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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生病了，头
疼得整个人就要崩溃了。很
奇怪，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往
往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最
爱的子女，而是最爱自己的
父母。

“爸，在县医院看过几次
医生了，现在不仅头疼，耳朵
和眼睛也跟着疼得厉害，这
次……”拨通父亲的电话，我
说想要请假到市里检查，电
话那头，沉默了。

这种沉默，让我觉得有
些失望和难过。参加工作以
来，父亲原则上是不允许我
请假的，即便是生病。父亲
是个对工作严谨认真的人，
他向来对自己要求严苛，对
子女也不例外。县里脱贫攻
坚工作已到了决战决胜的关
键时期，我又是单位脱贫攻
坚扶贫队员，我想这次他又
会讲些“现在工作正是紧要
关头，还是再坚持坚持吧”之
类的话，电话那头，父亲低沉
略带严肃的声音传来：“赶快
请假回来看病，我陪你。”谢
谢爸！”我再也无法控制住眼
泪。

在市区看病的几天里，
父亲全程陪同。为确诊病
情，我一连去了市区三家医
院，拄着双拐的父亲居然比
我走得还快，医生询问我病
情时，父亲总是不断地补充
着，生怕我向医生陈述时少
说了什么。看到检查结果的

那一刻，我怕得想哭，似乎又
变成了孩童时因害怕打针而
寻找父亲身影的孩子。回头
看到身旁的父亲，我的恐惧
转瞬间消失了。“孩子，不要
害怕，要不去北京找教授看
看吧，但我坚信一定不是什
么大病。”父亲在坚信我得的
不是什么大病的情况下，居
然主动提出让我去北京找教
授看病，我感动之余却很意
外。

是我姐姐陪我去北京看
病的，父亲本来也坚持要陪
我一起去，但我实在不忍心
看着父亲再为我而来回颠
簸，我和姐姐说了一大堆让
父亲放心的话，这才打消了
父亲陪我去北京看病的念
头。

临进高铁站时，母亲把
事先准备好的吃食递给我
姐，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孩子，别担心，相信老爸，你
不会有事的，等你回来老爸
还在这儿接你，记住别忘了
按时吃药。”

三天后，我和姐姐怀着
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从北
京回来，父亲如约在车站原
地等我们。见到父亲，我给
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老爸，
你永远都是最正确的，这次
你又赢了。”我问父亲这次为
何破例准许我到市区看病，
既然父亲心里早就知道我得
的不是什么大病又为何主动

提出让我去北京找教授看
病，父亲自豪地说：“知女莫
如父，你不到疼痛无法忍受
的时候是不会向老爸电话请
假的，让你去北京是为彻底
打消你心中的疑惑。”我与父
亲，相视笑了起来。

姐姐扶着父亲走在前
面，夕阳的余晖洒在父亲身
上，拄着拐杖的父亲步伐慢
了许多，银白色的头发在夕
阳照射下看上去五彩缤纷。
父亲的背已有些弯曲，夕阳
中的背影渐渐模糊，记忆中
的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从
父亲二三十岁时挺拔如松的
背影，到四五十岁时稳如泰
山的背影，逐渐和现在正颤
颤巍巍拄着双拐的背影重
合，那些本已寂静流淌的无
声岁月此刻幻化成悲鸣的巨
大海啸向我涌来，在心里，我
早已泣不成声。我生怕父母
生命迟暮的钟声响起，我害
怕自己回头时，再没有温柔
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我
害怕孤独彷徨时再没有声音
告诉我，不要怕，我陪你。

记忆回到十多年前，我
在女儿书橱里看到一本厚厚
的书，书名叫《感恩父爱》。
我让女儿谈读后感，女儿没
有回答我，而是指了指书的
扉页：父爱如山……

（作者单位：新蔡县人民法
院）

“谢谢你们！你们处理
得真好……”时隔多日，之前
因赡养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
梅某兄妹几人再次来到新蔡
县人民法院执行二庭，为我
们的执行法官点赞。

老梅夫妇今年都八十七
岁了，育有四子一女，因子女
不支付赡养费，将五个孩子
告上法庭。经审理，法院判
决五个孩子每人每月支付赡
养费1002元。判决生效后，
除老四外，另外几个孩子均
未履行判决；为此，老梅夫妇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并没有急着对赡养义
务人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以
化解矛盾，解决老人的实际
问题为原则进行处理。老
大、老二、老三都是六十多岁
了，自己也有孙子了；对于拿
赡养费一事，都认为应该拿，
但觉得1000多元有点儿高，
都是靠打工过日子，自己还
有一家子要养活，想少拿点
儿。父母一直是老四照顾
着，老四觉得自己光照顾父
母，啥也干不了，自己的孩子
还在上大学，不希望其他兄
弟姊妹拿少了；女儿对于拿
钱，倒是没啥意见。

事就是这么个事，各个
儿子、媳妇你一言我一语，各
说各的委屈与难处。两个耄
耋老人坐在旁边，母亲泪眼
蒙眬，嘴里不停地说都是他
们老两口的错；父亲患有脑
梗塞，坐在轮椅上，手里握着
拐杖沉默不语。综合各自的
述说，最终我提出让四个儿
子轮流照顾老人，每人照顾
三个月，女儿每月按判决内

容向照顾老人的赡养义务人
支付当月赡养费。再次争
论，如果不好好照顾老人怎
么办，老人生病了怎么办等
等，我都一一给出了具体的
解决方案。最终，各方同意
按照上述意见签订执行和解
协议。大家签了协议后，都
表示一定按照协议履行，把
老人照顾好，争取让老人活
过一百岁。

清官难断家务事，特别
是赡养案件，每个案子细细
听来，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俺爹我养活了十几年，俺娘
不该我养了”“年轻的时候俺
爸把东西都给老大了，让老
大养去”“他们年轻时候给老
三一直在照顾小孩，现在年
纪大了想起我们了”等等，这
些理由都可能成为他们拒绝
赡养老人的理由，其实都不
是理由，我相信父母在做每
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些许
自己的无奈和心酸。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几
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有个老太太说得有意思：“我
要的不是赡养费，我要的是
你的奶水钱，你该给我，没有
我喂养你，你长不这么大！”
话虽糙点，但理不糙！

看着梅某兄妹几人搀扶
着老梅夫妇走出办公室，我
不由得感叹：都说养儿不易，
是啊，为人父母，方知父母的
养育之恩，尽孝应及时，莫让
父母的等待成为永别。

（作者系新蔡县人民法院法
官）

三十年前，爸妈还在同
一所学校享受青春与阳光，
姥姥家巷口的热干面才几分
钱一碗；三十年前，警徽尚嵌
在军绿色的微光里，伴随着
城市的呼吸，荧荧闪烁……

就这样一路走来。
户口本从散发着塑料、

墨水混合味道的简陋换成了
金字国徽的庄严，军绿色的
警服演变成了藏青，公安派
出所也从低矮简陋挂牌办公
的各色“建筑”形成了统一的
外观标志。开展严打斗争、

“五条禁令”颁布、三基工程
建设……一系列公安工作与
队伍建设的稳步提升，为人
民公安事业谱写了崭新的篇
章，共和国的公安队伍就这
样与时代的节拍融合，以威
武之师、人民卫士形象昂首
阔步，几十年倏忽走过。

三十年不短，总有一些
事情会变。

前些年总听前辈们大谈
公安之威风，眼神多有艳
羡。今天，老百姓不再如以
往称警察：“牛！”而是从心底
里叹一声：“警察真辛苦啊！”
我们不止一次地读到民警热
心救助百姓不留名、抛洒热

血勇追歹徒的新闻，也常常
亲睹民警烈日下为居民送身
份证上门、为高考学生保驾
护航……公安队伍一步步改
变着自己的形象，“警察”之
前真正被赋予了“人民”二字
的涵义。

不见了原先的特权思
想，不见了养尊处优的大腹
便便，不见了曾经的酒气熏
天。当代人民警察一手拿
笔，一手拿枪，以一种崭新的
姿态迎着新世纪的风潮前进
着。不懂拼音不识外语成了
过去，社区民警走街串户把
辖区资料输入笔记本电脑；
说不过、追不上、打不赢成了
过去，如火如荼的大练兵给
了公安队伍战无不胜的坚强
保障。在过年方吃上肉的年
代，公安民警以赤手双拳为
百姓追回被盗牲口、黑白电
视；在小学生用手机的年代，
人民卫士以精良武装跨省跨
国破获网络诈骗案件。

三十年不长，总有些东
西亘久弥新。

不变的，是那分忠诚与
正义。

警用偏三轮摩托车不见
了，警营的歌声仍然动听；军

绿色的记忆不见了，眼前的
藏青愈加彰显忠诚。蜡烛越
来越难寻，杂粮野菜上酒席，
百姓红火的日子依然太平；
汽车多过自行车，楼房多过
四合院，我们的城市依然有
序。我们的公安民警在一隅
之地守候着、战斗着。守卫
这份和谐，是一如既往的神
圣使命；捍卫这份正义，是永
埋心底的无限光荣。打击犯
罪、救灾抢险，公安民警几十
年如一日地战斗在守护人民
群众的第一线。当老百姓手
捧一杯热水递给他们心中的
亲人时，水里隐然藏着感激；
无论多少岁月的变迁，当我
们的公安民警接过这简简单
单的一杯水时，这份感激，永
远可以体会。

烽烟如画，岁月如歌；
三十年后如何，我们暂

不作想。
变的是霓虹，不变的是

光明；
变的是形象，不变的是

赤诚。
明天，我们继续战斗。

（作者系驻马店市公安局西
园分局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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