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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根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脸色铁青!两

眼死死地盯住门外的一块石头"半天!他扭过

脸!对着屋内说#$我不同意% &

屋内!在一个低矮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

年近二十的小伙子!他是王老根的儿子清华"

此时!他脸色绯红!甩出了一句话#'我就是不

上% &

'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你想干啥(&说这

句话的时候!王老根脖子上的青筋暴得老高"

'打工% &

'没出息的玩意% &

'咋叫没出息% 全国上亿人在打工!都没

出息( &儿子不甘示弱"

'我就是不让你去打工" &王老根给儿子

下了最后通牒"

见爹真的生气了!清华没有再说话!但是

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服气"

清华今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二本大学"

今年不是清华第一次参加高考!是第三次!前

两次都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 当第一次高考

落榜的时候!清华就和爹商量!不考了!有那

个复读的时间!还不如趁早出去打工挣钱!但

王老根不同意!非让清华复读!没办法!清华

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学校" 由于清华一心想着

出去打工挣钱! 心思不在学习上! 第二年高

考!还是差了三分没有到录取分数线"三分之

差!让王老根看到了希望!他强烈要求清华再

次复读"这次清华说什么也不干了!和爹吵了

一架"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清华还是

被王老根像赶鸭子上架似的!赶到了学校"今

年考得不错!超过分数线三分!被省城一所大

学录取!虽然只是二类本科!但王老根却高兴

得差点跳起来" 不料!马上要开学了!儿子又

突然说不上了!把王老根气得差点晕过去"

王老根坚持让儿子考大学是有原因的!

因为上大学是家里几辈人的梦想"

王老根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亲
0917

年

高中毕业! 按当时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根本

不成问题! 但就因为出身不好! 不能参加高

考" 父亲哭了三天三夜后! 在一个漆黑的夜

晚!把一根麻绳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幸亏家

里人发现及时! 把他从房梁上救了下来" 从

此! 他就把自己的大学梦寄托到儿子王老根

的身上"

王老根非常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学习

很用功! 成绩特别好" 当时老师对他的评价

是!王老根考不上清华也要进北大" 但是!天

有不测风云!就在他奔向考场的路上!突然感

到肚子疼痛难忍!竟在地上打起滚儿来"紧急

送往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要开刀手

术" 虽然手术很小!第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

但考试也结束了! 王老根无可奈何地回家当

了农民"

当时王老根的气恨可想而知! 他甚至也

想到了死!不过这次他的父亲却成了明白人!

他劝王老根!只要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

咱不绝户!就一代一代地考下去!总有一天家

里要走出一个大学生"

心里装着王家的大学梦! 王老根给儿子

取名'清华&" 但是儿子上清华的心情远没有

父亲和爷爷那么迫切!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

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今年终于考上了!但是

他又说什么也不愿意上了! 非要出去打工挣

钱"

'清华!你知道!上大学是我和你爷爷两

辈人的梦想!你就不能想想我们的感受( &看

儿子坚决的态度!知道这样僵下去不是办法!

王老根的态度软了下来"

'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不就是为了让我大

学毕业以后能找个好工作吗(但是你看看!现

在大学毕业生满街跑!不要说二本!就是一本

的毕业生! 还不是照样像苍蝇一样到处乱飞

找工作吗( &清华说得理直气壮"

'那也比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找工作容易

呀% &王老根不服气"

'王留柱是大学毕业吗( 初中都没上完%

可你看人家!跑钻头跑发财了!现在少说也有

几千万了吧%王天彪是大学毕业吗(高中只上

了一年%人家弄了个建筑队!现在楼房都住五

层了!还开着奔驰车" 王小明是大学毕业吗(

也只是高中吧%但人家承包了五百多亩地!给

他打工的人就有十几个"你数数!现在发财的

有几个是大学毕业(还有!东庄我表哥大学连

考了四年!终于考上了!我表叔觉得脸上是有

光了!但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最后去了王志

贤的运输队打工"王志贤大学毕业吗(人家在

上海有了自己的运输车队!每年收入上百万"

你还是旧脑筋!还是光宗耀祖那一套% &清华

一口气说下去!激动得脸色通红"

王老根愣住了!儿子说得句句是实话"

'你的眼怎么就只盯着钱呢(有知识比什

么都强" &沉默半天!王老根觉得不能在儿子

面前服输!反驳道"

'上大学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

工作(找一份好工作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多

挣钱( 大学四年!要花几万元!毕业后还要为

工作发愁!还不如趁早创业" &清华这次是下

了决心和爹对着干了! 把憋在心里的话一股

脑儿倒了出来"

王老根无语!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像

在看一个星外来物"他读不懂儿子!不知道儿

子到底怎么了! 也不知道王家几辈人的梦想

是否应该继续坚守"

不过!有一点村上的人可以证实!现在很

少听王老根提儿子上大学的事情了"

拉着老爸去散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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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睡梦中醒来! 扯了扯床边的碎花布

帘! 透过阳台的余晖轻轻地漂浮在我的脸

颊上! 心底也配合着脸的幻想滋生出痒痒的

感觉! 猛然想起自己又睡了一个下午" 这样

恍惚度日究竟维持了多久! 我也记不得了!

什么时候开始嗜睡了呢( 零零散散的片段铺

面而来! 却怎么也拼接不了一份完整记忆!

于是索性起床"

我穿梭在家的每一个角落! 却没有发现

任何生命的气息! 只有我和老爸两个人的

家! 让人感觉到空寂" 我在睡觉! 也许爸爸

怕弄出声响影响我休息便出门了吧" 不知道

为什么! 上了年纪的人为人处世也开始变得

小心翼翼了! 即使是面对着自己的儿女! 有

时也会凸显出做客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

呢( 细细回想爸爸在我这儿的点点滴滴! 我

仿佛不是上班就是睡觉! 抑或是三三两两的

好友聚聚! 和老爸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少得可

怜" 有多久没和老爸去散步了呢(

虽称呼他为老爸! 其实也就是一位
::

岁的中年人" 现在想想! 老爸他自己是不是

也感觉已步入老年了! 还是被我喊习惯了

呢(

今年
7

月! 老爸中风了! 现在回想起来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应付过来的" 在医院待

了三个月! 每天都被刺鼻的气味包裹着))

爸爸出院的那天我心情很好! 推着爸爸在居

住小区的人行道上走了好远好远! 仿佛只有

这样才能把我们身上在医院浸润已久的味道

慢慢冲淡" 在老爸回家前! 屋子的布局已经

被我重新规整好了! 感觉很突兀! 从买房子

到现在第一次感觉大" 我请了一些工人在屋

子四周墙壁上都嵌入了扶手! 这样方便爸爸

一个人做康复" 他也许不希望我时时搀扶着

他吧" 他的情绪一直很不好! 现在如同孩子

一般! 很爱哭! 也许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宠

溺爸爸了吧% 一直很独立的两个人突然转变

了生活方式! 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依靠"

开始的时候! 这种角色的互换让人感觉有小

小的忸怩感! 不过现在已习惯了"

爸爸出院前我从网上搜索* 整理了一些

资料! 打印出来贴在我屋子的各个角落" 我

会每天做适合爸爸吃的饭菜! 没有时间限制

地陪着爸爸去做康复"

;

月的天气还是蛮热

的! 我俩每天都穿梭在小区的林荫道"

坚信上帝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老爸

虽然不幸中风了! 但是我仍然对这个世界心

怀感恩# 幸运的是爸爸身体刚刚不舒服就被

同事发现并及时送往医院+ 幸运的是现在的

医疗事业发展得如此迅速! 爸爸很快就能站

起来行走了+ 幸运的是我有那么多的亲朋好

友!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

么办))

重新找工作不可谓不艰辛! 最后在一个

小公司做起了文员" 爸爸生病几乎花光了我

们所有的积蓄! 已经不能挑剔工作的好坏

了! 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也会

怨恨爸爸为什么要生病! 如果平时听我的劝

告! 按时吃药! 少吸烟喝酒什么的! 也许就

不会生病了! 那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过自己

的生活了" 是不是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

这种情绪了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老爸

开始一个人出去锻炼不再拉着我了" 每天上

下楼梯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每天在外面待那

么久会不会是刻意的呢(

记得小时候! 爸爸接我放学! 经常把我

驮在肩上健步如飞! 路上洒满了我 '咯咯&

的笑声" 现在不经意间回想起那笑声突然有

想哭的感觉" 冰心说# 一角的城墙! 蔚蓝的

天! 极目的苍茫之际! 即此便是天上人间"

也许生活就应该这样! 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

地就该满足! 在不经意的瞬间也许就会顿悟

自己其实很幸福"

明天是星期一! 下班回来要先陪爸爸散

步! 拉着他去附近超市买东西" 我想! 待我

俩归来! 太阳会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

长! 回头瞄一瞄! 会感觉静谧而美好"

正如海子一首诗中所写#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所以! 从明天开始! 我要努力让爸爸和

我成为幸福的人! 我要拉着老爸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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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季节的

门

槛

风! 迈过去! 削翅为刃

扑打着遍地的雪粒

将草木的残绿层层剥离

河! 迈过去! 呵气成冰

一路悠扬跌宕的歌声

被锁进坚硬的冰凌

只有小麦刚刚破土而出

只有小麦! 无所顾忌地舒展着

给这道门槛! 涂上一抹新绿

虫子
做一只虫子不好吗

蛰伏于泥土! 草叶! 或书本里

晒晒太阳! 啃啃诗文! 做做闲梦

简单而又安静

是现代都市人无力企及的生活状景

如何把翅膀收起来! 忘记身份和姓名

回到来时的路上

如何把目光收起来! 不再回视与眺望

只守着一小截自己的时光

不思! 不想

独居寒冬的一隅! 悄悄作茧

自缚或者自守! 都与别人无碍

与窗外的世界无碍

一个画地为牢的人

在寒风步步紧逼的日子里

一退再退! 一退再退

退作一只小小的虫子! 回到原始状态

一群阳光在窗台上跳舞
窗台是白色的" 白色的窗帘

白色的玻璃! 白色的瓷片

散发着奶油一样的气息

这群小精灵就在这里跳来跳去

在白瓷片的白里! 在白玻璃

的白里! 在白窗帘的白里

它们的脚是白的! 身子是白的

翅膀是白的! 呼吸也是白的

以及舞步和节奏

踏踏踏# 踏$ 踏$ 踏%

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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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时光

被一群白! 踩得碎碎的

刺人耳目

风吹耳朵
作为一棵奔跑的树

我早就谢落了满身的花朵

只剩下这两只叶片了

一左一右! 交由清冽的冬风

一遍遍吹着

只剩下这两只忠诚忠实的叶片

将这个世界的颤动! 战栗! 声音

一丝丝传递给我

让我听! 感知并接受

从而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

一棵奔跑的树! 无论春秋

都有两只叶片紧随其身

不脱落! 更不会背叛

此时! 被冬日清冽的风吹着

微微疼痛

散文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