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 亲
杨敏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青年

才俊，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小白鞋，外束
腰，肩上背个包，几条街都找不出比他
更帅的。 ”父亲懂音乐，会好几样乐器，
小提琴、秦琴、二胡、口琴、扬琴等。 闲暇
之余，父亲总是拿出挂在墙上的小提琴
或二胡拉上一曲，而我总是仰着脸坐那
儿听……

小时候的冬天可真冷啊！ 房顶上能
看到一尺多长的冰凌，屋后的坑里结了
厚厚的一层冰。 顽皮的哥哥带着我去冰
面上溜冰，回来后，哥哥被父亲狠狠揍
了一顿，还罚跪半个小时，但是父亲不
揍我，从来不揍。 一到冬天，我的双手就
会冻伤，肿得像蛤蟆，裂开的口子张得
跟小孩儿嘴似的。 而父亲，只要一见到
我放学回来， 第一个动作就是解开棉
衣， 把我冰冷的小手放在他的腋下，给
我捂热。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是用暖水瓶装
开水的。 我每天就帮家里烧开水，冲进
暖水瓶，然后习惯性地用一只手抓着暖
水瓶的瓶嘴儿拿进屋里，每次父亲都会
警告我“拿下面的把子，别掉喽！ ”每次
都说，每次都说。 而我每次都照抓不误，
并不理会他，时而还冲他嚷一句“掉不
了！ ”终于有一天，“啪”的一声，装满开
水的暖水瓶碎了一地。 父亲跑过来，看
了看我说：“烫着没？ ”我摇了摇头，以为
父亲肯定会狠狠责备我这个不听话的

小孩儿，结果父亲什么都没说，但我已
经深深意识到自己错了。

父亲最喜欢参加我的家长会，用他
的话说，特给他长脸，只要老师一朗读
我的作文， 他就会对旁边其他家长说，
这是我闺女写的，然后一脸得意！ 和父

亲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光是中学时期，受
他影响，我也能玩几种乐器，虽然不精，
倒也能成曲儿。 父亲常常与我合奏曲
子，我弹吉他或电子琴，他就用小提琴
或口琴跟我合奏，一曲《乡间的小路》成
了我俩的经典，常常引来邻居欣赏。

父亲 40 多岁的时候， 得了一种叫
帕金森的病，这种病无法根治，只能依
靠药物延缓病情的发展。 好在初期症
状，只是手不停地颤抖。

终于有一天，我要出嫁了 ，父亲哭
了，他的小棉袄就要离开。 听母亲说，在
等待我三天回门的日子里，父亲每天都
不怎么吃饭，每天都会莫名发呆，第三
天更是一大早就坐在门口等我……

后来，父亲病情一点点加重 ，行动
迟缓，转身困难，起步困难。 能行走的距
离也越来越短，慢慢地，老年痴呆的症
状开始呈现。 有时候，明明刚吃过饭，我
去看他，问他吃饭没？ 他就一脸委屈道：
“没有，你妈不让我吃。 ”我就笑着赶紧
给他再弄一点吃的。 有时候，他还会拉
着我妈我哥去邻居家找他所谓的“保险
柜”，邻居们都知道他有病，就配合他演
戏。

父亲的老年痴呆时好时坏，时而清
醒时而糊涂，常常闹出许多让人啼笑皆
非的事儿。

他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对我哥说 ：
“我给你买了辆车，红色的，在咱家门口

停着呢？你赶紧看看去吧，可好看！ ” 我
哥明知道他瞎胡说，就逗他：“多少钱买
的？咋开回来的？ ” 父亲就眯着眼睛说：
“好几十万，可贵，我自己开回来的。 ”
“你一没有钱，二没有驾照，三出不了家
门，车是自己飞咱家的吗？ ”哥问他。 这
时父亲就会自言自语：“对啊，我咋开回
来的？ 我想想，我想想，我咋想不起来了
呢？ ”后来又出现了给我们买房、买别墅
的笑话。 谎话说多了，也就没人信他的
话了。

一次，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从银行
给客户换了几万元崭新的人民币 ，都
是小面额的，装了一大包，因为急着出
去办事，就近去了母亲家。 当时父亲一
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就对他说：
“这是我给客户换的新钱，先放我妈床
头，我妈回来您给她说一声，我有急事
先走了。 ”结果，到了晚上，父亲对我哥
说：“咱家床头有一大包钱。 ”我哥说：
“这老头又说胡话，哪里来的钱？ ”父亲
说 ：“真的 ，不骗你 ！ ”我妈听到笑他 ：
“你想钱想疯了吧， 天天都是钱钱钱，
咱家哪来的钱啊？ ”父亲委屈地说：“真
的， 不信你去看看， 还都是成捆的新
钱。 ”后来我哥去床头瞄了一眼，抱出
来一大包钱，眼泪都笑出来了，对我妈
说：“还真有钱。 这老头天天没一句实
话，瞎话篓子一大筐，轻易不说一回实
话，今儿个好不容易说了回实话，还没

人相信他。 ”
还有一回， 父亲趁母亲出去买菜，

把我和哥哥叫到身边郑重其事地说 ：
“给你们说件事儿， 别跟你妈说啊，我
给你俩每人准备了一百万，不偏不向，
都一样多，别叫你妈知道喽。 ”我一听，
心里窃喜， 暗自揣测：“这老头啥时候
偷偷攒恁多钱啊！ ”随口我就问了句：
“钱呢？ 搁哪呢？ ”谁知，接下来发生了
戏剧性的一幕， 父亲说：“钱不是给恁
俩了了吗？咋还给我要？ 一百万还嫌不
够啊？ ”我和哥哥再次笑出了眼泪：“得
了，又是胡话。 ”空欢喜了一场。

再后来，父亲卧床不起。可怜我平凡
而伟大的母亲， 伺候生病的父亲整整三
十多年，一个女人能有几个三十年？有时
伺候累了烦了，也会抱怨几句，也会骂几
句，然而一转身，就又给父亲翻身擦洗做
好吃的去了。身体硬朗的母亲，硬是被父
亲拖累出了一身的病痛， 虽然我和哥哥
也极尽所能地帮着照顾，可母亲总说，夫
妻照顾起来更顺手。 这种身心的劳累和
疲惫， 没有长年照顾过病人的人是永远
体会不到的。

再后来， 父亲越来越像小孩儿，再
后来父亲慢慢开始出现幻觉， 再后来，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夜深人静的夜晚，抚案习文 ，转头
看见了墙角的吉他，想起了儿时与父亲
常合奏的那首《乡间的小路》，起身推开
窗户，抬头望了望夜空，深吸一口气，内
心开始呼喊：“爸，您在天堂还好吗？ 只
想告诉您，我想您了，想您了，下辈子我
还想做您的女儿……”

想着……想着……竟想出了满眼
的泪花……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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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树
文联工

春天回故乡

走到我村旁

只闻小鸟鸣啾啾

看不见 村里房

垂柳依依绕池塘

桃花闹春光

夏天回故乡

走在村里大街上

泡桐白杨偶尔见

两边梧桐排成行

人在浓荫里

绿掩排排小楼房

秋天回故乡

走进那条旧时巷

月季脚边开

惊艳红紫黄

夏去紫薇红谢了

风吹又起桂花香

冬天回故乡

小楼见爹娘

院里长大了香樟树

树壮叶儿长

瑞雪摇落女贞碧

墙边腊梅 金艳芬芳

记得几岁时

村穷树少房破无鸟唱

植树护林二十余年绿色满

已褪尽 旧时装

前人种树处

后人好乘凉

拾狗
段世东

那一年，老言遇到奇事儿了。
说起老言，那也不是一凡人。 退休

前他是一家省级媒体的编辑部主任，高
级记者职称， 在业内知名度非常高，口
碑更好，拥有着数以万计的读者，用现
在时髦的词儿，那叫粉丝。

说起老言的退休，那也是一把一把
的辛酸泪。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没事
儿别瞎折腾”。 有天晚上老言做了个梦，
梦见和糰了，具体梦境是和糰在狱中手
捧三尺白绫登上凳子要悬梁自尽。 “咣
当”， 那板凳倒地的声音将他从梦中惊
醒。 嘿，你说你做梦就做梦吧，自己知道
就得了，往外瞎说什么呀。 心痒难忍，对
这个梦好奇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老言，
上班后猫抓心般地悄悄告诉了一位自

己很信任的同事，并再三嘱咐，千万不
要外传，保不齐会伤了谁呢，免得节外
生枝。

一个多月后，还不满 58 岁的老言，
被宣布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了。

对于提前退休， 老言倒也想得开，
本身这匕首投枪的活儿也不好做，提前
退了倒也落得个清闲。 退休生活唯一让
老言不适应的是，没了工作时的劳心费
神，没了单位里的卑躬屈膝，没了同事
间的欢声笑语，他一下子清晰地感到了
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

老言早年在部队当兵的儿子在一

次抢险中牺牲了，那时老婆业已没了例
假，也生育不了了，只能眼睁睁地瞅着
儿子的烈士证展望余生的幸福生活。 前
两年，思儿心切的老伴儿收拾收拾行囊
投奔儿子去了，就留下老言，意志坚定
地独守阵地。

孤独说到底它也只是一种情绪，一

种因环境改变后心理的不适感，只要多
忍耐一些时日也就习惯了，更何况他老
言毕竟是内心世界丰富的文人。 不过，
再孤独，再寂寞，再无聊，老言是绝不会
去跳什么广场舞的， 也绝不养猫养狗，
老言瞧不上这口儿。他做什么？这不，学
画画、练书法、重新背诵毛主席诗词。 您
还别说，年轻时读毛主席诗词，读到的
是气势恢宏、大气磅礴。 嘿，到老了，再
读毛主席诗词，老言竟然读出了另外一
番景象和滋味。 每每吟诵毛主席诗词，
老言已略显沧桑的脸上总会流露出一

丝怡然和别人难以体味的深邃。 几年下
来，整个退休生活也让老言给拾掇得满
满当当香气缭绕。

可，有一年老言遇到奇事儿了。 什
么奇事儿？

话说那年初冬的某一天傍晚，西边
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夕阳将天空的云朵
染得金红金红的，也将从纸墨斋买纸墨
出来匆匆往家赶的老言的身影往前扯

得老长老长。 正走间，老言无意间发现，
他影子的左边忽然出现了一个头的影

子，确切地说，是一个被夕阳拉伸变形
了的狗头的影子，时隐时现。 顺便交代
一句啊，老言和作者我一样，是一个无
神论者，心底无私从不惧怕什么妖魔鬼
怪。 既然发现了那个被夕阳拉伸变形了
的狗头的影子，按照常理，任谁都会扭
头往后瞅一瞅的。 老言也是常人，也遵

循常理。
老言瞅明白了， 跟在他后边的，的

确就是一条狗。 这条狗，是条土狗，就是
我们中国本地的那种。 这狗，毛色金黄，
体态匀称，面色和善，眼光温柔，脖子里
还套着一个金色的项圈。 这是一条惹人
喜爱的狗。 可是，老言是个有些高尚情
操且有追求有理想的人， 虽然老了，但
年龄不可夺其志。 扭回头，老言继续往
家赶。 可也就奇了怪了，那条狗坚定不
移地跟在老言身后，没有任何一丝想要
离开的意思。

“咣当”，老言关了防盗门 ，又若有
所思地从防盗门的“猫眼”往外瞅了瞅，
只见那狗，就卧在他家门口，眼瞅着“猫
眼”。

简单吃过晚饭，先画了几幅画，又临
摹了一个多小时的圣教序， 又吟诵了几
首毛主席诗词，老言满足地进入了梦乡。

后半夜两点，老言准时“起夜”。 从
卫生间出来， 他下意识地走到门口，从
防盗门的“猫眼”往外瞅了瞅———那狗，
姿势没任何改变，还是痴痴地瞅着防盗
门上的“猫眼”。

老言的恻隐之心油然而出。
就在那狗欢快地跑进来的一刹那，

老言的心里清晰地柔了一下。
这肯定是谁家狗丢了。 老言心想，

指不定人家该多着急呢。 也顾不得是深
更半夜，老言给狗拿来了他自己没吃完

的饭菜，又用自己已经不再使用了的杯
子倒了一杯温水。 然后从卧室拿来手
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给狗拍了四张
照片，发在了他的微信朋友圈、微博和
本地的一个知名论坛，还留了他的手机
号码，帖子题目一律是“招领启事”。 之
后，老言继续睡觉，而那狗，就卧在老言
的床边。

一周过去了。 一月过去了。 半年

过去了……
老言“招领启事”的帖子下边，愣是

没有一个跟帖的，老言的手机倒是响过
几次，不过都是纸墨斋老板打来的。

就在这些时日里，那狗成了老言的
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小跟班儿，可以
说是形影不离。

慢慢地，老言也就习惯了。对那狗，老
言说不上喜欢，因为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
人，别看老了。 但，老言也不讨厌那狗。

时光就这么有滋有味也有狗地过

着，几度春秋几度风寒，老言早已忘记
了时光概念。

是那一年，春风，刚刚吻醒了第一
朵迎春花，根儿还没死的野草还没来得
及伸出头。 哎，就是这个时节的某一个
晚上，简单吃过晚饭，先画了几幅画，又
临摹了一个多小时的圣教序，又吟诵了
几首毛主席诗词，老言满足地进入了梦
乡，而那狗，就卧在老言的床边。

当接到邻居报警的警察弄开老言

防盗门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多月以后的
事儿了。

老言安详地躺在卧室的床上，面容
恬淡。

那狗， 就静静地卧在老言的床边，
神态，如释重负。 ②8

沁园春·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史学杰

四十春秋，革故鼎新，沧海桑田。
忆三中全会，正本清源；大刀阔

斧，敢为人先。
春风化雨，众志成城，砥砺奋进

谱新篇。
正扬帆，看乘风破浪，碧水蓝天。
逐梦初心如磐， 把改革精神薪

火传。
感中华崛起，全球瞩目；神州发

展，举世围观。
从严治党，利剑高悬，打虎拍蝇

挥铁拳。
新时代，兴千秋大业，国泰民安。

一组中国好人之歌

朱萸

�������王永兴
生产锅炉有美名，
永兴医院创私营。
好人财广多行善，
无愧英雄退伍兵。

王海峰

东长西短鸡毛事，
总叫清官断不清。
王司法来能化了，
村村户户少纷争。

“中国好邻居”
一家落难不悲伤，
自古亲情隔纸墙。
莫说邻居心地好，
太康处处有丰穰。

张智博

回乡创业备尝辛，
讨债变成还债人。
老总勿言张总傻，
撑开中国万年春。

郭祥生

业余协警不图名，
百姓平安一世情。
实现人间无贼愿，
终身失业也心平。

王勇

散去财千万，
乐为帮病残。
跟来慈善者，
人数近三团。

陈国厂

建个猪场赢百万，
投资养老全捐献。
孤儿鳏寡食无忧，
赤脚医生心了愿。

张孟军

支书一贯爱乡亲，
越见纷争越有神。
院士儿家邀不去，
村民送匾解铃人。

一个好人 一件好事 一部好书
——— 评任动著作《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

宋志军

对于任动教授要出一本研究周口

作家群的书，我是先于一年多前就知道
的。 前不久，不知是哪根神经触动了我，
当我打电话问他此事进展情况时，电话
那端的他激动地说：“学兄，我们真是心
有灵犀，书出来了，我刚刚接到出版社
寄来的样书，你的电话就打来了。 ”语气
中掩饰不住激动和高兴。 我和任动同为
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我先他一
届，在学校时我们就认识，已有二十多
年的友谊，他一直尊称我为学兄，我们
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我迫不及待地从他手中拿到这

本厚厚的、散发着墨香的书时，当天就
用了一个通宵粗落地读了一遍。 掩卷那
一刻，我在高兴欣慰之余，竟有一点点
嫉妒的味道。 任动穷其十余年的研究，
付出大量的心血，凝成的这部书，将会
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大作、杰作，成为
研究周口作家群的一个里程碑。 这部书
的珍贵性和学术性也必将引起业内和

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任动是一个好人，一个刻苦

勤奋 、治学严谨的人 。 任动大学毕业
后即进入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工作 。
他天性温和 ，待人以诚 ，与人为善 ，严
于自律 ，处世淡泊 ，是人们眼中公认
的一个好人 。 几十年的坚守 ，他不仅
成为了一名受学生尊敬 、教学水平极
高的老师 ，还结合教学 ，一头扎进文
学评论中深耕不辍 ，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 近些年来，他先后在《文艺报》《文

艺理论与批评 》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和文学批评 100 多篇 ， 成为周口市首
位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 ，获得了人们
的普遍赞誉。 良好的品行和高超的学
术能力 ，是任动能够写出这部书必备
的先天条件。

其次， 任动致力于研究周口作家
群，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口作为一片具
有厚重历史、光荣传统的热土，丰厚的
文化积淀、不绝于缕的传统传承和波澜
壮阔的历史图景，孕育出一大批优秀作
家。 ”这是任动该书开卷的一段话，也可
以看出这是他研究周口作家群的背景

和动力之所在。 文学创作从来都具有深
厚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域特征，这是
任何一位作家都离不开的创作土壤。 任
动深知这一点。 当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目
光投向周口的众多作家时，任动已经开
始关注每一位周口作家的创作土壤和

规律，把研究的注意力投向这一具有价
值的领域， 自觉地为周口作家群鼓与
呼，为打造属于周口的特色文化品牌作
出自己的贡献。 任动的这一举动，实际
上为周口文化大市的建设，为周口作家
群的成长做了一件大好事。 为此，任动
持之以恒，多年来倾力而为，做了许多
有益而且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倡议
下，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开设了有关周
口作家群研究的课程 。 从 2014 年起 ，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正式设立了“周口
作家群研究”栏目，专门刊发关于周口
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 任动亲自主持，

负责组稿、审稿工作。 如今，这一栏目已
经成为学报的特色和精品栏目，对于发
展壮大周口师范学院特色学科专业 ，
促进学院教学和学科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从 2017 年起，周口师范学院持续开
展 “周口作家群大讲堂 ”活动 ，并使之
常态化， 先后邀请了周口籍著名作家
刘庆邦、 柳岸， 著名诗人森子开展讲
座。 这对于培养学生读写能力、服务地
方文化建设、 促进地域性文学流派的
形成、扩大周口文学的影响等，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任动的努力下，周口师范
学院还和周口市作协一起， 开展了许
多有益的活动。 他不仅把这些工作作
为服务周口作家的机会， 更是作为研
究周口作家的途径。 在他看来，研究一
位作家的作品， 必须走进作家的生活
和内心。 他为每一位作家写的文学评
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而
且能够走进作家的内心， 准确把握作
家的作品特点和规律。

第三，《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
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好书。 任动倾注十余
年心血写作的这部书，有着重要研究价
值和学术价值，可以从以下四点得出这
个结论。 其一，这本书既专注地域性，又
涵盖了文学的各个门类。 该书研究的是
周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研究领域非
常明确，但同时他研究的领域涵盖了小
说、诗歌、散文各门类，可谓是“集大成”
之作。 其二，这本书既为作家立传，又为
作品立评。 通过该书，我们不仅可以了

解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周口作家的生平

以及创作经历，又可以通过任动一篇篇
精彩的文学批评，欣赏品味每一位作家
主要的文学作品特征、 内涵和创作特
点。 这是一部“树人”和“立论”有机统一
的书。 其三，既为名家喝彩，又为新人发
声。 该书介绍的作家有几十人之多，既
有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享誉全国的著名
作家邵丽、刘庆邦等，又有活跃在本地
的知名作家柳岸 、李乃庆 、蔚然 、阿慧
等，还有在文坛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红
鸟、飞鸟、柳俊鹏、霍楠楠等。 在任动的
视野里， 没有名家和一般作者之分，他
倾注的是一份热情，对每一位作家都是
如此。 其四，这本书既有“总论”，又有
“分论”，章节和叙事十分严密。 该书作
为一本研究周口作家群的阶段性成果，
我们既可以从中了解到周口作家群的

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以及周口作
家群队伍的整体状况和主要力量，又可
以了解每一位作家的主要作品、创作特
点和规律，还可以从任动对每一位作家
作品的批评中享受到文学本身的魅力

和文学批评的独到见解。 作为一名具有
出众才华的青年评论家，任动的每一篇
文学批评，立论独特，观点独到，而且文
字优美，意境悠远，既有对作品的分析，
又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可以带给读者阅
读的享受。

期望任动教授在周口作家群的研

究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期待他的下一部
大作问世！ ②8

哈尼梯田 新华社发

赞学校工地一独臂工匠
赵庆贺

寒冬水冷冰塞川，
围着炉火方觉暖。
鹅鸭畏寒塘边挤，
鸟鹊惧冷巢里钻。
学校工地人手忙，
和灰批墙无人闲。
但见独臂中年汉，
手握批铲技熟练。
知其曾是神枪手，

自卫反击赴前线。
多次孤胆入虎穴，
歼人无数敌伤胆！
为救战友臂中弹，
截肢转业建筑干。
苦练本领技精湛，
高楼常干样板间。
身残志坚一好汉，
军队地方赢人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