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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二三事

三张发票的变
“脸”
“我和改革开放”
征文
□王家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消费水平的提高，发票在单位、
家庭中逐步在变“脸”攀升，它一步步取代
了打白条，变填开、定额，延伸到目前机打
开票。周末，在家整理书柜发现一张“残
缺”的发票，联想起三则发票变“脸”的小
故事。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购买贵重东西
时，打白条到处可见。记忆中，我家在周
边村子里属于“公干家属”序列，父亲在供
销系统工作，1971 年冬，托人在三门峡买

了一部“上海”牌缝纫机，当时，也算是小
山村里唯一一台最高档的名牌家用电器
了，但在收藏的票据中，只发现这张是复
写笔字迹，纸条发黄，纸张“残缺”的白条：
“某年某月某日，售给某某同志缝纫机一
部，大小写金额显示 155 元，售货人签名
和单位公章”。就这么简单的两行字，诠
释和印证了我家收藏发票的开始。
1980 年 7 月，我参加了工作，在计划
经济运行时代，为下乡方便，通过县乡计
划内指标，领导签批，算得上是开“后门”
吧，在豫西小县城一家五金门市购置了
一辆“红旗”牌自行车，由于刚买的新车
子舍不得骑，硬是手推了一个半小时，走
15 公里的路，累得汗流浃背回到单位。
临走时索要了一张门市自制印刷的“某
县五金交化门市票据”加盖一枚公章。

在当时，它就是这辆名车的“身份”凭据
了，但比买缝纫机开具的“白条”更进一
步时尚化了。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税务部
门发票的普及和使用，不管是单位，还是
家庭个人对消费索要发票的意识大大增
强，包括我们家里所购买的大件物品的每
一张发票都保管得井然有序，分门别类。
同时，对发票开具不规范的行为，还可以
到税务部门举报。另外，为鼓励消费者扩
大消费，还开设发票抽奖活动。一次，女
儿在学校请几个同学吃一顿饭消费 30
元，索要了两张发票，就有一张发票中奖，
兑现金 5 元，女儿喜出望外见人就说。现
在我们全家在吃、住、行、购等消费方面索
要发票已成惯例。
进入新千年后，我国不断加大发票的

□孙风雷
宣传、普及、教育力度，使发票的管理、使
用更进一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由手
写票、限额票、定额票日趋走上机打开票
轨道。今年初，给农村老家购买一台 80
容量的海尔牌电热水器，首次拿到了通过
电脑系统开出的一张机器打印的新版发
票，这又是一张心爱之宝，我们将一起收
藏永做留念。
上述亲身经历的三则发票小故事，验
证了“发票”的版式版面在变“脸”，手写发
票、定额发票、普通发票、专用发票、增值
税专用发票等。各商场、门店销售各个商
品时，人们索要发票的意识在升温、且已
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这更进一步说
明发票的变“脸”，彰显我国改革开放带来
的乡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依法纳税意识
的增强。

散记

测视力

五月话端午
□王之双

胡永年 绘

每年临近端午节，母亲就会和村里的
大嫂二婶围坐一起，戴上顶针圈，拿起筐
里五彩斑斓的花布，穿针引线，时不时将
针尖往头上磨两下，笑声在穿梭的针线上
和翻动的指缝间飞扬，最后飘落在盆里的
草料上。片刻，一个个做工精细的香囊便
呈现在眼前。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一边给
我戴香囊一边默默祈祷：保佑孩子一生平
安！
我高兴地戴着香囊满大街奔跑，时不
时摘下左看右看珍爱有加，仿佛胸前挂着
一枚闪闪发亮的“金牌”！
母亲解下围裙，收起针线筐，吩咐正
在垫猪圈的父亲去割艾草。父亲放下铁
锹，拿起插在土墙缝里的镰刀，到屋门后
水缸上磨两下，跑到地头沟边割艾草，用
绳捆住背回家，身后就会跟来左邻右舍的
大妈阿姨们，等待父亲一把把发给她们，
然后说些感激的话，高高兴兴拿回家，插
在门鼻儿上。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母亲的五色线。
那时，母亲寻东家找西家，收集到红黄蓝
紫四种颜色，最后翻山越岭跑到大姨家，
挂烂裤、擦破膝盖找来一根灰色丝线。母
亲坐在木墩上卷起裤管，将五色丝线放在
腿上，吐一口唾沫用手搓在一起，再一截
一截剪断，牢牢地拴在我的左右手腕和脚
腕上。
母亲再三嘱咐我，不要弄丢了。我
把它视为“珍宝”，睡觉也紧紧抓住它。
一直戴到下月的初五，母亲把我领到村
头渭河边，将五色线一一取下，丢进哗哗
翻滚的河水中。母亲的一举一动都是那
么神秘，我张了张口不敢多问。直到后
来长大我才知道，在我们豫北地区有这
样一个习俗：五月五日，用五色线系臂，
可以长命百岁。一个月后让河水将五色
线冲走，寓意着老龙王已将罪恶滔天的
“病魔”抓走，让饱受病魔折磨的孩子解
脱痛苦。同时我也明白了母亲之所以四
处寻找五色丝线，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
瘦弱，百病缠身。
太阳到了头顶，整个村里弥漫着垂涎
欲滴的粽香。母亲从村边竹林里弄些鲜
竹叶，匆匆忙忙赶回家，清洗后用开水烫
了烫，裹上浸泡好的粽米，用嘴咬住棉绳
一端，手指捏住另一端缠绕包紧，同时也
包进了亘古不变的母爱！
在灶台前熏得满脸黑灰的父亲已经
把水烧开了。母亲端出三角粽子放进笼
内，让父亲加把柴大火蒸。一会儿工夫，
大开胃口的粽香溢满整个院落。我围着
锅台，两眼直直地盯着大冒热气的蒸笼，
馋得舌头直打转。
父亲终于打开了蒸笼，母亲伸手拿出
一个，放在我面前的锅盖上，我迫不及待
地将棉绳解开，
“哧啦”撕下粽叶，一口吞
了进去，烧得我两眼泪花。母亲把面手往
围裙上擦了擦，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我抬
头看到母亲满脸皱纹，门牙脱落。那一
刻，我意识到母亲已经老了。
如今，母亲真的老了。老得认不得艾
草，看不清针线，咬不住棉绳了。每年端
午节，我都会给母亲送些粽子，给她剥开，
送到嘴里，然后将妻子准备的五色线系在
母亲的手腕和脚腕上，默默地祝愿母亲：
永远幸福！长寿安康！

随笔

感到最开心的事。还记得，出了村子，翻
过一条干渠，就是广袤的田野了。
父亲节就要到了，又想起了父亲！
庄稼地里、麦苗上、蔬菜上、树上，到
人常说，四十不惑。虽然已经跨过 处都是积雪。风儿一吹，雪末飞舞，麦苗
了四十的门槛，但是每每想起父亲，夜里 就探出头来，轻轻地摇晃着。大黑看到
便会胡梦颠倒——儿时，父亲疼也好、骂 这银白空蒙的世界，格外兴奋。它撒着
也好、一起劳作也好，好多事情如电影般 欢儿在雪地里东蹿西跳，这儿嗅嗅，那儿
在梦里一遍遍地重现。之所以这样，我 闻闻。只一会儿，就会有发现。只见它，
想，父亲一定如我想念他一样，也常常在 夹着尾巴，摇头晃脑，唧唧咛咛，鼻尖边
牵挂着我吧。
在雪上嗅着边作搜索前进状。爸爸就会
说：
“快，快，跟上，发现了！”我立马紧跟
令人心碎的牛铃声
爸爸，凝气屏声，生怕吓跑了兔子，生怕
每年过了夏至，便是小麦成熟的季 打扰了大黑。细看雪地上，会发现两行
节。最害怕和父亲一起去割麦。
“镰刀、 细细的爪印。如果把兔子撵出来了，我
板车、老黄牛，木耙搂、木杈挑、木锨杨， 们就使劲吆喝：
“大黑！大黑！快点！快
石头碾子压满场，一顶草帽扛太阳，汗水 点！快点！”但是，有时候，费了九牛二虎
能换满地黄……”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之力，逮住的却是一只大老鼠。于是，就
麦收的真实写照。
只好让大黑饱餐一顿。这时候，我会骂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离家六七里远的 大黑是个大笨蛋，还拿雪球打它。
一块地里割麦，
母亲提前回家做饭去了，
我
忙了一晌，
回到家，
如果有战利品，
就
和父亲要顺便把上午割下的麦子装车拉回 交给母亲制作大餐。如果没有，爸爸会
去。好不容易装完了车，
看看周围大家已 说：
“下午再去，
不信逮不住一只！
”
母亲说：
经拉着小山包似的麦车上了大道往回走 “要去你自己去，
别让娃去了，
你也不顾下
了，
我不等父亲安排就急急忙忙地去地头 娃，
鞋都湿了，
看看把娃冻成啥了！
”
牵牛。
“先不忙，
咱们把地里掉下的麦穗捡
一下。
”
父亲说。又渴又饿又热又累的我突 手写的字帖
然爆发了，
坐在地头大哭起来……我已经
好像是从上初中开始，
每周离家去学
不记得当时是收拾了我还是安慰了我，
只 校时，
父亲都会给我几张稿纸。一两张是
记得父亲背了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 父亲手写的仿宋体，给我当字帖练习；三
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 两张是父亲用直尺挡着很认真地画了间
苦。
”
后来，
我就跟着父亲很认真地把地里 隔的小方格的稿纸，
让我在写作业时趁在
掉下的麦穗捡了一遍，
然后，
才套上我家的 下面，
方便掌握字的大小和间隔。读书期
大黄牛，
父亲驾辕，
我一手牵着牛缰绳，
一 间，
我的作业永远是最干净最整洁最工整
手拿着小鞭子，
拉着小山包似的麦车，
顶着 的，这种习惯的养成完全得益于我的父
热辣辣的太阳往回赶。
亲。这也是我最自豪的事。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只有
父亲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只读
牛铃“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至今忆 过高小。但是，父亲又是多才多艺的。
起，那“叮当、叮当”的牛铃声仿佛依然在 父亲会吹笛子、会拉二胡，能写一手很好
耳畔回荡，令人心碎。
的毛笔字，从十几岁当记工员起，还当了

雪天里的乐趣
小时候，特别盼望下雪。雪天，父
亲带我和我家大黑狗到地里撵兔子是我

一辈子村干部，是乡亲们心中的权威。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 23 年了，我常常
在想，在那个贫穷又落后的年代，父亲的
这些才艺这些本领是怎样学来的？

远去的柴扉

读书，
不俗的情怀
□刘云燕

学的书、旅行的书，无比惬意。
在乌镇，我走过“晴耕雨读”桥。在那
乔治·马丁曾经有一句非常经典的 里，我邂逅一位老者。他在当地极有名
话：
“ 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不读书 望，为人博学、睿智。看着走过风雨桥的
的人只能活一次。”读书的人，拥有更丰 人们，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读书，不是
富的人生。
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获取功名。读书的
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邻家伯伯的 目的，在于明理，在于有更丰富的人生。”
书房。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两边从地 也许是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原来，
板到天花板都是整排的书架，而那些或 读书有着最质朴的目的。后来，读到了三
薄或厚的书，就从地上一直摆到高空。 毛的一段话，更加坚信了我读书的习惯。
那 时 候 ，我 总 喜 欢 好 奇 地 打 量 他 的 书 她说：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
房。他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
“ 孩子，要 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
多读书，读书让你有不一样的人生。”
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
慢慢地，读书与旅行成为我人生中 气质里、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无涯。
”
不可缺少的部分。最喜欢旅行中的自
我习惯了每晚必定要读一会儿书，
己，放空了心灵，行囊里总会背上一两本 或散文，或小说，体验不同的人生。当我
游记。当我身临其境，再去读这些文字 因为工作烦忧时，我喜欢读林青玄的散
时，那种景与文字的融合，简直太美了。 文，他告诉我：
“回到最单纯的初民主，在
记得在一个古镇里，有一家极精致的书 最空的地方安坐，让世界的吵闹去喧嚣
吧，不大的房间里，有舒服的沙发，飘香 它们自己吧。我们只愿心情清欢，以清
的咖啡，人们可以慵懒地坐在那里，太阳 净心看世界。”当我心情消极时，就读木
斜斜地照进来，你可以随意地读关于哲 心的作品。他说：
“ 真正的成熟，是你在

童年历险记
□黄晓鹏
那是 40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那年，
我 5 岁左右。
我的老家位于古城新野的一个普通
的乡村里，我家院墙北边，隔一条羊肠小
路，有一个池塘，长约 60 米，宽约 30 米。
平日里，
村中媳妇、
姑娘们在池塘边洗
衣服、谈天，
清脆悦耳的欢笑声常常回荡在
村庄上面；一到夏天，池塘则是村里男人、
小孩洗澡消暑的乐园。水面上，
莲花盛开，
白莲、红莲争奇斗艳，
芳香扑鼻，
蜂围蝶绕；
池塘中，
各种鱼儿快乐地游来游去，
不时飞
来一两只蜻蜓，
憩息在鲜嫩碧绿的莲蓬上，
漂亮的翅膀不停地颤动着……
一日午后，烈日炎炎，天气酷热。吃
过饭，大人们都午休了，我却翻来覆去地
睡不着。等母亲睡熟后，我悄悄挣脱她

的怀抱，蹑手蹑脚地跑到院子里玩耍。
没有一丝风，树木无精打采地呆立着，蚂
蚁在忙着寻找吃的，在浓密绿叶的掩护
中，蝉“热啊热啊——”地长鸣抱怨着。
实在太热了！我全身流汗。四周没有
一个人，一片寂静。池塘里的水映着灿烂
灼热的阳光，散发出五彩斑斓的耀眼的光
芒。我犹豫了一下，
脱掉衣服，
慢慢地探身
下到池塘里。好舒服好凉快啊！我小心翼
翼，
不敢到深水中去，
我还不会游泳呢。为
此，
小伙伴们常常笑话我。幸好，
他们今天
都不在。哈哈！我不由得高兴地笑出了
声，在水中欢快地扑腾着，水花四溅，波光
粼粼。池塘边柳树上的一只小鸟受到了惊
吓，
“扑棱棱”
地振翅飞向远处去了。
洗着洗着，我不由自主地试探着向
池塘里面慢慢挪动。突然，也许是踩到
了淤泥，我脚下一滑，整个身子趔趄着快

阅享书香
经历过太多事情后，依然能够将内心与
这个世界进行剥离，享受人生而不沉湎，
历经苍凉而不消极。”当我感觉生活无趣
味时，就读汪曾祺的散文，平淡的生活小
事，居然可以如此有滋有味，妙趣横生。
原来生活就是这样，你有一颗敏锐发现
美好的眼睛和心灵，才是最大的幸福。
于是，书店和图书馆成了我最喜欢
的地方。每逢假日，我都喜欢在那里度
过一个美好的下午。音乐悠扬，宁静而
美好。我慢慢地翻动书页，仿佛和一个
知心的朋友在轻言缓语地交流。太阳像
是淘气似的，在书页中游走。看到开心
时，我也忍不住发笑，而悲伤时，也会情
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我们感同身受主人
公的经历，生命也开始变得丰富而丰盈。
读书，慢慢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喜欢如徐志摩所说：
“ 带一卷书，走十里
路，选一个清净地，看天，听鸟，倦了时，
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书，总给人一
种开阔的眼界和不俗的情怀。
生命，因读书而美丽……

岁月印记
速没入水中，我想大声呼救，水却急速灌
入口里。
“ 咕咚咕咚”我接连喝了几口池
水。我使劲挣扎着，手乱扒，脚乱蹬，手脚
并用。时间好像停止了，我头脑昏昏沉
沉，几乎筋疲力尽了……不知过了多长时
间，我好像踩到了一块石头，心中一喜，连
忙用尽最后的全身力气拼命一蹬，终于，
我的身子反弹到了浅水区！我出了一身
冷汗，急忙战战兢兢地爬上岸。我惊魂未
定，恍如梦中，很长时间不敢相信自己还
活着。我向四周望去，没有一个人，一片
寂静，只有蝉仍“热啊热啊——”地长鸣抱
怨着……
从此，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到池塘里
洗澡了。在我那幼小懵懂的心里，我也
隐隐约约地明白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
因为怕责骂挨打，直到如今，我也没有把
那次历险告诉给我的母亲。

乡村印象

□甘婷
小时候，住在乡下，对于柴扉，在乡
下是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似
乎，柴扉就是乡村的标致，是乡下人家一
道美丽独特的风景。
那时候，由于大部分的柴扉都是用
大青竹做的，因此，我们管柴扉叫“篱
门”，或者叫“竹篱”。而在古代，柴扉由
来已久，如南朝范云在《赠张徐州稷》中
写道：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还闻稚
子说，有客款柴扉。到了唐朝，杜甫称柴
扉为“蓬门”，他在《客至》中写道：花径不
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再后来，到
了宋朝，柴扉让人耳熟能详的要数叶绍
翁的《游园不值》了：应怜屐齿印苍苔，小
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
红杏出墙来。可见，柴扉，被诗人们赋予
了灵性，赋予了生命，赋予了诗意与情
感。如此，柴扉便在人们的生活中灵动
着，相互依赖着，也相互守护着。
记忆中，
乡下的每一扇柴扉外面都有
一条弯弯曲曲的黄土小路，
柴扉里面则是
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中间有台阶，拾阶
而上便是内宅了。那时候，
人们喜欢养家
禽，
如鸡、
鸭、
鹅等，
一些富有的人家也许会
养一两条黄狗。每天，
当你从任何一扇柴
扉前走过，你总会听见，那些家禽在小小
的庭院里咯咯、呱呱地叫个不停。如果你

好奇地凑近柴扉，伸头往里看，那些家禽
马上也会好奇地侧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
着你，
这时，
你会禁不住笑出声。
当血红的残阳渐渐没落群岚，照得
整个村庄变得绯红的时候，那些家禽们
便会在院子里你追我赶，欢腾雀跃，偶尔
还会传来一声声清脆刺耳的犬吠，这样
的情，这样的景，真是“狗吠深巷中，鸡鸣
桑树颠”，一片繁华、热闹。
农家的柴扉从来都是不上锁的，虚
掩是为了防止自家的家禽跑出去破坏别
人的庄稼。不上锁是为了给一些路人图
个方便，如谁要是做工累了、渴了，随便
打开柴扉走进去休息一下，或者讨碗水
喝，待身上疲劳稍缓之后再继续赶路。
在乡下，孩童多，串门的也多，你来
我家，我去你家，进进出出，如果把柴门
锁了，谁也就不愿到你家玩了。于是，你
家的人烟便少了，人烟要是少了，便会被
人说你家贫穷。因此，在乡下，柴扉上不
上锁，还是判断一个家庭贫富的象征。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
们的意识也渐渐提高，柴扉次第换成了
木门、铁门、防盗门。当再一次走进乡
间，灵动温暖的柴扉已无处可寻，更多的
是一扇扇紧闭着的铁门。看着那扇坚不
可摧的铁门时，总让人感叹时代在进步，
而留在记忆中的，永远是那扇简陋虚掩
的柴扉！

村路
□陈猛猛
村路，几代人的岁月记事簿
弯弯曲曲，有着流年的坎坎坷坷
光阴的笔触为它涂上装束
一个村庄聚的欢喜与散的离愁
幸福的抑或忧伤的情感
它都从从容容接纳
乡音的号子于耳边吹响
星辰与云朵将悠远的时光拉长
无论蒲公英的降落伞飞有多远
那栖息心灵的巢穴却永难忘怀

离乡游子
一群放逐很多年的鸽子
日积月累的牵挂
在心田写满难以割舍的词句
远方的漂泊，渴盼的家乡
思念的年轮一圈圈增长
如拔不去的忧伤
多少次在睡梦中看到
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路
指引着一颗厌倦流浪的心
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