，“宋旺娘，咋能骂人
呢？再说是你有错在先。”“李大爷做得对，
咱们孩子都在这儿上学，这是对我们家长
负责任。”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宋旺娘
一愣一愣的。后来宋旺娘再没来闹过。

李大爷拿门卫的工资，却身兼数职，
花圃锄草是他，浇树浇花是他，修剪苗木
也有他，还管理着学生的自行车，监督学
生不文明的行为。有一次我问李大爷，干
这么多额外的工作，怎么不向学校申请
点儿补贴。李大爷憨厚地笑笑：“这算啥，
现在国家每个月给我五百多块的复员
军人补助金，哪能干点儿活就伸手要钱？
人要知足。”是啊，人要知足。一位老农没
有豪言壮语，但他的话却掷地有声。

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李大爷就去
外面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负责看料。学校
建楼房，李大爷就来学校工地看料。楼房
建成了，工地也挪走了，李大爷却被校长
留了下来。校长说李大爷比我们学校的
楼高。他的话我们都赞成，老师们赞成，
街坊邻居也赞成。

□张强

家风催我奋进
我的爸爸普普通通，两次务农、当兵转

战国内外、数易其地做干部，名不见经传，
但是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对我的影响至深
至远。2017年12月，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

爸爸1930年3月出生在山东潍坊一个世
代务农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毅然参
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爸爸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国家干部。上
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上海钢铁公司担任过
党代表；六十年代，在山东枣庄参与筹建钢
铁厂、从事过政府人事管理工作；调到潍坊
以后，在“五七”干校、税务局和人民防空办
公室工作多年。看起来丰富多彩的经历，并
没有给他带来了不起的职务，他由退休而
转为离休多年，享受的是科级干部待遇，也
没见他有什么不满意的表示。或许，心情淡
然、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是爸爸的人生原
则。我大学毕业，就到了地方财政部门工
作。报到前，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深深
地刻在脑海深处——— 管钱的，离钱远
点……这两个“钱”字蕴含的深意，是我后
来慢慢体会到的，第一个“钱”是政府收支，
第二个“钱”是非法所得，无论从事资金分
配还是政府投融资工作，遵纪守法、不留后
患一直是我坚持不能突破的底线。

爸爸是一位称职的好父亲。俗话说，养
不教父之过。就我个人感受而言，爸爸对孩
子的教，更多体现在身教而不是言传。
他重节俭。我和哥哥姐姐给他买的新

衣服，只有过年过节才拿出来，穿过之后抓
紧洗洗熨熨又挂在了衣橱里。他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只要穿得干净，衣服旧点没关
系。我家用的灯泡，几乎是最小功率的。看
电视、听收音机，声音都不能开得很大，怕
费电。对我要求更严，读初中、上高中时都
是自己带干粮或者带面粉换饭票，每周吃
菜加上零花钱也只有三五元，即使略有剩
余，连买个瓜子都不允许。20世纪90年代初，
我上了四年大学的全部费用，平均下来也
就每月200来块钱。其实，这些看似不近人
情，与家里经济情况不太相称的节俭，让我
知道了什么是低调，什么是未雨绸缪，普通

人家的日子需要如何打理……
他重自立。在有洗衣机之前，爸爸的衣

服都是自己手洗。年龄大了，力气也不如以
前，外衣洗不了了，就自己洗内衣内裤。直
到有了洗衣机，才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双手。
缝衣服这种活儿，一般男人做不来。但是爸
爸干得很内行，穿针、引线、打结，钉纽扣、补
袜子、收拾磨损的领口袖口……这些“技
术”我一点不落地继承了下来。从初中二年
级开始我就在外地住校，后来无论求学、公
务出差，还是在遥远的美国做访问学者，都
是自己打理行头，一般的缝补浆洗，信手拈
来。
他重卫生。用我们家乡的方言说，就是

非常要“好”。从儿时的最初记忆开始，我家
就特别有条理、讲卫生。虽然住在地地道道
的农村，不大的院子里养着羊、鸡、狗，猪圈
里也常年不缺主角；地上种着鸡冠花、月
季、竹子，有的年份还会有一个、半个小畦
子的蒜、大葱等来掺和掺和，但是院子里始
终整整齐齐。房间里面，就更不用提了，床
上、地下干干净净，桌椅条凳摆放有序。爸
爸身体力行，每天都要打扫卫生。穿的衣服
从来都是平平展展、整整齐齐。在他的影响
下，我快成“强迫症”了，在办公室、在家里，
看到不规则、不齐整、不卫生的文档资料、
锅碗瓢盆等等，都禁不住都要先收拾妥当
了，才能干其他工作……

在我眼里，爸爸是平凡的，没有豪言壮
语，没有丰功伟绩；爸爸又是伟大的，言传身
教塑就最好家风，他的这些特点我一一继承
下来，催我奋进，成为了一名勤勉向上的国
家公务员，一名尽心尽责的父亲，一名小有
建树的博士，一名比较专业的注册会计师。

我已过不惑之年，在人生道路上第一
次与亲人生离死别，第一次深深体味到亲
人在自己生命中的无上价值。或许，平凡人
的生活就是一篇不起波澜、亲情满满的华
章。身体力行的家风，耳濡目染，让我勤勉、
向上、阳光，对老人也百般孝顺。每每思念
爸爸时，都在内心深处，确认一下自己没有
在陪伴父亲上留下遗憾，聊以自我安慰。

□杨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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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要求：文体不限。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同时欢迎提供汪星人萌照。
投稿邮箱：qlwbxz@163 .com

我与汪星人的故事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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