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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了，忏悔一直在心底
□陆玉生

我十几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个
和我同龄的小姑娘叫张莉。她家原
在东北一个大城市，因为爸妈去了

“五七”干校，张莉便被送回村跟她
奶奶过。

张莉爷爷早就过世了，她奶奶
家成分是地主。记得有一次，村里
一个男孩欺负张莉，她奶奶打老远
踮着小脚跑将过来，狠狠地一拽，
就把那男孩掀到路旁沟里了。那个
荒唐的年月，贫农的孩子让地主婆
给打了，那还了得。第二天村里就
开批斗会斗她奶奶。那天张莉一直
在现场，开始时还在台上护着奶
奶，后来就被人赶到台下，她就在
台下望着奶奶流泪。

张莉不像村里的孩子除了大
名，还有个小名，她奶奶一直就叫
她张莉。张莉的皮肤很白，白里透
红的脸蛋仿佛怎么也晒不黑。那会
儿上学，每年都有两个务农的假
期。放秋假时，我们小学生就跟着
村里的王姓二爷到田里拦花生。王
二爷很会讲故事，每当田间休息

时，我们就众星捧月般围着他，听
他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武松打虎
等故事。而这时，张莉总坐在离我
们两三米远的地方，低着头听。她
是地主婆的孙女，别的孩子不让她
坐近前。特别那个让她奶奶掀到沟
里的男孩更是变本加厉地骂她，稍
一还口即拳脚相加，她也不敢告诉
奶奶。有时她会拿本小人书，自己
坐一边翻看，眼不时朝我们这边观
望。我知道她希望我们有人向她借
书，好和我们说话，但到最后我们
谁也没向她开口。

有一天，拦花生散了工，一个
同学向我告状，说张莉偷了生产队
的花生。我是班长，立刻纠集了一
帮男女同学在回家的路口等她。张
莉走过来时，几个人围上去翻她的
兜，果然翻出一捧带皮的花生。地
主崽子偷集体的花生，几个义愤填
膺的同学上前又推又搡，把花生弄
撒一地。张莉也吓哭了。她一边哭
一边从地上捡起三颗花生，死死地
握在手里，任几个男孩怎么夺，她

泪流满面硬是不松手。我们忽然有
些不忍心，就放过了她。她就这样
哭着，握了三颗花生回家了。

秋假结束了，我们都回到学
校。张莉偷花生的事有同学告诉了
老师，不过老师叹了口气并没批评
她。又过了些天，听说张莉的奶奶
死了。出殡那天张莉哭得很凶，村
里好多妇女都跟着掉泪。

有一天放学，脚穿白孝鞋的张
莉突然叫住我，告诉我：再过两天
她就要离开这里了，到东北她姨那
儿上学。她说她奶奶病重时就馋几
颗花生，所以她才拿了队里的花
生。她让我等她走后把这事向同学
们解释一下。她眼圈红红含着泪
花，说：“我真的不想偷花生，真的。”
一股说不出的酸楚猛地撞击了我那
颗不谙世事的少年的心。我点了点
头，说：“我一定会向同学说明的。”

四十多年了，我几次在梦里梦
到她。不知张莉现在何方？真想见到
她，当面向她忏悔当年我们对她的
伤害。

走远的小马扎
□马海霞

父亲的梦想就是等我们兄妹
长大了，他好拿着马扎坐北墙根晒
太阳。

这个梦想父亲计划在五十岁
时完成。但他的三个孩子不争气，
没本事挣大钱，六十岁的他不得不
继续在村办企业里烧锅炉。夏天锅
炉旁七十多摄氏度的高温，他一天
要推五六十车煤，再把它们添进锅
炉里……父亲偶尔说起这些时，眼
睛里又露出了迷茫，五十岁已过去
十年了，靠北墙根晒太阳的梦想还
摸不着边。

父亲四十岁那年单位查体，查
出血压高。奶奶就是因为这病五十
四岁去世的，父亲此后很注意，每
天都坚持吃药，还跟着村里那帮老
头练气功。可气功并非包治百病，
父亲练功用坏了第三台录音机后，
他开始“糊涂”。衣服扣子经常扣
错，套头的毛衣时常穿反。因常年
吃降压药，本来就有胃病的他，胃
更不好了，总不停地吐出非唾液非
痰的黏稠状的液体。医生说，不能
让他再吐了，再吐胃黏膜都吐出来
了。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为此
我和母亲没少说他。

有一天夜里，我发现父亲独自

坐在院子里，低着头，任黏稠状的
液体从嘴角淌下。我上前用纸帮父
亲擦。父亲说，难受，还不如死了算
了……那一刻，我才明白，父亲确
实病了，而且长期受疾病困扰，心
力交瘁，他只是不说而已。

医生说，并非所有的病都能医
治，没有好办法让父亲不吐。

父亲辞去了烧锅炉的工作，赋
闲在家。他总算可以坐着马扎晒太
阳了，可他似乎早就忘记了这个多
年前的夙愿。他喜欢上了四处逛，
一天出去好几趟。外出时间久了，
我们怕他迷糊找不到回家的路，便
分头四处寻他。每次找回来都苦口
婆心地叮嘱他，别再往外跑了，以
后去哪里必须告诉母亲，让母亲陪
着去。父亲点头答应，但过后依然
我行我素。有时他前面走，母亲后
面跟着，他还扔石头撵母亲。后来
我开始跟在父亲后面走。他走得很
快，什么时候走累了，瘫在地上了，
我再打电话给哥哥，让他来把父亲
弄回家。

为了不让父亲到处跑，我们把
父亲送去了医院。心脑血管科的医
生说，小脑萎缩应该找精神科医生
看；精神科医生说，血压这么高，先

去心脑血管科把血压降下来再说。
没有医院敢收留父亲，经人介

绍，有家私人诊所愿意接收父亲。
医生看了父亲的病历和在医院拍
的片子后说，他可以治疗好父亲的
病，至少可以控制他不再往外跑，
生活能自理。

治疗的第三天，父亲突发心脏
病，120救护车来到时，医生说已无
抢救必要，还说父亲在私人医院
服用的药物有一种很容易造成猝
死。

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觉得自
己是罪人，假如和父亲再去更大一
点的医院说不定人家能收留他；假
如我们不认为父亲的“跑”是种病，
也不会让他去私人诊所；最后，假
如我有本事挣大钱，也许可以让父
亲多活很多年，可以开开心心在北
墙根的马扎上晒太阳。

李雪健在《嘿，老头！》里扮演
的老头像极了老年时的父亲，不同
的是海皮把老年痴呆的父亲当做
孩子看，而我把老年痴呆的父亲当
病人看。假如时光可以重新来过，
我一定不会对父亲说“不许往外
跑”，而是会主动问父亲：“想出去
玩吗？我带你去吧。”

后悔当了逃跑教师
□刘千荣

曾经看过一期节目，一位女主
持人说起她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
所偏远的学校教英语。因为看到环
境特差，学校又在老山沟里。刚刚
走出高校大门的她觉得心里落差
特别大。结果上了一半课，撇下全
班学生的她，搭上一辆货运车逃回
城里的家。在节目里，她对自己当
年的草率行为表示了由衷的忏悔，
并说如果退休了，她愿意重返校
园，再执教鞭为学生义务上课云
云。没想到后来，我也和这位女主
持人一样，做了回逃跑教师，同样
也背上了人生忏悔的十字架。

为了顺利通过本科自学考试，
扫除最后一只拦路虎——— 英语，我
义无反顾地辞了职，打算苦熬半年
攻下大学英语这座最后的顽固堡
垒。然而我低估了这门课的难度。
无论我怎样努力，十年未碰英语、
仅有初中英语水平的我还是感到
希望渺茫。

在撑过七月、八月的酷暑后，

我应聘去市郊一家农民工子弟小
学，当起了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
老师，同时还兼代其他四个班的英
语课。白天过多的课程压得我喘不
过气，晚上捧起英语课本就打盹。
但我坚持着，心想怎么也要把这学
期教完，否则对不起农民工兄弟和
他们的儿女。

课程真重，有时我一天下午要
上四节课，一班一班地连轴转。放
学了，还得把学生送过离学校半里
外的红绿灯路口。我陷入痛苦之
中，常想为了校长答应给我的千元
月工资这样拼命值不值。

当有一天我听到那位大字不
识几个的粗鲁校长想赖账，连每月
一千元都不给我兑现时，我顿时有
了被骗的感觉。眼看自学考试的时
间就要到了，我越想越恼火，找机
会和校长做了最后一次沟通。那一
天我被校长恶劣的态度彻底激怒
了。回到教室里，愤怒到极点的我，
向学生做了简单扼要的说明，并表

达了歉意，然后给学生深深鞠了个
躬后，我做了逃跑教师。

当时余怒未消的我，拒绝了教
导主任在电话里劝我和校长再谈
谈的建议，而是闷头复习英语。考
完试后，我想起了学校里那些相处
一个多月的学生。想到手里还有学
校的一些东西和资料，我急匆匆赶
往学校。

那是周一的早上，刚进校门，
班里的学生就发现了我。他们从二
楼的教室里冲了下来，班长带头喊
着：“老师！老师！”体育委员委屈地
说：“老师，你走后，我们已经换了
两位老师了，都教不好！”此时一位
老师走过来责怪地问我：“你就这
么走了！你怎么舍得下你的学生
呀？”那一刻我无言以对。

我拒绝了学生们要我到班里
坐坐的邀请，归还资料后做贼似
的逃了。我快被巨大的羞愧压垮
了，我感到此生都将愧对我的学
生。

刻在心上的
全家福

□雪樱

有一位济南老乡晚年的时候说过，
他最后悔的事情是不该离开家乡，离
开母亲。他去世后，我读到他的一段内
心独白，“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
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
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
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
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有一位我喜欢的女作家，年轻时
她曾豪情万丈地表示，“我的人生没有
后悔的事。决定就是承担，不言悔。”然
而，待双亲老去，她也进入“耳顺”之年，
有两件事令她渐生悔意，一件是父亲
开车撞断胳膊后，她没收了他的车钥
匙，没想到从那以后父亲就不再出门，
疾速衰老，奔向死亡。另一件是母亲患
上阿尔茨海默症后，她幡然悔悟，“为什
么我愿意给我的女朋友们那么多真切
的关心，和她们挥霍星月游荡的时间，
却总是看不见我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女
人，她的头发渐渐白，身体渐渐弱，脚步
渐渐迟，一句抱怨也没有地看我匆忙
的身影？”

凡是涉及亲情与陪伴，我们总是
说起来信誓旦旦，自以为如何如何，做
起来往往蹉跎又蹉跎，往往从他人悔
恨之事中反观自己，如一榔头敲下来，
迎头痛击，往往令人悔不当初。就像我
在文章开头写到的两则故事，前一位
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后一位是台
湾作家龙应台女士，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的滚烫心
声，转而浮现出自己的后悔之事。

记得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初秋，
父亲骑三轮车带我去省中医复诊，母
亲乘坐公交提前去医院挂号。几天的
阴雨绵绵，终于迎来天空放晴，我的腿
还是一瘸一拐，似乎季节交替更加重
了疼痛。看完病，我们直奔大纬二路的
建联中药店，去包中药。等候、交钱、取
药，一切都很顺利，从药店出来父亲提
议，“去照相馆照个全家福吧，上次你就
嚷嚷着说要照全家福。”我回答说，“不
照，要去你自己去！”他耐心地解释，“今
天天好，时间尚早，咱们就去吧，正好顺
道。”说罢，他就骑上三轮车，边走边说，
前几天自己骑自行车去店里已经问
过，照多大尺寸的云云，母亲也附和着
说，“出来一趟不容易，你腿不好，这次
多好的机会。”我还是不想去，心里一万
个抗拒的声音，隆隆作响，差一点就要
引爆的样子。

到了西市场附近的照相馆，父亲
停下车，我吃力地挪动双腿从车上下
来，待他找地方锁车的空当，我扭头往
公交车站方向走去，“不照就是不照，你
们去照吧！”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一会儿，母亲从
后面跟了过来，陪着我一起坐公交回
家。事实上，如果母亲不来，我也回不了
家，身上一分钱也没带。父亲比我们先
到家，他沉默不语，在楼下闷着头擦车、
给轮胎充气。我的心里却是翻江倒海，
因为口服激素药，副作用在我身上显
现出来，满月脸、水牛背，脸上起痘，体
重猛增，整个人都变得虚肿不堪……
我一直不敢照镜子，更别说照相了。打
败我的不是病痛，而是深深的自卑感。

就这样，我辜负了父亲，也辜负了
岁月的美意。一年后，父亲突发脑血栓
倒地，病情危重，从此靠导尿管维持生
命。再次提起全家福，是一次活动，主办
方要一张全家福照片，我的心里咯噔一
声，父亲病卧床榻，上哪儿去弄一张全家
福？有朋友建议，可以用软件拼制一张，
我觉得那样不真实，全家福象征一家人
的幸福和美，拼凑的照片找不到那种其
乐融融的氛围，对一个完美主义者来
说，我更是难以接受，便谢绝了。

后来，我翻箱倒柜找出以前的影
集和相册，翻拍过去的老照片，我边整
理边掉泪，很想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
的过失，但是，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呢？
有些事情，就是不能蹉跎，一旦蹉跎，将
悔恨一生。从那，我把全家福刻在心上，
更多地去陪伴父母，修好陪伴这门功
课，少一些傲慢，少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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