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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文/宋一

冠 名 商 ：

主办单位：文登区作家协会

文登全友家居商场 我不会吸烟。可是因为生
命里与我最亲的两个男人，我
与香烟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我与香烟的最初接触，完

全源于我的老烟枪父亲。
那时，幼小的我每天傍晚

都要去村里的小卖店帮父亲
买烟。父亲交给我四毛钱，一
盒蓝金鹿三毛八分钱，剩下两
分钱我便可以用来买一颗什
锦水果糖。为了得到一颗甜甜
的糖果，我便乐此不疲地甘当
父亲的“小跑腿”。

不久，父亲在单位升职
了。有一次，父亲的同事来我
们家做客，他说在他们办公
室，父亲的职位和工资最高，
吸的香烟档次却是最低的！临
走时，他还一个劲儿地揶揄我
母亲对父亲太苛刻！待客人离
开之后，一辈子爱面子的母亲
坚决让父亲提升吸烟档次。父
亲笑呵呵地答应着，但他每天
还是照旧叮嘱我去帮他买最
廉价的蓝金鹿。

父亲偶尔也会让我帮他
买五角钱的大前门。后来我发
现，父亲的上衣口袋里其实装
着两盒香烟。别着钢笔的那个
口袋里装得是大前门，这盒烟
他通常用来敬别人，自己从来
都不舍得抽；而另一个口袋里
装的则是他自己常抽的蓝金
鹿。

那时，我一直认为父亲太
抠门儿，节俭的不是地方。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慢慢体
会到父亲肩上的担子与艰辛。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父亲每个
月那点微薄的薪水，可是要养
活我们一大家子九口人的！我
的几个姑、叔都在念书，我也
快上小学了，不省着花能行
吗？

父亲的吸烟量具体是什
么时候开始涨到一天两包的，
我也说不清。总之，上初中以
后，为了不耽误我复习功课，
父亲极少再让我去帮他买烟

了。
每天晚饭后，我在西屋写

作业，父亲在东屋一边备课一
边抽烟，袅袅烟草味穿堂而
过，在小屋里四下弥漫，那么
熟悉，那么亲切。哦，这是属于
父亲特有的味道！这是家温馨
安暖的味道！

有时候父亲写着讲义就
会剧烈地咳嗽不止，母亲一边
忙着给父亲倒茶，一边心疼地
数落他吸烟太多，不知道爱惜
身体！现在想来，父亲每天默
默肩负着生活和工作的重压，
或许真正能帮他缓解压力的
唯有香烟了。

那一年，父亲送我去镇上
读高中。临走时，父亲将身上
所有的钱一股脑儿地全都掏
了出来，硬塞到我手里，自己
仅留下十元的返程车票。他说
这是他节缩吸烟好几个月才
省下来的，他还一再叮嘱我不
要太节俭，要好好照顾自己！
手捧着这些散发着淡淡烟草
味的票子，我的眼睛湿润了。

学生时代，我一直怀惴着
一个小小的心愿，那就是等我
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一定要用
自己挣到的工资给父亲买高
档的香烟！可是多年以后，当
我终于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
健康原因，父亲已经戒烟了。

遗憾犹如一部散佚的残
简，再也难以串连成卷！每当
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脑海里常
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父亲
吸烟时的情景。熟悉的烟草味
氤氲在时光深处，穿越那些烟
雾缭绕的沧桑岁月，我慢慢地
抽芽吐蕊，挺拔成一棵枝繁叶
茂的大树；而父亲却渐渐被岁
月风干成一枚多皱的枣核！

二
初识邱的时候，他举止斯

文，谈吐儒雅，让人颇有好感。
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
在我面前大谈特谈什么“香烟
担道义，美酒著文章。”说着就

熟练地点燃了一支烟。
我说：我不喜欢男人吸

烟！
他答：那我戒烟！
我问：你还有什么不良嗜

好？
他答：凡是你不喜欢的，

我都能改！与时俱进，听媳妇
的话，跟党走！

我一下子就忍俊不禁，后
来我们就结婚了。

可是结婚二十年来，我从
未看见他有过戒烟的实际行
动，心中不免有种上当受骗的
感觉。他在室内吸烟，我抱怨：

“难道你不知道二手烟对我和
儿子的威害有多大吗？”他不
语，叼着烟默默地进了卫生
间。我提高嗓门：“你再这样下
去，我会老得风快！”他仍默不
作声。俄而，将战场再次转移
到大门外。气得我运足气力对
着大门发出河东狮吼般的咆
哮：“再别进来了！你和烟去过
吧！”可是他依然充耳不闻。

我坚信：他之所以有如此
底气！皆是因为有他的岳母大
人在背后为他撑腰。不妨先来
看看我母亲有多袒护他吧！

有次下雨天我们一起回
娘家，母亲去楼下车库取东西
的时候，猛然发现他兀自伫立
在楼宇门口，迎着斜风细雨，
无比深沉地吞云吐雾。母亲心
里不忍，几次招呼他上楼去

吸，他都执拗地告诉他丈母
娘，他在家一直都这样，早就
习惯了！气得母亲一进门就狠
狠地数落了我一顿，末了还直
骂我真不是个玩意儿！

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力
挺，于是乎，这个男人的抽烟
恶习，就这样坚定执着地延续
至今。

如今，儿子上了大学，家
里一下子就冷清下来。想孩子
的那些夜晚，我常常独坐在阳
台前默默发呆。

有一天傍晚，他正色地告
诉我他要戒烟了。我连眼皮都
没抬一下，只是鄙夷地从牙缝

“赏”给他一个干巴巴的字眼：
“切！”

“真的！”他说，“这些日
子，我一直在琢磨着，孩子大
了，终归不能总守在咱们身
边，以后的日子还得靠咱俩互
相扶持！只有咱们身体都健康
了，才能一起走得更远！”

我抬起头来，暮色下，他
的眼眸如一湖丰盈的秋水，蓄
满无限深情。时光恍然又回到
了青葱岁月时，我们初相见的
那一刻……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
情怀似往时。”下一刻，我泪流
满面。

都说往事如梦，而于我，
往事如烟似乎更确切。因为懂
得，一切尽在不言中！

宋一，文登
作家协会理事，
威海作协会员，

《作品》杂志特
邀评刊员。从中
学时代起就开
始发表作品，迄
今已在《少年文
艺》《作品》《山
东 青 年 作 家 》

《东方烟草》《威
海文艺》等报刊
发表各类体裁
的文学作品数
百篇，并有大量
作品获奖。

本报文登12月4日讯(通讯
员 赵照) 12月3日上午，在
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
家属张先生将一面写着“扶危
济困，一心为民”字样的锦旗
送到了内科主任王大飞的手
中，感谢王大飞主任高超的医
术和全体医护人员对患者热
情的服务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张先生说：“患者是我的
亲哥哥，身患慢性病好多年，
在咱医院住院好几次了，每次
都是王大飞主任尽心尽力治
疗我哥，护士们态度也真好，
对我们一直很热情，我们家属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
在咱医院治疗我们放心。”在
谈到王主任和医护人员时，张
先生总是对医护人员高尚的
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满怀感激
之情，并一再对他的哥哥在住
院期间受到的精心治疗和热
心服务表示感谢。

据了解，在治疗中，王大
飞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病情提
供不同的治疗方案，并与病人
及家属亲切交流，帮助他们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

适的治疗方案。王大飞说：“医
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面对
每一位患者，我都会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让他们放心和满
意，这是我应该做的。”医生是
一个神圣的职业，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和谐的医患关系是
诊疗活动的前提，信任是治愈
疾病的基础，只有医患同心，
携手并进，才能战胜病魔。

锦旗传递的不仅仅是患
者及家人的赞许，更是对我中
心全体医护人员工作的充分
肯定，展现了医患之间的和谐
与真情，也是对每一位医务人
员一点一滴付出的认可和肯
定，同时也是一种鞭策，激励
着全体医护人员一如既往地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满意的
服务。

优质服务暖人心 患者家属送锦旗

志愿服务 我们在行动

本报文登12月4日讯(通讯员
赵照) 为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把志
愿服务工作落实到实处，积极推动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11月30日，天
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者服务
队对天福小区内的白色垃圾、废弃
物等进行了全面清理整治，为营造
干净文明的城市环境做出贡献。

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
服务领导小组，在中心党支部的带
领下，加强卫生监督，充分履行“志
愿者服务”职责，鼓励全体职工积
极认真参与，提高保护环境的意
识，尽自己所能，从身边小事做起，
改善居民区卫生环境，并带头清理
卫生死角，为居民提供一个整洁、
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在清扫现场，志愿者们不怕
脏、不怕累，纷纷拿起扫帚、铁锨等
工具深入小区院落，捡拾生活垃
圾、烟头，清扫散落在地面的树叶、
纸皮纸屑等，并清除重点地段死角
垃圾，把长期无人清理的杂草杂物
等废弃物进行清理运走，进一步改
善和保护了辖区的环境卫生。

志愿者服务活动是一个长期、
艰苦、意义深远的工作，我中心将
继续认真深入的开展下去。只有社
区培育起了卫生公德，营造起了和
谐、宜人的环境，整个社会的环境
才会更和谐、更宜人。为此我们要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改善环境质量，逐步提高卫
生整体水平，努力为辖区居民创造
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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