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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不曾联系的表哥打电话来，说自己的儿

子开车撞人了。

“伤了？死了？”我问。

“伤了，俩人，是骑电动车，一个伤重，一个伤轻。”

“送医院了吗？”

“120拉走了，县医院。”

“报警了吗？”

“报警了，警察去了。”

表哥声音有些哽咽，央求我这个在省城工作

的所谓“大人物”无论如何要找找熟人，帮帮忙。

随后照我的吩咐，他的儿子打来了电话，叫

我表叔，并报了他爹的名字。

表侄子说，那天上午他开车回家，在乡村公路

的一个岔道口，一辆电动车蹿了出来，他躲闪不及，

电动车撞到了轿车的右前方。骑车的伤很重，另外

一个人擦破了点皮。当时就报警了。

表侄子随120去了县医院，缴了5000元钱

的医药费。两天后，那个轻伤的出院了，重伤的

有生命危险。

表哥又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办，万一人要是死

了，说啥也要活动活动，不能把孩子丢到监狱里。

我给表哥说，这不是故意伤害，即便人死了，

也不会住监狱的。但是一定要出钱想法把人家

命保住，无冤无仇的，不管是谁的责任，保命最重

要，再说了，孩子的汽车上的有保险，将来保险公

司会赔钱的。

又过几天，重伤的人去世了，负责处理事故

的公安让表侄子送去了丧葬费。

丧葬费送去以后，对方一直不把尸体从医院拉

走，扬言要表侄子赔40万元，少一分钱都不说事。

死者的家属还找到表哥在农村的家里，对表

嫂说：“你们要是不赔钱，就把尸体拉到你们家，

堵住大门。”

表嫂是个农村妇女，害怕极了，连夜给在建

筑工地上当厨师的表哥打电话，说自己吓得不敢

在家里住了。

我让表侄子去当地找了个律师，根据法律相

关条款算了算，要赔偿死者15万元左右。前期

已经给对方几万元了，车还被扣着，对方要40万

元也有些过分，我就给表侄子说，走法律程序吧，

只能到法院说事了。

又过几天，公安的事故责任认定出来了，各

负50%的责任。

表哥的心情好像好了一些，问我是不是给人

家打了招呼，我说：“没有，理是直的，不要动不动

就想着非找熟人不可！”

之后，我回老家，听说我回家了，表哥专门赶

去找我，还掂了一箱营养快线、一箱六个核桃，动

员我娘说服我一定要找人帮忙，给人家送点钱，

请人家吃吃饭，千万不敢把孩子丢到监狱里。

我明明知道这种事故不会让孩子住监狱的，

但当着面只好答应找找熟人。

我给表哥说：“人家的人都没了，能赔钱尽量

多赔人家一点，咱自家孩子还在，还能挣钱呢。”

表哥说：“那是，那是！”

又过几天，法院通知表侄子，让缴两万块钱

先把车开走。表哥给我电话说：“看看，找人和不

找人就是不一样，原来人家死活都不让开车，现

在人家主动要咱开车了。”

其实我谁也没有找，谁也没有请，连个电话

都没有打。

我知道，理是直的，没必要拐弯抹角。

奶奶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在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自己还是孩

童之时，她的爸爸就因疾离世，从此

与母相依为命。然而，在她十多岁

时，母亲也身染重病，不治身亡，只

有暂居叔伯檐下，18岁就嫁给了爷

爷。随后，一连给爷爷生了三儿三

女六个孩子。1959年闹粮荒，爷爷

连同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极

度饥饿中离开了人世。爷爷去了，

奶奶当年只有34岁，不知有多少人

劝她改嫁，但奶奶执意不肯，带着4

个孩子艰难度日。也许是奶奶吃苦

受难太多，身体自此落下了头痛头

晕等诸多顽疾，并时常发作，也可以

说，她时常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

的。

记忆深处，小时候我经常是在

奶奶的怀抱中进入甜甜的梦乡。儿

时的一年中秋，月圆星稀，和邻居的

小伙伴以树根为船，以棍棒为桨，玩

“划船过河”的游戏，困了，不知不觉

躺在草垛旁睡着了，东邻大娘发现

后，把我抱在怀里送给奶奶，奶奶把

我沾满灰尘的衣服脱下，紧紧地搂

在怀中，心疼得嘴里一个劲儿地唠

叨：“这孩子傻呀，玩累了也不晓得

回来睡，浑身冰凉啊！”儿时我还有

一个“印地图”（尿床）的坏毛病，睡

梦中经常找厕所，厕所找到，身下发

热，才知道尿在了床上，每当这时，

奶奶就会絮叨着：“又尿了，咋搞

哟！”随即赶快下床找来一件破衣服

垫在我的身子下。

夏天，我喜欢躺在奶奶身边的

席子上，一把蒲扇在奶奶手中不停

地摇动，伴随着丝丝凉爽，我很快

就熟睡入梦。6岁那年，在上学途

中，我突然患病，呕吐不止，老师赶

紧派人把我送回，在奶奶的精心照

料下，我很快痊愈，现在想起奶奶

给我做的鸡蛋炒韭菜，仍然口流涎

水。

我8岁那年，小叔结婚。次年，

大家分成了小家，奶奶与小叔住在

一起，也好为小叔照顾孩子，从此我

与奶奶偎依而睡的日子甚少。家里

因为就父母两个劳动力，我和哥、姐

均在读书，花钱的路数相对大得多，

生活很是清苦。小叔家的生活就比

较殷实些，奶奶经常背着小叔和小

婶给我们送来一些好吃的，有时我

们到小叔家串门，奶奶也会趁小叔、

小婶不备，把平时自己“克”下的好

东西偷偷地往我们兜里塞。

后来，小叔的孩子一个个长大，

奶奶也开始由父母和小叔轮流赡

养，年事渐高的奶奶无论是到谁家，

即便身体多有不适，依然主动做一

些琐碎的活计。10年前，我离开家

乡在外工作，虽说回去看望奶奶的

机会少了，但经常电话联系。

今年春节回去，听到奶奶时有

咳嗽，没太在意，到农历二月初三奶

奶生日那天，见奶奶枯瘦变形，饭后

离别，满心忧伤。后多次听说，奶奶

变得愚钝，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

了。多么渴望能够回去看看她，可

祸不单行，五一期间我不慎滑倒，摔

成骨折，直到她离世前的当天中午，

才拄着拐与哥弟相约而归，没承想，

当晚近7时，她竟撒手而别，中午的

相见成了最后一面。

奶奶去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父亲注定与秋天有缘：他生于

秋天，死于秋天。

父亲病重时，正赶上收秋。快

咽气时，我和哥哥们围在炕前掉泪，

父亲喃喃地交代：“我死后，给我的

墓坑里放一些五谷杂粮。”这是父亲

的临终遗言。

我们家兄弟姐妹五六个，不能

说父亲不爱我们，但总觉得他似乎

更爱他的土地和庄稼。小时候，我

们还在炕上打呼噜，父亲已扛起锄

头，跟土地打得火热；月上柳梢，连

家里的大黄狗都趴在门旁眯起了

眼睛，父亲才拖着长长的影子回

家。只听娘埋怨：“干脆，你长在地

里算啦。”

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前后，

父亲将房前屋后、院子的旮旮旯旯

撒上草肥，细细整平，点瓜种豆，播

籽种花，担水浇灌。那时，我还是流

鼻涕的小孩子，看父亲对土地那样

亲热，有种失落的感觉，心里酸溜溜

的。

秋风吹来了，染黄了土地里的

庄稼，也催开了院子里丝瓜花的笑

靥。父亲的秋天来了。

锃亮的镰刀在谷根有节奏地

飞舞，“嚓啦，嚓啦”，大把大把的谷

子躺倒了，尽情舒展着它们的腰

身。镰刀下，是一溜齐整的谷茬。

父亲挥动着镰刀，连贯流畅，轻松自

如。秋天的日头一点也不比夏天

的弱，豆大的汗珠在父亲黝黑弯曲

的背上闪着亮光，然后滚落到地里。

汤河的秋天，是一个放逐色彩

的季节，大自然在此刻泼洒出迷人

的彩色画卷。场院里，堆满了玉米、

谷子、黄豆、黑豆、高粱、棉花等农作

物，父亲面对着他们，心花怒放。就

这样，场院里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吃

得饱，穿得暖，有书读，有学上。

记忆里，父亲很少歇晌儿，一

年四季如此。一个午后，父亲拉着

我的小手来到屋后的瓜棚豆架前，

父亲脱下一只鞋坐到屁股下，把我

揽在怀里。父亲说：“秋天是养活人

的，没有秋天，爹爹拿什么养活你们

几个。”说这话时，父亲满脸的皱纹

里都溢满了幸福与满足。

丝瓜、南瓜、扁豆、小葫芦……

在流光接力中一路奔跑，这些柔而

无骨的身段，需要竹竿或草绳扶持，

才可以往上攀爬。往上看，是莹莹

而翠绿的一片。点缀其间的是盛

开的丝瓜花、南瓜花，金黄金黄，阳

光一样灿烂，乡土味十足，并且浑身

散发着一股喜气。两只小麻雀落

在丝瓜花上，三跳两蹦，蹬得黄花如

蝶，悠悠的，带着香气，一片飞东，一

片飞西。一只蝈蝈使劲振翅，发出

清脆的声音，一声长，一声短，传得

老远。

父亲也有很“娘们儿”的一

面。邻家的小女孩，爱找父亲给她

们染指甲。父亲摘了指甲草的花

瓣，配上些许明矾放在蒜臼子里捣

烂，涂在指甲盖上，然后用扁豆的叶

子包好，用线缠绕，第二天，红红的

指甲天然而成，美得女孩子一蹦多

高。

父亲虽已过世多年，但我的梦

里时常闪动着父亲割谷子的身影，

翻飞着金灿灿的丝瓜花和红红的

指甲草花瓣。

只因为，那是父亲的秋天。

老爸老妈是怎样相识相爱的，

从来没有听他们提及过。今年的情

人节，我十多岁的女儿撒着娇非要

我老妈讲讲她和我老爸的罗曼史，

老妈被纠缠不过才给我们讲起了他

们在那个年代的独特爱情。

那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末，生

产队还没有解散，每年冬天农闲时

都要举行民兵大合练。平时忙于生

产劳动，年轻人难得有聚集在一起

的机会，这下各村的男女青年全都

被拉到乡里的打靶场上搞合练，也

给他们认识交往提供了好机会。

巧得很，那时老妈是她所在大

队的女子民兵排排长，而老爸是他

们大队的男子民兵排排长，都因枪

法好而小有名气。民兵合练的重头

戏就是打靶，老爸每次靶靶十环的

成绩有理由让他骄傲得看不起民兵

战友的枪术，更不要说老妈这样的

女孩子了。可要命的是，老妈也是

枪枪中靶心，好像给老爸示威似的。

年轻人的争强好胜让老爸赌

气似的非要在枪法上压老妈一头。

这时，乡里正巧要选拔民兵参加县

里的打靶比赛。老爸主动要求把射

击距离拉长到70米，想因此把老妈

淘汰掉，可是老妈不甘示弱，最后计

靶时比老爸还多一环。老爸脸上挂

不住，还要打100米的，乡武装部长

说：“别比了，就是你们俩了，一个代

表男的，一个代表女的。”

老妈说：“后来你老爸骑着武装

部长的车子接我去县里比赛，别看

他在靶场上雄赳赳气昂昂的，一进

村脸红得像关公似的，乡亲们以为

你老爸是来相亲的，里三层外三层

地围着看。回来的路上，我对他说，

你别进村了，大家以为你是来我家

相亲的呢。你老爸不知哪里来的胆

子，红着脸说道，怕啥，就对他们说

我是你对象呗。就这样，你老爸厚

着脸皮硬是认了一门亲。”

在那纯真质朴的年代，老爸老

妈虽然没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地

热恋过，但是以枪为媒的简单爱情

依然结出了婚姻的硕果。可见，真

正的爱情不在于物质，不在于形式，

也不在于时间和地点，就是当你感

觉到了它的时候紧紧抓住并坚守一

辈子。

如今，电脑打字已成家常便

饭，可我还在用钢笔爬格子。我

与钢笔结缘已有几十个年头了。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我花

5毛钱买了一支齐头钢笔写作

业。常写钢笔字让我发现，用齐

头钢笔写出的点、提、撇、捺、钩

等汉字笔画具有毛笔字的一些

特征。爱上钢笔后，我的钢笔字

渐渐有了起色，用钢笔写的小

字、抄的作文等作业多次在学校

参展。上初中时，有一次我用钢

笔抄的数学题和画的小型拖拉

机手摇柄得到老师夸奖，同学们

争相传阅。下课后，有个女同学

又拿去端详了一阵子，奖给我一

个灿烂的微笑。我的钢笔字有

长进后，读书、写作也上了瘾，各

科成绩都很优秀，我渴望靠这支

钢笔实现自己的梦想。

怎奈，老天不遂人愿。走上

社会后，无情的生活偏让我成为

一名卖油郎，便放下笔杆子，走

村串乡敲油梆。单调的梆声、油

黑的穿着，风风雨雨中奔波的我

脸上写满了枯燥与艰辛。幸遇

两位新闻记者点拨，我才找到了

生活的乐趣，又拿起那支齐头钢

笔开始了写稿。1987年冬的一

天，我在襄城县湛北乡杨庄村采

写了《刘金岭夫妇修一条盘山公

路带动200多贫困户走上致富

路》一稿，被《河南农民报》等媒

体刊载，乡领导为刘家召开了表

彰会，村委会赠送了光荣匾。这

则新闻的社会影响，让我看到了

小小钢笔头的分量。从此，我写

稿入了迷。

为提高中稿率，我在把握新

闻价值和语言效果的前提下，特

在文字抄写上下功夫。我用钢笔

将每篇稿件的题目、正文、作者等

以不同的字体、不等的字号抄得

眉清目秀，常受到编辑夸赞。

通过抄稿，我又发现一个秘

密：改稿时，靠阅读找不到的语

病，在誊稿中却能看得清楚，且

每誊写一遍都有一次提高。因

此，我每写一篇稿件都要修改十

多遍，誊写十多遍，一直改到文

理通顺、语言优美才肯罢休。

抄稿也很辛苦。一篇千字

左右的稿件，修改十几遍，就得

誊写一万多字。我白天采访，夜

晚爬格子。一天夜里，我抄稿抄

得昏然入睡，醒来才知笔道爬到

了格子外边。

我卖了几年小磨油，钱包没

鼓起来，用钢笔写的稿件却在报刊

上发表几十篇。之后，来到时为西

区的平顶山市石龙区，从事新闻报

道工作。电脑普及后，不少人劝我

放下钢笔敲键盘，既快捷又赶时

髦。我考虑再三，认为若就此搁

笔，久而久之，书写水平必然与日

俱下，甚至会出现提笔忘字的尴

尬。于是，我依然靠手抄改稿，改

好再用电脑打字、发送。

长年笔耕，笔尖磨得短了许

多，笔帽破损松动，我用线捆好继

续使用。真没想到，一天，我去串

亲戚，这支线捆钢笔竟被亲戚的

儿子看中而要走了，我又买了一

支钢笔接着用。转眼又过十几个

寒暑，第二支钢笔也已破损不

堪。办公室主任知道后，给我买

了一支新钢笔，支持我笔耕。

岁月匆匆，笔尖沙沙。

同事家的孩子刚满三岁就

开始参加特长班，小小年纪就学

得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无所不

能。而儿子到了四五岁，一天到

晚还只知道玩。只要和儿子一

提报班的事，他的小脑袋就直

摇：“爸爸，我是一棵小草，你就

让我在太阳底下自由自在成长

吧。”也不知在哪学的这套词，好

像我这当爸爸的虐待了他一

样。于是，只好作罢。

从一年级起，儿子的成绩总

在班上十五名左右徘徊。我警

告儿子：“咱的目标，是上北大、

清华，如果成绩总在原地踏步，

怎么实现？”儿子还一脸委屈：

“爸爸，求求你，别把目标定得那

么高，我会叫你失望的。”“不愿

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

只有志向远大，学习才会劲头十

足。”我斩钉截铁地说。

慑于我的“威严”，儿子极不

情愿地上起了文化补习班。问

题是，班也报了，钱也花了，儿子

的成绩依然还是老样子。

小学四年级时，儿子当上了

班长。老师发来短信，表扬儿子

责任心强，有组织能力，有吃苦

奉献精神，优点说了一大堆。我

劝儿子：“你学习上如果能拿出

当班长一半的劲头，成绩早也噌

噌上去了。”儿子做了个鬼脸：

“一码是一码。既然当了班长，

就该好好干。虽然咱不想逞能

当将军，但也不能叫同学们小瞧

咱。”乖乖，儿子学习不上心，责

任心倒挺强。

前段时间，我们全家去给同

事过生日。聚餐后，大家一起到

KTV唱歌。别人的孩子不是唱就

是跳，一个个都很活跃。儿子啥特

长也没有，注定不是这里的主角。

他静静地站在一旁，倒像是个服务

生，一会儿帮大家倒饮料，一会儿

跑到台上把地毯拉展。我正觉得

汗颜，同事七嘴八舌把话锋都对准

了儿子。“这孩子真招人喜欢，品行

好，有礼貌，尊重长辈，自理能力

强，太难得。”“是呀，现在大多数孩

子除了学习，啥都要靠家长，将来

咋生存？这样的孩子，绝对不用有

这方面的担心。”“俺要是有这样一

个阳光帅气的男孩，不定会高兴成

啥样子。”

我被同事的话击中。看着

儿子在使劲为小朋友鼓掌，听着

儿子爽朗的笑声，我蓦地也被这

个不想当“将军”的儿子深深打

动了。他乐于助人，责任心强，

将来一定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

心态平和，不图虚名，将来一定

是胸怀坦荡的人；他幽默开朗，

率真可爱，将来一定是个阳光快

乐的人。有健康，有快乐，有自

己想要的生活，我还准备给儿子

规划怎样的人生呢？

有时烧菜会过咸、过酸、油腻等，可采用下

列办法处理。

1.咸汤变淡：菜汤中放盐过多太咸，可放入

一个洗净的土豆，煮上5分钟后，咸汤就变淡了。

2.咸鱼除盐：把咸味很重的咸鱼洗净，然后

放在白酒或米酒中浸泡2～3小时，即可去掉鱼

身上的盐分，再烹制就味美而不咸了。

3.除汤油腻：做的菜汤过于油腻，可将少量

紫菜放在火上烤一下，然后撒入汤内，即可除去

油腻味。

4.减轻辣味：不爱吃辣的人，如果做的菜太

辣，只要在菜中加点醋，辣味可减轻；炒辣椒时，

放入一个鸡蛋同炒，辣味也可减轻。

5.减少酸味：炒菜时，如果不慎放醋过多，菜

味太酸，可在菜中放入少许苏打粉，再烧一会

儿，酸味会很快减轻。

6.消除饭焦煳味：熬粥煮饭不慎焦煳，可趁

热将半截大葱插入饭里，盖上锅盖，焦煳味即可

除去。

厨房“小魔术”

我与钢笔结缘我与钢笔结缘

换成狼
老师：“龟兔赛跑的故事还

记得吧，你说说看，兔子为什么

输给乌龟？”

小明：“因为它睡觉。”

“对！怎样才能使兔子不睡

觉呢？”

“把乌龟换成狼。”

装电话
一男子刚开始做生意，就租

了一间豪华办公室。

某天，他看到一人从外面准

备进来，就装作生意很忙的样

子，拿起电话胡吹乱侃，还不停

地甩出几个大数字，好像在谈一

笔大买卖。

最后，他终于挂了电话，问

来访的人：“有事吗？”

那个人红着脸回答道：“打

扰了，我是来装电话的。”

送鲜花
妻子跟我冷战，我为她订购

了一束鲜花，并叮嘱卖花人在卡

片上写：我很后悔，我爱你！

但鲜花送到妻子手里时，她

更加生气了。

我看见卡片上写着：我很后

悔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