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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里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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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父亲节了，忙于俗务的心平时

难以沉下来，今天正好借这个节日，停一

停，顿一顿，让真情的泪流，让思念飞，让

温暖的泉水和酸楚的滋味在灵魂里游

荡，冲刷一下麻木的心。

我的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了多年，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音容笑貌却

时常走入我的梦境和回忆。

生于 1927 年的父亲，早年上过学，

有老私塾的底子。所以成年后，就到村里

负了责，五八年大跃进，父亲带头报名参

加大炼钢铁，响应号召当上了工人，从此

也改变了命运。几经转折，最后调入山东

耐火材料厂工作。在那个年代，有文化的

是少数人，因此父亲就到了矿山当老师，

一干就是近二十年，直到退休。教过的学

生一批又一批，都称呼父亲为“孙老师”，

这个称号很有份量，因为在一群职工子

弟心目中，具有威望又令人折服的人才

能获得这个尊称。后来一些学生还时常

来信来电致候，听到他们最常说的话就

是“我太想（您）你们了！”听着像父子、像

兄弟、像久违了的朋友。

父亲去世后第一个春节，我和哥哥

到邻居叔叔家里拜年，叔叔一边神情凝

重的看着门外，若有所思，一边充满回忆

和感情的和我们说：“我那老兄是个好

人，在我困难的时候，没有丢下我，帮了

我，我忘不了。”出门后，我们兄弟才知

道，父亲的工资除了贴补家用，还有一部

分是周济了乡邻的。刚退休那会，每逢过

年，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愿意到我们家里

转悠，因为父亲的兜里装着鞭炮，看到小

孩子就分一些，虽然没少落得家人埋怨，

但父亲一直没有改去这习惯。

原来父亲在世，是个让我们敬而远

之的人，因为他总是批评别人的错误和

不良习惯，直言不讳，很是叫人难堪和下

不来台。时隔久了可又想见他，难以割舍

的亲情是人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父亲已经是念不可及的人。晚

年病重期间，躺在炕上还嘱咐我们这些

子女正派上进，可无情的病魔还是在两

年后夺走了父亲，想起来，那时是撕心裂

肺的痛。时间就是岁月，那份痛就慢慢转

化成了思念和回忆，一想到父亲，就觉得

心里酸酸的，暖暖的，那感觉是从未体验

过的滋味。

父母在，我们尚有来处，父母去，我

们只剩归途。现在，我也已经人到中年，

时常在问自己，30多年的磨砺，我还能否

像父亲一样棱角分明、敢说敢做？能否像

父亲一样永存善念、救危济贫，我们能否

在过世之后，让人惋惜、使人念想？

父亲已远去，相见只能在酸楚的回

忆和短暂的梦里，万语千言的文字也表

达不了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怀念。我

想，怀念先人，我们更应该活好当下，走

好先人们用生命铺好的路。

不管生活遇到多大困难和挫折，微

笑着面对，勇敢的走下去，是对先人最好

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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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那年，父亲送我去九江读书。

车站月台上，挤满了等车的旅人。火车鸣

着长笛驶进站台，刚一停定，人们便像泄

洪的水流汇集到车厢入口。车厢里已经

涌满了人，还没上车的人，内心更加焦急，

鹄立推搡着，希望车里的人再挤一挤，腾

出些空间来。

有人开始从车窗往上爬。父亲把我

举起来，塞进一扇打开的窗口，再把行李

塞进来，一边叮嘱我，一边又冲向入口。

惊心动魄。

当老绿色的火车缓缓启动时，抛在月

台上的，满是失望而沮丧的旅人，他们缓

缓向后移去，直至不见。

不知道过了几站，连椅腾出来小半个

屁股的空，父亲拉我坐下，自己则依旧站

在一旁。站累了，有人索性席地而坐，还

有人钻进连椅下面躺着。每当有人上厕

所，过道上的人都需要想尽办法挪一挪身

子，移一移双脚，不免会引起半个车厢的

扰动。

我靠在父亲身上，迷迷糊糊，睡了醒，

醒了睡，碎梦里充满火车“咣当咣当”的声

响，周围操着各种腔调的人的谈话混杂在

一起，渐渐分辨不清。

十几个小时后，火车停在南京站。我

们赶往码头，乘坐客轮逆水而行，在长江

上漂泊一天一夜，到达九江。从船上下来

时，感觉脚下的地面仍在悠悠晃荡，仿佛

整个城市化作一艘巨轮，日夜不息地行驶

在滚滚长江之上。

父亲带我到学校，办理完入学手续，

又去市里采购生活用品。公交车上，充耳

所闻皆是莺莺软软的江南话，像我听不懂

的外语，又像什么翠鸟的鸣叫，好听得很。

然而，对于初次出远门的我来说，越

是好听，异乡客的疏离和陌生感就越是浓

郁。

回来时，突降大雨，来不及躲避，父亲

和我的衣服一下子就淋透了。

父亲在校外小旅馆住了一宿，买了翌

日的船票。早上，来学校与我道别时，我

正在蹲厕所，已经半个小时了，甚是痛苦。

不知是生活的骤然改变，还是水土不服的

缘故。见到父亲，就流下泪来。

读书四年，父亲常常写信给我，几乎

保持着一周一封的频率。那时的“车、马、

邮件都慢”，另一方面，我很快熟悉了新生

活后，回信时常不够及时，就常有这样的

情况发生：我的回信还没抵达父母身边，

父亲的下一封信又寄出来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电话在农村

还没有普及，写信是主要的联络方式，有

着急之事就到邮电所拍电报，当然，电报

很少用得到。而每次收到信，都像过节一

样高兴，几百字的短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好像能看出什么花样来似的。

有一段时间，女同学中间兴起编织热

潮，不上课的时候，就齐聚在宿舍织毛衣。

我买了枣红色毛线，学着给母亲织了一件

毛衣。

父亲很快写信来，说：“你织的毛衣收

到了，你母亲很喜欢，你长大了，我们都很

高兴。”多数时候，父亲会在信中叮嘱我

“好好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会告诉

我“我们都很好，不要挂念”等等。只有一

次，父亲有些担忧地写道：“最近，你妹妹

不好好学习，你写信说道说道她。”

其实，我曾那么地怨恨过我的父亲。

奶奶去世时，父亲十八岁，小叔只有

三个月大。奶奶去世后，父亲辍学，每天去

县城拉平板车，比同龄人更早地品尝到生

活的五味。父亲希望我初中毕业后考中

专，到城市中过更好的生活。而我那时的

梦想似乎要更远一些……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喜欢伫立江畔，

看江水翻涌，滚滚而去。

寒假回家，我告诉母亲，那天在车站，

火车启动，她扬起手来跟我挥别时，我看

见了她眼睛里蓄满了泪花。

母亲则告诉我另一件事。父亲从九江

回来后，变得沉默寡言。有一天早上，母亲

在门外把马车套好，等了好久不见父亲出

门，却发现父亲呆呆立在院子中央，母亲

问：你怎么了？父亲说：想孩子了。说着，

两行泪从父亲眼里流下来。

逝者如斯夫！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

了。时间在每个人身体上、情感上、精神上

镌刻下或显现或隐匿的痕迹。当年的懵懂

少年，如今已为人母，孩子求学去了更远

的地方。

我不能像当年父亲一样千里相送。他

背着行囊，拖着行李箱，过了安检，冲我们

扬一下手，转身汇入人群。我急忙挪步向

旁，又向后，踮起脚尖，作鹄立状，目光极

力搜寻。那年轻的背影闪出人群，我一喜；

然而，又很快汇入人群，而后折向左侧，消

失在泛着亮光的墙后。

有许多细碎的光闪闪烁烁，我的眼前

变得模糊不清，突然就想起龙应台《目送》

中的片段。

那一刻，我读懂了父亲。

父亲和他的桥

用健硕的臂膀洒下

无数颗水草的种子

让梦倾心江河，辗转于一轮水中月里

把目光深深驻扎河泥中

用黝黑的脊背，挺起贯通的芽孢

根茎就撑起了潺潺河流

草叶就连起了座座心声

一双刚柔相济的手掌

攥紧了，时代的滚滚浪潮

垒砌了，阳光翻阅的书页

一场风雨过后的彩虹

通行，掷地起有声的故事

被压弯的双肩，已驮起

一弯璀璨的未来

这就是建桥的历程

也是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一生

父亲节抒怀

一颗索取的心

追寻风雨中的伟岸

六月的风，撕裂心痛

一双渴望的眼神

仰望那张拉不开的弓

悔肠的泪水，流淌岁月

六月里第三个星期天

镰刀，弯成月亮

收割似山一样的脊梁

父亲

看你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里

你话不多

那坚挺的脊梁

仍在微笑

伟岸的父爱

如山饶过岁月

让你双手的老茧

肩扛了一辈子苦难

为女儿奉献着

幸福的港湾

父亲（外一首）

记忆深处

停留在伟岸的背影

儿时 那是最安全的港湾

狂风暴雨在身前停滞

叛逆的青春，张扬的眉眼

自以为是的虚荣

仍然在受伤后

躲进父亲的怀抱

岁月在无声中逝去

光阴随流水远行

白发在心痛中丛生

曾经青涩的少年

已经傲立风雨

再也不畏惧天崩地裂

纵然荆棘遍布

我为您遮蔽黑暗

父亲节抒怀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座山不再高耸入云

曾经，健步如飞

将儿子扛在肩头

时光催生了白发，

压弯了脊梁

看着儿时照片，

年轻的我，将岁月打碎

父亲，为您遮风挡雨

下班回到家，放下背包，一抬头看

到餐桌上放着一袋白面，用旧床单包裹

着，静静躺在那里，我默默看着，呆呆的

看着。白面大约有七八十多斤，用绳子

系紧口，旧床单上满是面尘，却那么让

人亲切，毫无疑问这是我的父亲，从十

几里地之外送来的。之前，说过家里不

缺，要是没有了就从附近超市购买就行

了，可我倔强的父亲硬是把它搬到家

里，没有电梯的楼层，一步一步搬上来。

我的家在县城西北边，老家在东

南，以前想过这样会不会不方便，但又

一想还年轻，电梯有没有并不是大问

题，这样还省公摊和电梯费。住进来四

年了，因为户口还在村里每家每户都有

喝水站纯净水的配给量，每周送水、买

菜、送日常用品都成了俺爹最热爱的事

情，刚开始四大桶水加一大袋子菜，父

亲可以健步如飞，慢慢的就变成了两大

桶水，之后在家人强烈要求下终于变成

了小桶放储藏室，菜也不送了。父亲

说：“缺啥就说，不累。”可是孩子们心

疼啊。

最近几天，父亲去医院查体，通过

一系列检查和胃肠镜检查，查出了有六

处息肉，需要立刻住院手术，焦急的心

情，让我的眼眶湿润......手术很成

功，看着父亲云淡风轻的样子，我终于

松了口气，然而送去做活检的检测结果

也出来了：怀疑胃肠道良性肿瘤。看着

这份报告，我的心疼痛，不安的情绪低

落到极点。本来晴朗的天气也感觉乌

云密布，赶紧和医生沟通病情，还好，只

是良性，发展程度缓慢，建议进一步观

察，之后一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出院

了。

在医院和父亲闲聊中，我委婉地

说：“爸爸，以后可要多多注意身体，这

可不是大意，不能再那么劳累了，更不

能像以前那样工作拼命。以后家里的

东西，我自己买就行，您放心，都是小

事。”父亲对于检查结果并没有过多的

情绪变化，表情轻松地说：“这不是啥大

事，手术都做了，多休息几天就好了，放

心吧儿子。”隔天下午，父亲办理了出

院，回到老家静养，因为病情只能吃煮

的烂糊点的面条，喝点小米粥，硬的食

物不能吃，更不能干太重的活，手术的

伤口还需要慢慢养好。

我以为，父亲肯定会乖乖的在家休

息，可是没想到，只仅仅一天又送来了

这袋面粉，这哪是送的面粉，这是送的

对儿子和家人的爱啊。

静静的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就

这样看着，想着，大气都不敢出，心中就

像惊雷一般轰鸣着，父亲啊，三十多年

了，您还是把我当做小孩，还是那个怯

生生的小家伙，我怎么才能报答您的

爱？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起身将旧床

单取下，整齐地叠好，将这袋面粉认真

的放在橱柜中，就这么看着，想着，回忆

着，头脑在一片空白后，触电一般惊醒。

慌乱地拿出手机：“爸爸，您觉得好点了

吗？不是不让您劳累，我自己这边买东

西很方便，还有要好好休息，然后.....

.我爱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略带沧桑浑

厚的声音响起：“臭小子，多大点事，啰

啰嗦嗦说来说去，咱们男子汉就要有男

子汉的样子，你也是两个女儿的父亲

了，相信我的这点基因你都遗传了，好

好干，好好做人，踏踏实实，我和你妈不

求你们大富大贵，只要平平安安，宝宝

健康成长就好，我相信你可以做到，还

有缺钱不，需要的时候告诉爸爸。”

终于，眼泪止不住地流下，就像雨

滴一样流下。哽咽声中：“爸，我真不

缺，您留好了，应当是我给您，您还老挂

牵着我，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将咱们家

忠厚传家的家风传承好，照顾好家人，

教育好孩子，更要孝敬好您和我妈。”

“爸，我想吃妈妈包的饺子了。”

“哎，好孩子，那就让你妈多包点，

中午下班回来多吃点，其他的我送菜时

候再给你送回家。”

父亲的话，让我温暖而又惭愧，想

起青春期叛逆的自己，我终于明白了什

么是父母，什么是的永恒不变的爱；我

终于更加深刻感受到这世间什么是最

无私的奉献，只有付出，从不需要回报。

百善孝为先，我的心更加坚定，我为自

己的父母骄傲，同时，我一定要成为像

父亲这样心中亲情比天大的男子汉。

桓台 马玉涛

桓台 胡华业

张店 杨玉勇

桓台 徐强

一袋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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