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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哥走以后，我爸如遭雷击，头发
似乎是一夜全转白的，一眼望去，白花
花的头发把我的眼睛晃得想流泪。我
爸啊，太可怜了。

后来，我妈偷偷去算过命。算命先
生对我妈说，你那个二娃子命太硬啊，
克兄。算命先生还说，你看你那个二娃
子，后脑勺上有一块凸骨头。我妈回家
一摸我脑壳，果然有。妈顿时就瘫软下
来。我妈想把这个事儿忍了，但还是没
忍住，把这事儿偷偷告诉了爸。据说，
爸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大叫了一声，早
知道这样，不该把二娃子带到世上来。

我看到，我爸奇怪的目光，望着我，
似有怨怒。后来，听他长长叹息了一
声。我同他，很少交流，有了隔膜，彼此
心里也有这种感应。

我在城里漂流了一段时间后，终于
有了工作，爸不再犹豫，大声吩咐，把杀
猪匠喊来吧，杀猪，请客。长了那么大，
似乎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对我眉开眼
笑。他让我到祖坟前下跪，感谢祖宗的
保佑。

爸退休以后，到乡里住了两年，说
是空气好，山好水好。后来回乡，听乡
里人说，你爸啊，常坐在你哥坟前，一坐
就是好半天，有时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了，爸心里，还是
没把我哥放下。

在我爸66岁那年，我几乎给他下跪
了，求他跟我妈来城里居住。那一次，
我爸去坟前跟我哥道别。爸喃喃着说，
大娃啊，我跟你妈，去城里和二娃子住。

我爸76岁那年，在城里患了严重的
痛风病，双脚长满了痛风石。痛得严重
时，他轻声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
了。

我爸就是这样一个意志力软弱的
人，尽管他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样
子，其实骨子里怕事儿，他有些好面子，
说话爱在喉咙里转圈儿。比如打雷时，
他还要去院坝大摇大摆走一走，急得我
妈说，你不怕雷劈啊。我爸嘟囔着说，
我又没做亏心事，怕啥。但有一天，天
上一个炸雷响过，我爸腿一软，当场就
吓得倒下去了。我正好看见，赶紧扶着
爸起来，到晚上吃饭时，他的腿还在打
颤。

3年前的初夏，我爸因为痛风发作，
住进了医院，我妈日日夜夜地陪伴护理
着。

那些日子我确实忙，有天晚上提了
水果去看爸，爸突然发火了，他气呼呼
地挥舞着手说：“你回去嘛，回去嘛，他
是我的亲生儿子么，到底尽了啥子孝
道，你明明知道我血糖高，偏要提水果
来给我吃，是来害我么！”

我爸的这句话，让我心里觉得好难
受。我忍不住了，朝他发火：“您说我是
您的亲生儿子不，您要我怎样尽孝道，
是不是顿顿要给您喂饭！”

“就是啊，我在医院住院，您给我喂
过饭吗？”我爸针锋相对。

我妈见我们父子这样争得没完没
了，拉我出了病房，带着央求的语气：

“二娃子啊，你就让让你爸吧，我这一辈
子要不是让着他，他可能就死过几场

了。”也是在那天，妈才告诉我，那年我
大哥走了，我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有
天晚上迷迷糊糊醒来，发现我爸抱着一
瓶农药准备喝下，我妈疯了一般抱住我
爸大哭：“你要做啥子傻事啊，还有二娃
子在，二娃子会给我们养老送终……”

我和我妈商量好了，晚上由我在医
院护理我爸。那期间一家报社举办文
学奖颁奖盛会，我也推辞不去参加了。

晚上，我从家里端来了山药青菜
粥，一勺一勺地给我爸嘴里喂，他张着
嘴，一小口一小口地吞下，却闭上眼睛，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爸吃完了，我转身
去洗碗回来，突然看见爸半闭的眼睛里
有老泪浮动。

我走过去，装着没看见，用洗脸巾
给他擦嘴。爸一把拉住我的手喃喃：

“二娃子……我有时对不住你，你莫放
在心上。”一瞬间，我似乎原谅了我爸。

那次我爸住院，过了10多天时间，
依然不见一丝好转，骨头里迸发出来的
痛，让他睁开眼睛的力气也没有了，每
到下午，深夜里，还伴有低烧，额头有汗
水浸出。

医生是我朋友，他拍了拍我的肩，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老头儿的情况不太
好。他给我看了我爸的脊椎骨CT片
子，挂在发光的屏幕前跟我一字一句解
释：“你看，这塌陷和阴影部分，是老头
儿脊椎骨下坏死的骨头，不排除是肿瘤
侵占……”肿瘤，癌细胞聚集的蜂巢，一
想到这个，我就全身发麻。

按照医生建议，我推着我爸去做活
体穿刺检查。一根针穿进我爸的背部，
抽取骨髓出来检查，我在门外听见我爸
痛得哎哟一声。我哭了，也出于对病魔
幽灵的恐惧。我想，要是我爸真离开了
人世，我就是一个没爸的中年男人了，
替我挡着的那一面老墙一旦垮塌，我在
人世的承受力会再次减弱。岁月的风
声，在我头顶盘旋着吹，让我在落发之
中时时感到了心里发慌。

感谢老天，经过穿刺确诊，我爸没
啥问题。我安慰我爸，还指着他那典
型的长寿耳、高人中安慰说，爸，您就
是长寿相嘛，安心活，活过一百岁。我
爸顿时咧嘴笑了，二娃子，想不到你嘴
巴还这么会说话，你小时候太内向啊，
我就担心你呀，长大了和人不好打交
道。

经过那次住院，我感觉我和我爸的
关系，缓和轻松了许多。我可以同他开
玩笑了，同他一起回忆早年乡下的那些
事儿了。我才发现人老了，世事貌似笃
定，沉渣却又泛起，总喜欢在怀旧里得
到抚慰。

前不久的一天，我去看望爸。我看
见，爸摊靠在那把老藤椅上，睡着了，鼾
口水把他胸前也打湿了一片。他面前，
是家里老影簿，翻开的那一页，是我哥
在部队英姿勃勃的照片。

爸醒来了，揉揉眼睛迷糊着说，你
来啦。我一把抱住我爸，这个老头子，
把头听话地埋进了我怀里。一瞬间，40
多年来的怨懑委屈，都消融了，吹散了。

爸，在我的血里，也流着您的声音，
哪有啥前世来生啊，只有今生。这辈
子，今生，我就好好做您的儿，给您养
老，为您送终。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血里的 音音声声
李晓

我爸今年81岁了，在他80岁以前，
我感觉有时望他的目光，依然有点怯生生
的。我爸有点像我中学时的数学老师，我
怕数学，不敢正眼望他，他望我的眼神却
有力，这个老师却常在课堂上让我站起来
回答问题。

没办法，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小
时候，我就常琢磨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不
是家里亲生的娃。

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我8岁那年，经
过村子里一棵桑树下，村里单身汉魏大田
正蜷缩在树桠上吃桑葚，吃得满嘴乌红的
他大声喊我，上来，上来吃桑葚。魏大田
给我不停地摘桑葚，我吃得都打嗝了。吃
够了，魏大田怔怔地望着我，跟我说了一
句话：“我得告诉你，你不是你家亲生的
娃，你是从别人家抱回来的。”

我呜咽着哭回了家，吃的桑葚全吐出
来了。我问奶奶，奶奶，我是不是从别人
家里抱回来的娃娃？奶奶生气了，哪个给
你说的？我说，魏大田！奶奶气得跺脚，
骂道，他不是人，他要遭雷劈！

魏大田至今还没有遭雷劈，但我奶奶
还是很老实的人，她对我说，你爸这个人

是有些偏心，他喜欢你哥多一些。
爸是在30岁那年，盼来了哥，爸喜欢

得不得了。奶奶说，哥哥生下来那天，爸
在山梁上高喊，杀鸡，杀鸡。

爸是机关干部，但人还是很封建，传
宗接代的思想也很严重。我哥从小就机
灵顽皮，两岁时，就会呀呀呀说“我爱北京
天安门”了，当然，都是爸教的。我爸还给
我哥讲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爱迪生发
明灯泡的故事。我爸的意思很明白，让我
哥从小就向这些天才少年学习，长大以后
成为村里出去的一个杰出人物。

爸32岁那年，我来到了人世。凭我
少年时代养成的敏感，发现爸对我，说不
上是喜欢，还是内心冷漠。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
爸和皇帝的脾气有点像，他爱长子，爱我
哥。我从小笨拙，木讷，头发还有一些发
黄，因为脏，常打绺在一起。

到了六七岁，我明显发觉，爸真是不
喜欢我。星期六，他从城里买回油条，就
让我哥躲进篱笆墙外边，一个人偷偷吃。
有一次，我哥实在是吃不下了，打着嗝抹
着油光光的嘴巴出来。爸走过来，拉我进
屋说，你把油条吃了。那油条，是哥吃剩
下的。我埋下头，嘴里包着油条，眼里包
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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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来到堂伯家。堂伯正搭着
楼梯，用石灰水刷墙，土墙刷得白灿灿的，
像我在村里哪家看到的灵堂。晚饭，堂伯
母给我煎了一个鸡蛋，埋在红薯饭下，我
吃得直舔舌头。

“儿子，从此你就在我家，我们好好养
你，一周给你煎一个鸡蛋吃。”堂伯说。我
懂事地点点头，叫了堂伯一声：“大爸！”又
溜头过去叫堂伯母：“大妈！”堂伯和堂伯
母，我们三人，搂在了一起。

晚上，堂伯和堂伯母连衣服也没脱，
就合衣分头而睡，我看见他们脚抵着脚，
堂伯的脚掌上，有很厚一层痂了。半夜，
堂伯起床，为我掖了掖被角，我那时还醒
着，却假装入睡了。后来我才明白，秋凉
了，堂伯家的被子洗了还没干，就把一床
被子给我盖了，他们穿着衣服睡，两人将
就着盖一床烂了几个洞的薄毯。

10岁那年下半学期，我的一篇作文
在全县获了奖，堂伯要陪我去县城大礼堂
领奖。我妈听见了这个消息，来到堂伯
家，哭着给堂伯堂伯母跪下：“大哥，大嫂，
我还是把娃领回去……娃长大了，还是给
你们养老送终……”

堂伯和堂伯母愣了愣，对我妈挥挥
手：“那就回去……”

我被妈双手抱起，几乎是小跑着冲回

了家。身后，是堂伯和堂伯母的哭声。
我闷头闷脑读书。老师说，这个娃

娃，成绩不错，但就是太内向了。我
哥，确实不负众望，小学毕业，全学区
第一。爸把他带到城里读初中，精心
培养。在城里机关食堂，爸也常吃我
哥吃不完的那一份剩饭。他一直是个
节约的人，到老了还是，有一天把过期
的药也吃了，结果到医院花了 1000多
块钱治疗。

但我哥，实在是让我爸伤心。初中二
年级，他就开始逃学，去卖废铜废铁，他想
过早挣钱，去买一辆木板车，用来拖煤炭，
挣钱，然后娶媳妇。

初中毕业不久，我爸就把哥送到了在
云南的部队，部队是大熔炉，我爸要把我
哥在那里好好锻炼一下。他的心不死，要
把我哥培养成才，还跑到祖坟前去许愿
了。爸在祖坟前许愿说，等哥哥有了出
息，就给他们立碑。

从部队回来一年后，我哥查出了白血
病。我爸一拳砸在墙上说，就是把家里全
卖了，也要治好我哥的病。

但家里也实在没啥可卖，几床旧棉
絮，已经发霉了。大半年后，我哥还是走
了。哥临走前抓住我的手说，弟啊，爸爸
还是喜欢你的，你替我照顾好爸爸。哥
走的那天，医院大门外边，夕阳如血，我
爸颤抖着抱住我，抽泣着说，儿啊，我就
剩下你了……

二

奶奶喂了几只鸡，平日里那些鸡在院
子里走来走去，我看不惯鸡的眼神，像是
在蔑视我。鸡下的蛋，一部分卖掉，家里
要买盐、酱油、肥料、种子、锄头，一部分，
就给哥吃了。我很少吃到，哪怕是考了一
百分。有一次，我跑到鸡窝边，猛踢一只
刚下蛋的鸡。

我自卑，怯懦，不敢正眼瞧一瞧爸，我
甚至感觉，他不是我亲爸，偶尔喊他一声

“爸”，也含混不清。全家人，还有那个小
村庄，几乎都认为，我是一个智力有问题
的孩子。

谁叫我那么愣头愣脑呢？小时候，天
黑了，倦鸟都归巢了，我还常在外面晃悠，
有时还自言自语，我不想回家，一回家，就
是爸妈的争吵，有天听到爸在骂：“就是你
嘛，生一个弱智儿出来，让我摊上一辈子
……”妈妈耷拉着头，在墙角哭，来我家的
三叔也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娃娃是有问
题。

我8岁那年，小山村通了电，望着明
晃晃的电灯，我不知道电到底从哪儿来。
有天我用一把剪刀朝电线插孔里试探电
在哪儿，啪啦一声，打了我一个趔趄。

我9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晚上，我追
一只萤火虫，恍恍惚惚走到了山梁下院子
里的侯大爷家。侯大爷家有一口黑漆漆
的棺材，是为他死了下葬准备的，我就悄
悄取下他袍子一样的寿衣穿上，在棺材里
睡了一晚。

我长到了10岁，全家人在吃了一个
腊猪腿炖土豆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决
定把我过继给远房堂伯家。

爸说，他有一个儿子就够了。哥还在
继续偷偷吃爸爸从城里买回的食品，花
生，苹果，还有我不认识的一些零食。有
时被我看见了，我只有吮着手指头，灰溜
溜躲到山上一棵树下，一个人睡了一觉。

堂伯快50岁了，和堂伯母还没生育，
两人去乡上医院检查，折腾了大半天才出
来，还是没检查出一个结果来。好脾气的
堂伯笑眯眯地对村庄里的人说，有不有
娃，我也不急，那是命，哪个不信命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