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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寿
妮妮前头走，王春宝后边跟着。也分不清是

路不是路，满地堆的都是砖头、水泥、钢筋、沙子、
碎石，搅拌机一台挨一台轰隆隆转着，到处都是头
戴安全帽的民工推着翻斗车运料，他们推翻斗车
的速度很快，姿势很美，猫着腰，像雄鹰落地前俯
冲一样，有的还吼嗨地叫着。

妮妮边走边说，到深圳来打工都是干这种活
儿的。春宝点点头，干得了。妮妮又停住脚步站
着对他说：春宝哥，你得有个心理准备，经理见了
你要口试的，口试过关才会收留你！考试？春宝
怵了，心里嘀咕着，稀罕，没听说过当农民工还得
考试？妮妮纠正道，不是考试是口试。你在咱村
里当过恁多年生产队长，开过多少会，嘴说应该没
问题。他们走过一个大帐篷，帐篷前蹲着几十号
人，每个人都是两手抱着一个葫芦瓢似的大粗瓷
碗在呼噜噜喝面条。妮妮又对他说，民工们很辛
苦，往往夜里才吃晚饭。春宝木着脸点点头，没说
话。他还在想着口试的事。

他们在一个帐篷里等到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一个黑铁塔似的汉子进来了，他边取着头上戴的
米黄色塑料安全帽边喊叫着：累死啦！妮妮给春
宝指指说，这就是王经理。王经理是个爽快人，大
大咧咧地说，啥王经理，包工头一个！妮妮接着给
王经理介绍，这就是前些时跟你说的老家哥哥。
王经理边脱工装边眼往这边打量着他说，啊，是本
家！春宝笑着点头。王经理换完衣服过来拉个小
凳子坐下，说，你来深圳干吗呀，丢下老婆孩子不
管啦？春宝腼腆着说，挣钱要紧，挣不来钱养不了
老婆孩子。王经理手一拍大腿，说：大实话。王经
理掂起白色的大搪瓷缸，咕咕咚咚喝了好几口茶
叶水放下，又开腔了，本家也不行啊，也得口试一
下，这是我公司的规矩。前几天来两个人口试，一
个湖南的，一个湖北的，我让他们各自作首打油
诗，打油诗要反映出家乡特点，而且必须带上“好、
大、小、多、少”五个字。湖南伙计说，俺湖南雨伞
做得好，撑开大，合住小，雨天用得多，晴天用得
少。我一听，不错。又让湖北人说，湖北那兄弟脱
口而出，湖北扇子做得好，抻开大，合住小，热天用
得多，冷天用得少。我一听，也可以。今天还围绕
这五个字，你作一首我听听。春宝搓搓手，挠挠
头，瞅瞅妮妮，笑笑，开腔道：俺三山凹红薯长得
好，春薯结得大，夏薯结得小，过去吃得多，现在吃
得少。王经理哈哈大笑，河南人离不开红薯啊！
你这多少反映了河南人生活的变化，吃红薯少了，
吃麦子面多了，但品位还不上档次。再给你一次
机会，再想想。品位、档次，雨伞、扇子……都是工
艺品……春宝一想，有了，说出一串来：俺南阳玉
器雕的好，摆件雕的大，挂件雕的小，精品物件多，
劣品物件少。王经理跷起大拇指，高！河南人不
笨嘛！过！

他扭头喊一个小伙子拿酒来。小伙子拎个十
斤装塑料壶过来，王经理又吩咐酒具摆上。小伙
子摆上一只碗，一个碟子，一个酒盅，倒上酒。王
经理瞄春宝一眼，说，口试继续，你喝酒怎么样？
春宝心里怵怵地说，能喝点。王经理说，俺们山西
人喝酒讲太阳、月亮、星星，碗代表太阳，碟代表月
亮，盅代表星星。本家你是喝太阳，还是喝月亮或
是喝星星？春宝看看大碗酒想摇头但没敢摇，他
得显示出气魄来，想了一阵，说，太阳月亮星星我
全喝。他说着就伸手去端酒，王经理手一挡，慢
着！又扭头喊，肴上来。那个小伙子端来一碟子
醋泡过的小辣椒。王经理看他一眼说，就这个，喝
酒配辣椒，酒喝完，肴清底。春宝心里叫了一声，
这够呛了！他狠狠心，拼上了！闭上眼，一一端起
来咕滋滋干了酒，又一口气吃掉一碟子小辣椒，舌
头变成木的，眼汗变成苦的，滴答答往下流。王经
理又一跷大拇指，海量！好汉！

口试还没完，王经理又让小伙子拿过来六个
大馒头，一个足有半斤重，春宝一见心里暗暗欢
喜，吃了这馒头，又解酒又充饥。王经理心里暗暗
笑着说，来吧，咱划拳，输一枚吃一个馒头。春宝
嘻嘻一笑，说，王经理，不用划拳了，算我输了，六
个馒头我全吃掉。王经理疑惑地望着他说，你能
吃掉？馒头又干又硬，嚼得牙疼，吃到口里锯末似
的。他吃掉三个以后，问，有没有开水？王经理扫
他一眼说，没有开水，有海水。春宝这才明白了，
经理还是在考他。他硬坚持着把馒头啃完了。王
经理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好样
的！口试过关。

接下来，王经理给妮妮和春宝讲述为什么要
采取这种“口试”。他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当民工
远离家乡，一年回家一次，难免有想老婆孩子的时
候，也难免有受委屈的时候，所以，得乐观，你得有
口才，闲暇时，睡觉前，相互说个笑话，聊个段子，
解解心焦，啥也都忘了；第二，当农民工没
明没夜地干活，累得筋骨像要断，风吹雨
打，少不了得个头疼脑热，好赖酒喝一点
解乏减压还能治个小病；第三，农民工劳
动量大且都是重体力劳动，不能吃可不
行。社会上人都说，“农民工，大肚汉，能
吃又能干”，呵呵！再说，当农民工得能忍
得住渴，上到那几十米百十米
的脚手架上，卷扬机运料
都忙不及哪顾得拉
你上下撒尿。这时，

春宝也风趣地说，老板放心，我有憋尿功夫！王经
理脸一沉，说，还要“背试”呢！春宝一听，脸枯皱
上了，他最害怕笔试。

王经理手朝他一摆，出了工棚，春宝和妮妮也
尾随其后。到了一辆装满水泥的货车旁，王经理
站住了，嘴朝春宝一挑，说，背吧！背到前边 100
米处。春宝这才明白老板说的不是“笔试”是“背
试”。他将上衣一脱，搭在肩上当垫肩，抱起一袋
水泥“嗖”地搁到了肩上，嘴朝王经理一挑，说，帮
个忙，再给摞上一袋。王经理搬过一袋摞了上
去。没想到春宝要求再加一袋，一袋水泥 40 公
斤，三袋120公斤。王经理说，不行的。春宝带着
酒劲，说话声音也高了，别啰唆，摞！过去我扛过
大麻袋。春宝扛着三袋水泥往前边灯光处走去。
不一会儿，他折回来了，头上流着汗珠，但气不
喘。真个大力士！王经理拍拍他的肩膀，你“背
试”也过关了，休息一夜明天上工。春宝兴奋地
说，王经理，看见深圳虽是夜晚没有黑暗，灯光如
白昼，人欢马叫，这大建设的场面让我睡不着啊！
再说，你让我吃喝了饱饱一肚子，也得消化消化，
今晚我把这车水泥卸完再睡觉。王经理拍拍他的
肩膀，夸奖道：真能干，好样的！临走时又叮嘱一
句话，不过，一趟只许背两袋，不能超载。卸完顶
你两天的工。

春宝真的一夜把那辆四吨货车拉的水泥全卸
完了。

这是1986年农历腊月十八日夜。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工棚里有点清静，王经理

是个爱热闹的人，他耐不住了，喊叫道：春宝，你们
河南人不是都会唱豫剧嘛，快过春节了，你给大家
唱一段，热闹热闹！众民工也都跟着起哄，嚷着，
来一段！来一段！春宝难为住了。他五音不全，
不会唱戏。他想到小时候跟着叔叔到戏班子里听
他学戏，那时候没谱子，只记得他学调门念着，申
黄申申黄申申黄申黄，申黄申申黄申申里申黄！
可惜没记着戏词。他回忆起村里白娃唱过的一段
戏，他记有几句，就套着那申黄调唱起来：深圳是
个好地方，紧邻澳门和香港，国家政策一开放，清
新空气扑南窗。王经理乐了，从床上爬起来道：春
宝，你行嘛，多编编词，春节时再唱。

春宝上班够一个月了，老板得给发工资。那
天下班后，王经理喊着他说，你这个月的工资，
1500元，边把一沓子钱塞给他。俗话说，当面数
钱不为薄，可春宝不好意思当面数，扭过身去到工
棚外数了数，1600元，两天的工资啊！他的心咚
咚跳。不用多想，不能贪占小便宜。他旋即又钻
进工棚内，把多的钱递给王经理，说，老板，多了一
张。王经理笑了笑，接过那张票子。拍拍他的肩
膀，春宝，好兄弟！从此，王经理看见他，总要笑笑
给他打个招呼，他心里暖洋洋的。

有一天，王经理下工时脚崴住了，伤着了筋但
没有伤住骨。工地上一二百号人，他歇不住，还是
要往工地上扭，一扭两扭脚脖扭得格外红肿，他也
不去医院包扎。春宝看见了，很心疼。他记得小
时候娘摔伤了腿，他看着爹天天给娘捻筋。晚上
下班后，他去小卖部买了瓶烧酒。等到王经理回
来后，他端了一盆热水，蹲到王经理面前，要给他
先洗脚后捻筋。王经理不好意思地摆摆手，不，不
用捻。春宝说，你试试，这是俺家的祖传秘方。王
经理见他站着不走，就脱掉袜子，一股酸臭味扑鼻
而来，春宝一点儿也不嫌弃，洗完脚后，把买的烧
酒往一只碗里倒有二两，划一根火柴燃着，碗里的
白酒窜起蓝色的火苗，他学着爹的样子，用手指蘸
着冒着火苗烫手的热酒往王经理脚脖患处轻轻地
擦。擦了一次，第二天王经理就感觉走路舒服了
些。春宝再给他捻筋他就不推辞了，一连捻了七
天，王经理的脚彻底消肿了，能正常走路了。第八
天白天，王经理要求春宝再给他捻一次。白天工
棚里没人，捻筋的时候，王经理对他说，春宝，七班
缺个班长，你当班长去。春宝笑着摇摇头，说，王
经理，我不图别的，就是想让你脚早些好，好带大
家干活儿。班长你就选别人吧。王经理轻声说，
当班长一个月要多加 200元工资哩！春宝说，我
也不图这个，就是想让你脚早些好，好带大家干活
儿。王经理眼一瞪，用命令式的口吻说，春宝，这
班长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当班长也是得干活
的，甚至得干到前头，你得担当啊！今天给你亮明
牌，上次多发给你100元，我有意的，那叫“心试”，
从那天起你考试才算完全合格。现在让你当班
长，是你晋级优秀了，别不识抬举！春宝一只手捻
筋，一只手挠着头看着王经理说，老板你话说到这
份上，我还真得干？王经理“嗯”了一声，不让捻脚
了，站起来，穿上鞋，嘴挑着说，走，跟我到七班报
到去！3

父亲八十八岁生日的头一天晚上，我住
回了父母家。

晚饭后在书房，父亲的几句话，让我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心底一直暗怀了某种悬念
与不安。

刚开始，父亲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我陪
母亲坐在客厅里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母亲并没真正在看，只管让电视开着。她开
始向我抱怨，说父亲现在除了知道吃，就是
打瞌睡，啥都不关心了。说父亲耳朵有时聋
有时不聋，不知是真聋还是装聋；脑子一会
儿清楚一会儿糊涂，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
涂。母亲比父亲小几岁，手脚还算利索，思
维也比较清晰。她一边抱怨，一边叹气、苦
笑。这时候，父亲在书房里叫了我一声，我
赶紧起身过去了。

父亲坐在一把旧藤椅上，正对着书架上
的红木玻璃镜框出神儿。

两只镜框并排而立，里面分别镶嵌着爷
爷奶奶的遗像。遗像是黑白的，根据原来的
小二寸相片翻拍过来，爷爷奶奶尽管音容犹
在，但已有些模糊不清了。看见我进来了，父
亲视线从镜框上移开，凝视着我，沉默一会
儿，说：“你爷爷奶奶同岁，都是九十岁去世
的，我今年八十八了，还有两年的阳寿……”

我心头猛地一震。赶紧说道：“爸，你不
要瞎想，你跟他俩情况不一样，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你又是教授级高工，有公费医疗……”

父亲似听非听，把眼睛闭住了。我发现
父亲的眉毛全白了，而且长长了。于是，我
又说道：

“八十八岁，雅称米寿。冯友兰说过，何
止于米，相期以茶。茶就是一百零八。爸，
你肯定能突破一百……”父亲仰着脸，眼睛
闭着，嘴微张着，好像睡着了。

父亲米寿，家里非常重视，专门在酒店
大包房里，摆了一桌豪华寿宴。三代人，四
个家庭，二十人台都坐满了。

开席不久，就有一小组青年男女列队进
来，均穿着红色制服，制服领口、袖口都镶了
金边儿。他们共同推扶着一台式小车，车上
是一座多层生日蛋糕，蜡烛已经点燃，红红
的小火苗儿，轻曼舞动。这是酒店标配的寿
宴专业咏诵班，是老板免费送的，属于增值
服务。

五男二女，七个小青年，统一面朝老寿
星站立，齐声咏诵祝寿辞。福如东海，寿比
南山——都是吉祥祝愿，都是上佳好词儿。
咏诵完毕，就又开始合唱生日祝福歌。大家
听得都很高兴。母亲激动得两眼放光，眼角
噙上了泪花。孙子辈就更兴奋，纷纷拿出手
机拍照，分享到朋友圈。

然而，就在这时候，老寿星又打起了瞌
睡。父亲头戴一顶皇冠，坐在主座上，塌蒙
着眼，头朝前一栽一栽的。皇冠是用红色硬
纸板做的，尖顶部分金光灿烂，很是卡通。

我女儿拿出手机，对准爷爷，拍照前，大
喊一声：“爷爷——！”父亲身体猛地一抖，睁
开了眼睛。父亲在席面上巡视了一圈，最后
把目光停留在了我的脸上。父亲神色凝重
起来，调整一下气息，缓缓地说道：“没有时
间了，不能再拖了。今年，我一定要给你奶
奶做一双棉鞋。”

父亲耳朵聋，说话声音很大，但我知道，
父亲主要是对我说的。在座的都听见了，面
面相觑，交换着不解的眼神儿。

父亲又说：“老太太穿的小脚棉鞋，过去
就很难买到，现在市面上更不可能有卖的
了。”奶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现在却想起
来要给她老人家做一双棉鞋？在座的大概
都会认为，父亲真是老糊涂了。但是我想，
我是明白父亲的。我懂。

父亲刚在寿宴上小睡了一觉，睡梦里肯
定见到了他的老母亲……

现在人们不是常说，儿女的生日就是母
亲的受难日吗？父亲八十八岁了，也仍然是
他老母亲的儿子啊。至于要给奶奶做一双
棉鞋嘛，我想，这大概也是父亲蓄谋已久的
一个心愿。

母子连着心呀！
我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我知道奶奶

的后半辈子，也是在对父亲的牵挂与思念中
度过的。

父亲二十来岁离家远行。大连，长
春，北京，西安，兰州，从东北到西北，大半
辈子，父亲跟奶奶总是聚少离多。有时候
春节回来一次，有时好几年也没回来过。
父亲上大学走后，有大半纸箱旧书，留在
了奶奶屋里。《古文观止》《说岳全传》《东
京梦华录》《郁达夫日记》《冰心佳作集》
《家》《春》《秋》，还有《普希金抒情诗选》，
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列宁》，还有《卓娅和
舒拉的故事》，还有一些课本、讲义等。父
亲上大学报考的是理工科，工作了大半辈

子，一直都是在设计、绘制工程图，后来又
成了环保研究专家。原来，父亲早年也是
一个文学青年呀。

奶奶不识字，却把父亲留下的这些书看
得很金贵。

每年夏天和冬天，太阳晴好的时候，奶
奶都要把书平摆到院子里的青石台上，晾一
晾，晒一晒，让小风儿吹吹。怕虫咬，怕发
霉。看见有哪一本开线了，散页了，就用糨
子粘一粘，再用针线缝一缝。对父亲留在家
里的旧书，奶奶侍候得很小心、很仔细。

有时，奶奶手里摆弄着书本，嘴上还爱
对我说：“你爹不管闲事儿，不扒煤火台儿，
啥活儿都不会干，就爱看书，白天看，夜里还
看……”

奶奶笑着说这些，口气里没有一丝儿抱
怨，而是充满了怜爱、满足和自豪……

有一年，父亲来信，吩咐我们把那些书
都烧了，说都是一些封资修黑货。

奶奶不会看信，只会听信。听我把信念
完，奶奶愣在了那里，一下子慌神了，说：“让
把书烧了？那咋能呢？”

接下来，有好几天，奶奶都显得六神无
主、丢三落四的。

后来，奶奶一直没让烧书……

给奶奶做一双小脚儿棉鞋，父亲果然是
蓄谋已久。而且，父亲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算完工了。

寿宴结束后，我开车送父母回家。一路
上母亲仍很兴奋，不停地说这说那，而父亲
又睡着了。

可能是因为在路上睡了一觉，父亲到家
后，精神头儿就一直很好。他把我叫进书
房，让我把书柜顶部一只旧皮箱取下来。我
照办了。皮箱确实有年头了，是父亲当年上
大学走时的行头之一。当年爷爷给买的，父
亲走哪儿带哪儿，用了大半辈子，一直没舍
得扔了。

父亲让我把皮箱打开。我打开后，惊奇
地看到：有一双老太太专用的白色粗布鞋底
儿，还有黑色布面鞋帮儿，赫然地堆在了最
上面。鞋帮夹层絮进了棉花，做出来肯定是
一双棉鞋。鞋底也纳好了，针脚细密、匀实，
边沿四周，还很有规律地预留了针眼儿，只
差把鞋帮逢合上去了。接着再往下掏摸，我
便又掏出来了顶针儿、棉线绳儿、大针脚针、
弹簧木夹子、尖嘴儿钳子等家伙事儿。

看到我一脸惊奇，父亲有些得意地笑
了，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场下放劳
动，请当地一位老乡帮助……完成了这些。”

说奶奶三寸金莲儿，不免有些夸张，毕
竟是北方老太太，但奶奶具体的鞋码大小
呢？这个合脚吗？我把一只鞋底拿在手上，
伸出手指拃量。

父亲说：“鞋码肯定对。我收集了你奶
奶的鞋码数据。根据数据，当年我还绘制了
一套图纸……”父亲说罢，便从皮箱夹层抽
出一个牛皮纸大袋，又从纸袋里抽出一叠图
纸，递到了我手上。

我展开图纸，抚平折痕，仔细翻了好
几遍。父亲这套图纸，比例尺为一比一。
大小一共六张，纵剖图、横剖图、平面展开
图……齐活儿了。这是一套专业图纸，首
先用鸭嘴笔绘在白色透明硫酸纸上，经过
日光灯或太阳光照射，俗称晒图，最终才
能复制成面前这种标准蓝图。父亲干事
儿，还真够专业的，我会心地笑了。父亲
大半辈子，都是在国家部委直属的设计院
里工作，参加过许多大型工程项目的设
计、制图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父亲也仅
仅是参加。设计院里工作，分工很细，父
亲一直没有机会统领全局。后来虽说也
独立主持过一些项目，但对整体而言，他
主持的也仍然是一个局部，也仍然是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这样说起来，父亲为了
给他老母亲做一双小脚儿棉鞋，其精心绘
制的这套图纸，还真就是父亲这辈子，独
自完成的一件整体作品，是个人原创。我
又一次会心地笑了。

父亲对我说：“你奶奶的穿鞋问题，一直
压在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

父亲哽咽了一下，又说：“你还记得那年
春节，我给你奶奶洗脚……吗？”

我说：“记得，记得。”
我当然记得。我怎么会忘了呢？

那一年，父亲来信说，今年回来过春节。
奶奶的挂念，突然落到了实处，一下子

精神抖擞起来。奶奶掏出积攒了大半年的
肉票，全都买成带皮五花肉，准备煮肉方、出
锅上糖色、炸肉丸子。奶奶一直笑盈盈地，
对我说：“你爹，你爹好吃香的。”

好吃香的？谁又不好吃香的呢？我想。
然而，父亲回来过年，却几乎没有在家

吃过饭。父亲总共回来了五天。那年父亲
四十来岁，整天出去见同学、会朋友。家里
房子小，住不下，父亲夜里也都是住在别人
家里。临走那天下午，父亲突出提出来要给
奶奶洗洗脚。

父亲搬一把旧竹椅放在屋里空地上，旁
边又摆上洗衣裳用的大木盆，开始一壶接着
一壶烧热水。热水烧得差不多了，也续进了
木盆，便对奶奶说：“妈，您坐下吧，我给您洗
脚。”

奶奶又惊又喜，脸涨得通红，但还是顺
从地坐下了。

奶奶很富态，是个胖子，于是坐得很局
促。奶奶穿着黑色老棉袄、老棉裤，衣裤折
缝里，零星散落了一些灰白色粉尘，脚脖以
上还打了绑腿儿。

父亲屈蹲下高身量，解开奶奶的绑腿
儿，把奶奶的小脚握在了手里。试试水温，
便开始轻轻地、一下一下地，往奶奶脚面上
撩水。父亲的手，修长，白皙，青筋暴露、泛
光。

奶奶双手提溜着自己的老棉裤裤腿儿，
身子尽量往后仰，却又一直朝前勾着头，目
光一直温热地看着父亲。奶奶嘴里的门牙
掉了，一直豁着嘴儿对父亲笑。奶奶笑得很
不好意思，甚至有些巴结……脚洗好了，父
亲为奶奶擦干。在给奶奶穿鞋的时候，他发
现奶奶的鞋已经很旧了，鞋底后跟部分快磨
透了，里头用鞋垫儿衬着。

父亲对奶奶说：“妈，这双鞋不能再穿
了。还有新的吧？我去找出来，给您换上。”

奶奶似乎一下子慌神了，赶紧说：“新鞋
我有，多呢，你不好找……”奶奶停了一下，
才又说“还有好几双新鞋呢。你不用操心
了，先穿旧的，你明天走了，我就换上新的。”

父亲沉默了一下，没再坚持。他给奶奶
穿上旧鞋，起身去把洗脚水倒了。

其实，当年奶奶只剩下一双新棉鞋。奶
奶手上已经没有劲儿了，眼也老花了，捏不
住针，纫不上线，已经做不成鞋了。奶奶留
一双新棉鞋，跟送老衣一起压在箱子底，打
算哪天她“老了”，寿终正寝了——再穿。

由于当年准备得非常充分，又有母亲从
旁帮助，奶奶的棉鞋，鞋底与鞋帮很快就缝
合成功，父亲终于了却一桩心愿。

父亲把成品鞋摆在书柜里，摆在奶奶遗
像旁边。

周末晚上，我照例陪父母在家吃饭。饭
后，我站在父亲的书架前面，望着父亲做的
小脚棉鞋长久出神儿。就在这时，我手机响
了，掏出来一看，是女儿正在要求跟我语音
通话，我轻点了一下“接受”，接着就听到了
女儿的声音：

“爸——老爸，爷爷不得了！爷爷老来
辉煌！爷爷已经成为网红了——！”

女儿跟我说话，从来都是这样没头没
脑、一惊一乍的。我癔症了一下，很快就大
概明白了。早几天，女儿就把她爷爷做成的
小脚棉鞋上传到了网上。还有她爷爷做鞋
时用的工具，还有她偷拍的爷爷视频，统统
都传到了网上。爷爷绘制的图纸她没有上
传，她说这是技术核心，尚需保密。女儿研
究生毕业，一直没有工作，自己申请了个微
信公众号，还加入了微商代购团队。真金白
银没见挣到，却是得到了不少点赞、积分和
礼品赠券儿。

看来，这回又有反响了？
果然，女儿又说：“老爸，你快告诉爷爷

吧，这次肯定要发了，让他在家等着分钱
吧——爷爷是专利持有人嘛！”

女儿说她爷爷目前在网上，每日吸粉三
千，已经红得发紫。“已经有人在打听怎样买
到，在哪儿能够下单了——！”女儿又说。

我说：“这个，这个——夸张了吧？现在哪
里还有小脚老太太？谁还会穿小脚儿鞋呢？”

女儿说：“老爸，你又out了！人家买这
种鞋哪是为了穿呀。这种鞋现在是工艺品，
人家搞收藏呢。”

女儿说她要抓紧时间申请专利，注册商
标，要赶紧拉起一支队伍，整合资源、投入生
产。“你通报给爷爷吧。我正忙着呢，不跟你
说了。”女儿说罢，就结束了通话。

我细细品味着女儿的一番话，心里莫名
其妙地活络起来，心里热热的、湿湿的，心想
这回兴许还真是个机会……

我从书架上取出小脚棉鞋，握在手里，
离开书房，去厅里坐在了父亲身边。

母亲这会儿正在厨房里忙碌。父亲坐
在三人沙发上，正对着电视栽嘴儿。电视机
音量开得很大。我一边把电视音量调小，一
边在心里对女儿的通话内容做着编辑整理，
想尽量使用父亲能听懂的语言，拣重点告诉
父亲。

电视音量一旦调小，父亲就马上停止栽
嘴儿，猛地坐直了。父亲醒了。

我话到嘴边，却又绕了一个弯子。我
说：“爸，过几天就是阴历十月一了，要不，今
年咱也去外面十字街口，白粉笔画个圈儿，
给奶奶烧点纸，送点零花钱？把您给她老人
家做的棉鞋也送去？”

父亲瞪我一眼，迅速回答：“不行——！
我们不搞这一套。封建迷信，污染空气。”父
亲声音很大，斩钉截铁，说罢，还一下子把他
给奶奶做的鞋从我手里夺了过去，之后，便
一直在手里攥着。

“噢——好。”我连声“噢”，连着“好”。
我差点儿忘了，父亲一贯反对搞迷信活动，
而且还是一位环保工作者呢。

我斟酌了很久，才把女儿跟我的通话内
容简要告诉了父亲。

父亲似听非听，又打起了瞌睡。
半天，父亲嘴里嘟囔了一声：“不卖……”

而后，父亲把头朝后一仰，头在沙发背上靠
实，很快就发出了均匀鼾声。

睡梦中，父亲手里还一直攥着奶奶的小
脚棉鞋。

我找一条毯子给父亲轻轻搭上，轻轻退
了出去。3

春 宝
□李天岑

□

许
建
平

本版插图 李庆琦/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