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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辞世快三年了！近三年来，无论
我是在匆忙的旅途或是静坐书斋，他那慈
祥的面容总跃入我的脑海。时光已抹去了
我许多的记忆，但始终不能抹去的是阿爸
在我心中沉默的慈颜。39年的父子情，像
我体内的血液在日夜奔涌，冥冥之中，我总
是时时追忆着阿爸生前的往事……

1978年，我参加高考，微弱的四分之
差而使我无缘大学梦，心境焦急中便病下
了。那年夏季炎热的一个下午，阿爸干完
农活刚进家门（那时是集体出工），见我躺
在床上，一句话没说背着我一路小跑到了
镇上的医院。那夜我昏迷之中住了医院，
而阿爸就在医院的床前守了一夜。第二天
一早，见我有了些好转，平常少有话语的阿
爸，和蔼地说：“考不上大学没关系，明年再
争取，身体坏了可是一辈子的事。”熬了一夜
的阿爸本应休息，但他承担着一家的生活重
担，在那靠做工分的年月是不能停息的呀，
他撑着疲惫的身体又出工了。阿爸简短的
话语给了我莫大的慰藉，就像久旱的禾苗沐
浴甘霖，就像黑暗中的行者看到了曙光。两
年后，当我领到了县人武部应征入伍的通知
书，临别家时，阿爸对我说：“在部队要好好
干，白面馒头和米饭都吃得饱，总比在农村
强，不要做错事，辱了祖上的名声。”带着阿
爸的嘱托我奔赴祖国的南疆前哨。第二年，
我的《立功喜报》从部队寄回家乡，不久，收
到了阿妈亲笔写的家书：“立功是部队对你
过去成绩的鼓励，并不代表你的将来，要更
严格的要求自己……”。这是阿爸特叮嘱
这样写的。阿妈还在信中说：阿爸当天就
从镇上买了一斤高粱白酒喝得大醉，识字
很少的阿爸把那张红色的《立功喜报》看了
很久很久。我朴实的父亲就是用这原始的
方式抒发心中的喜悦呀。

改革开放的春风，复苏了中华大地，农
村土地承包到户后，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
得到了根本的改变。阿爸种的蔬菜种籽，
除了自足以外，首先把这蔬菜种籽运到外
地去卖，他深深地明白把农产品直接变成
商品的道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
他每年秋收后都要挑着一担蔬菜种籽（其
中也包括一部分亲属种的）到四川乐山地
区的夹江等地进行销售。久而久之，有几
个村长期使用他蔬菜种的农民每年都等着
他送菜种去，他也每年如约而至。开始的
几年还有些地方差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后期，差价很小很小了，但他每年还是一
如既往。有一年他准备好行囊，在公路边
等往乐山方向的客车，我们有一位亲属劝
他说：“现在卖种籽没有什么剩钱了，你都
六十多了，家里也可以过日子，一百多斤的
东西，下了车还要挑十几里路，你就别再干
了。”阿爸回答说：“那不行，去年我都给人
家说好了，今年要送东西去的，不去人家要
盼，这可是信誉问题。”阿爸还是坐着往乐
山方向的车而去，下车后住两元钱一天的
旅店，再挑上菜种籽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
走十几华里，把驮载着阿爸诚信的菜种籽
送到他的“客户”家。在他去世后的两年
间，不断有夹江的农民写信来要菜种籽，而
且品种和数量都写得很清楚，若阿爸泉下
有知，应是很宽慰的。我们的民族是一个
倡导诚信的民族，当今社会也正在倡导诚
信经商，诚信做人，我的父亲用他的行动将
诚信作了一个最完美的诠释。阿爸的言
行，校正着我人生的坐标，使我在经商的征
途上诚实如节，从而左右逢源，朋友遍中
外，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1994年，是我下海经商最困难的一
年，时常为新项目筹措资金而奔忙，阿爸从
我神情中感悟到了些什么。记得是五月的
一天，他叫我到身边，手里拿着一大叠存单
对我说：“我这里有三万元，你先拿去用，可
以应应急。”那天，我接过阿爸手中的存单，
彻夜难眠，我仔细端详浸透着父亲汗水
的存款单，最大的金额就是陆佰元！这
就是我父亲近六十年“财富”的积蓄！
我像打倒了五味瓶，我还有什么理由
不作“最后的坚持”呢？手捧着阿
爸的关爱（一叠存款单），我开始
了人生崭新的思维。在我最需
要帮助的时候阿爸总是给我真
情的温暖，我还是没有动阿爸
的那份存款，因我深知，那是他
多少年用血汗积攒下来的呀。
我后来很快走过了事业的低谷，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深深为没有
用阿爸的血汗钱而自慰，但阿爸
用行动给了我比钱更珍贵的东
西，使我鼓起了风帆，走过了坎
坷，走出了困境。

我祖上几代人都是守着土地过
日子的佃农，阿爸小时候上过一年半

私塾，由于缴不起学费就再也没有踏进学
校的门。十二岁就干农活，十四岁到璧山
县城学做皮鞋，又到成都下苦力，还到宁夏
当搬运。二十七岁与阿妈成家，唯一的家
当就是外婆给的一间土瓦房，阿爸和阿妈
白手兴家，用血汗把我们兄妹抚养成人，几
十年如一日养成了勤劳、俭朴的品德。我
从部队回到地方，又从政府机关下海经商
办实业，经过多年的拼打也有了些基础，但
阿爸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他自种蔬菜，
每天挑到镇上去卖。有一次，一位邻居碰
上他去卖菜，对他说：“周大爷，你儿子都是
千万富翁了，你还卖什么菜，该享清福了。”
阿爸笑着对他说：“人主要靠自己，能做，就
多做些，如果啥都伸手要，这习惯要不得！”
这就是我父亲，他一生视劳动为荣，把自
立作为人活着的信条。身教胜于言教，阿
爸默默的身教，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永
远奉行着“只有自立的人才能自强”的人生
准则。

2002年3月6日是我人生揪心的日子，
这一天，阿爸永远离开了我们。两天前的清
晨，我出差京华，当我提着行李走出家时，阿
爸问我“几时回来？”我说：“三天就回来。”这
就是我与父亲的最后对话，朴实而简单。
当我匆匆赶回重庆，阿爸已在医院的重症
监护室不能言语。医生对我说：“是高血压
引发脑溢血，已无力回天了。”听着医生的
话，我当着母亲和弟妹的面，泪水只有往
心里流。

听弟妹们说：阿爸刚犯病时还能
说话，在送他去医院的车上，他特嘱
托家人不要把他生病的消息告诉
我，说我出门在外知道了要分
心。听了弟妹们的话，我心如刀
绞，自我十七岁参军，匆匆的旅
途使我在南来北往中，和家人
长时间团聚的日子较少，更多的
忙于自己的事业和学业，少有时
间关心过父亲，而他在生命垂危
之际还体贴着儿子。我只有木然，
已流不出泪水，长歌当哭是在痛
定之后，深恩未报惭为子，隐憾难
消忝作人。在父亲的灵堂前我将悲
痛与悔恨浓缩成了以下的文字：

昂首怒问苍苍天，
千里长空挂阴云。

俯首痛责茫茫地，
江河湖海起哀音。
水深可测水可量，
阿爸此去何处寻？
倘若九天慈魂在，
纵上天涯不辞辛。
阿爸是患突发病，阿妈在整理他的遗

物时，竟意外地发现了他的一些存款单和
现金，有些现金放叠在一起都粘起来了。
阿妈对我说：“你平常给的钱根本就没动，
都放在这里。”这就是我的阿爸——周忠
国，一位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民。公元1934
年农历2月 22日默默无闻地来到这个世
上，公元2002年3月6日又悄然离去，几十
年生活在乡村，犹如一任荣枯的原上草，没
有干出传统概念中的“大事业”。几十年如
一日敏于行、讷于言，用汗水、勤奋和俭朴书
写平凡的人生。他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他
和其他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一样为社会的
进步奉献着“绵薄”之力。鲁迅先生说 “中
国的脊梁”，阿爸就是众多“脊梁”里的一分
子。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着我们民族传统
美德里的勤劳、俭朴、博爱的操守。我在阿
爸的墓碑上又刻上了这样的文字：

无遗行于乡里，
有令德在子孙。
大象无形，大爱无言。我心中有一座

山，它深沉、宽厚、坚实。山的性格鼓舞着
我！山的呼唤激励着我！这座又高又深的
山，便是我的父亲。39年的父子情，已牢牢
刻在了我记忆的心房。阿爸，您勤奋、俭
朴、博爱的一生便赫然成了我心中一座“无
字碑”，碑上刻着的是只有儿子才能读懂的
故事啊！今天，依然行色匆匆的我一想到
世上那个爱我的父亲永远的去了，心痛欲
碎，泪如泉涌。近三年来，在无风的白天，
在有雨的夜晚，我任凭自己苍茫的视野沉
浸在这无字碑的深远里。阿爸那沉默的慈
颜已化着一种声音在我心底撞击着、轰鸣
着。于是，一些人生不可诠释的理义便在
这声音中，化着一道淡淡的霞光，照耀着我
在人生苦旅上不为虚名所惑，不为旁门所
引，沿着泥泞与坎坷的道路，迈着蹒跚而执
着的脚步奋力前行。

2004年11月15日于东篱下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璧山

区作协主席）

在我的认知里，一般男生都会有一段
好酒的经历，大概如此吧。多年未遇的朋
友，乍一再见，往昔豪迈同醉的糗事，说起
来皆历历在目。甚至失散茫茫人海后，如
能有重逢的机会，曾经相携闹酒的陈年旧
事，仿佛就成了接头暗号或者通关密码。
否则，那份旧谊便十分的隔膜，恐怕是寻不
回来的了。似乎少年共饮一杯的交情，最
为亲切可感。

时光把过去的悲欢离合冲刷得七零八
落，能够记住的应属珍贵。而我的“初醉”，
人生的第一口酒，至今醇香犹在，每忆必乐。

少年人喜水，向往着近处池塘、远处河
沟，捕捉到可乘之机，逃离大人们的视野，
便奔向水边，扑通一跳。那年夏天的某日，
甚躁热，风不至。几个小伙伴几番串连，驰
赴小河畔，将无人看管的小木船划入河心，
呼喝不止，玩得忘形。上有湛蓝的晴空，下
有清澈的流水，鸟鸣长天，鱼翔浅底，碧草
悠悠，暑气全消，岂不乐乎？谁知此时，“带
头大哥”兴致勃发，突然爆起鱼跃，砰，河水
惊诧飞溅，唉哟，猛然又看他从河中窜出，
手捂头部，几缕鲜血骇人。原来，他竟然一
头撞到了河底的石头上。奈何这个夏天，
就此被为父母者共商取消了游泳资格，一
律禁足院中。只是于我而言，开酒戒的时
刻，却在不知不觉里悄悄临近。

“盗船流血”闯祸不久，父母们改变主
意，发善心大赦天下，我们几个小伙伴齐齐

被赶到田野间，参加一条新造公路的测绘，
给技术人员打下手，借住在当地歇业的糖
厂宿舍。扛着测绘仪器、工具，听吆喝，爬
山坡、翻田坎，穿行稻田、竹林，偶尔遇秧鸡
在侧，便心头痒得难过。这段算是披星戴月
的日子，以后印象中依然累并快乐着。记得
极清晰的，莫过于初窥酒的奇妙。一天午
休，与我特别亲近的小伙伴进屋，掀开我的
蚊帐，满面神秘，轻声说：走。我们俩跑到厂
外的桔柑林里，看他掏出只斑驳的军用水
壶，拧开盖，酒气冲来，险些让我惊倒。饮
否？饮；下酒菜何在？无。这样子好生作难
也。想起城北门人称的冷酒馆，即使吝啬的
饮者，也要买块叫做豌豆油钱的小吃，用手
拍碎，啜口酒时，信手拈一片，扔进嘴里佐
酒，洒脱劲十足。一天站在店外，望光影似
线，透过花窗，倏忽一缕阳光照射到位独坐
角落，正端起酒碗的老翁身上，见他双眼微
眯，头微摇晃，一派陶然醺然之态。

手无一豆可咀嚼，此刻的酒如何喝才
是？不难，我那伙伴顿悟了，就树取菜。他
从枝头摘下两颗尚未成熟的小桔柑，赠我
一，以为花生米等的替代品。然后倚树而
坐，罢了，一口酒伴一瓣酸酸的、涩涩的桔

子，放胆试来。初如烈火之燃烧，后若丝棉
之轻软。新人哪懂酒深浅，不知多久，双双
醉卧树下矣。醒来时，已月挂中天，草虫声
恍似伏兵的呐喊。

从此，便洞开酒滋味之门，世间添了个
酒徒。好叹的竟养成不拘菜品乱搭的习
气，前年受邀往岛上的朋友家做客，至夜十
二点，亦是欲饮无菜，把厨房仅余的一把葱
子切成段，拌几滴酱油，听着不远处海浪的
喧哗，品完一支拉菲，也能兴尽而散。有那
么些年月，酒意势如山涧溪流奔涌，在朋友
圈留下一串洋相、几则传说。据悉，多少年
后仍被老友提及且点评，可见是真笑料了。

初醉若初恋。今天握杯在手，常现遥
想怀念状，那口混沌初开时、轻狂岁月中的
好酒。酒旗斜矗轻飏处，昔日的小伙伴呵，
期盼着何时相聚两江畔，执盏老码头忆旧，
共话新天新地好生活。另外，还要问当年
忘记问你的事，我们共尝的那壶酒，你从何
处觅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初醉若初恋
屿夫

三山五岭，披着秋
风的大氅

暗处的河流，是谁
家乖巧的小媳妇

蜿蜒在弯腰劳作的
波光浪影之中

秋收后的田坝上，散落着三三两两的牛羊
天空，提走游雁留在水塘里的影子
炊烟追赶着夕阳
远处的冬天，像一只温顺的灰狗
俯身凝视着老人们安详的房舍
穿山而过的火车，一声长长的汽笛
让寂静的山村嘹亮了树梢

那个回乡的人
被偶然从劳作的逆光中直起身来的小媳妇
看出了风尘仆仆里深藏的泪水

蛙鸣

多年未写到蛙鸣
不是因为它离我远了
而是因为我对它负心了

蛙鸣是纤纤荷塘，蛙鸣是浩浩秧田
蛙鸣，是家谱上延续的香火
是祖坟墓碑上风雨驳蚀不掉的正楷字

此刻，伫立在蛙鸣中
向蛙鸣忏悔我的背井离乡
任蛙鸣唱软满身心尖锐的疲惫
（作者简介：杨通，四川巴中人。上世

纪80年代初开始零星发表作品，有作品入
选多种权威选本，著有诗集《柔声轻诉》《朝
着老家的方向》《雪花飘在雪花里》三部。）

黄昏里的山村（外一首）
杨通

大爱无言
——往事依稀忆阿爸 耕夫

这虽是作者十几年前的一篇旧作，但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怀，令人激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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