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老式自行车
! 钱芳

父亲有一辆老式自行车，重型凤
凰牌。高高的车杠、宽阔的龙头，叮铃
铃的响铃，清脆数里。

沉默的父亲澎湃着忐忑的心。自
行车后，银铃般的一串笑声，漾开了
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母亲甩开两根齐
膝大长辫，冷不丁跳上自行车，好一阵
剧烈摇晃。

寡言的父亲细眯着慈爱的眼。自行
车后，吵闹不休的我们兄妹，惊飞了一
群叽喳喳的小麻雀。我拽着父亲宽大的
衣角边，喜滋滋坐上自行车，好一阵手
舞足蹈。

任劳的父亲紧捏着手心的汗。自行
车后，煤球桶、煤气罐、百斤米袋，湿透
了烈日下的背心。父亲急中生智把持龙
头，飞身如燕骑上自行车，好一阵艰难
跋涉。

尽职的父亲敲击着疲惫的腰。自行
车后，庞大的放映机，欣喜了村头期盼
的眼神。乡亲聚集在打麦场，吆喝着抬
下自行车上的胶片，好一阵手忙脚乱。

聪明的父亲屏息着凝神聚气。自行
车后，亲手焊接的收音机，缤纷了黑白生
活的色彩。一家人一拥而上，急切地搬运
自行车上的红灯牌，好一阵欢呼雀跃。

能干的父亲舒展着会心的笑。自行

车后，虎皮鹦鹉、黄雀、精致鸟笼，摆脱
了窘迫日子的拮据。温饱有加的我们，
逗趣地摇晃自行车上的娇凤，好一阵呱
呱乱叫。

内敛的父亲深邃着希冀的眼。自行
车后，晚自习备战高考的我，点亮了满天
跟随的星斗。羽翼渐丰的我们，仰视着自
行车上父亲宽厚的背，好一阵温馨踏实。

无争的父亲蓄积着迸发的能。自行
车后，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象棋盘，显
露了生龙活虎的活力。气定神闲的父
亲，抖擞着抽出自行车上的太极剑，好
一阵虎虎生风。

乐观的父亲勤劳着忙碌的手。自行
车后，韭菜、香菜、苦瓜、大番瓜，散发着
家前屋后泥土的芬芳。有了小家庭的我
们，欢喜地卸下自行车上的收获，好一
阵笑逐颜开。

父亲有一辆老式自行车，重型凤凰
牌。虽星霜荏苒、斑斑锈迹，但依旧高高
的车杠、宽阔的龙头，叮铃铃的响铃，清
脆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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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车(小小说）
! 姚正安

老毕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在苏
州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收入不菲，而
且单位管吃管住，省了一笔住房开支
不说，不必为女儿独自一人在外生活
的安全焦虑。

老毕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投入了十六年，终
于看到结果了。

三年后，女儿用积蓄缴了首付，在苏州一个不错的
小区买了一套两居室住房。

老毕兴奋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与妻子谋划怎么
为女儿的房子装修。

妻子说，简单地弄一弄，女儿的房子还没算数。
老毕想想也是，待女儿找到另一半才算数，不着

急，简单装一下，买几样家具，能住就行。
与女儿沟通，女儿也同意父母的想法。
老毕请人设计，又请了搞装饰的亲戚帮助料理，两

个月，装修就搞定了。女儿住进了自己的小家。
妻子一算，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多万，有点心疼。老

毕安慰说，钱用了就算了，钱就是留着为女儿用的，今
后也没有地方花钱了。

妻子反问，今后没地方花钱了？
老毕看看妻子惊讶的面孔问，今后还用什么钱？
女儿出嫁呢？
女儿出嫁能花多少钱，再说，有钱多花，没钱少花，

也没有固定的标准。老毕心里想，我又不是招女婿，又
不要对方彩礼，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女儿，白送给人家，
还要花什么钱。

一晃，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妻子三天两头打
电话催女儿谈对象。女儿总是回答，要等到合适的，谈
恋爱不同于买青菜萝卜抓到一把是一把。妻子也没有
理由驳斥女儿。

时间过得快，转眼又是半年。妻子整天唠叨女儿的
婚事。

老毕倒是稳得住，说，你呀，真是取鱼的不着急，背
鱼篓的着急，你急有什么用，缘分到了，自然一谈就成。

果不其然，某一天，女儿打电话回来说，谈了一个
对象，与自己同龄，本单位的，家在本市，父母各开一家
企业，请他们哪天去看看。

老毕一听，诡秘地对妻子说，我说的吧，不要着急，
我女儿这么优秀，还能找不到对象？

妻子不服气，就你事后诸葛亮。
一个星期天，老毕夫妇乘车去苏州考察准女婿。
老毕不得不佩服女儿的眼光。你看那小伙子，多

帅。一米八的身高，不胖不瘦，皮肤白白的。特别让老毕
开心的是，小伙子很懂礼貌，一口一个叔叔，一口一个
阿姨，还里里外外地忙着张罗午饭，根本没有富家子的
脾气。浅浅的笑容，让人看了舒服极了。

又是半年过去，女儿女婿都是二十八了，在苏州不
算大龄，但在小县城不小了。

男方提出国庆节结婚。
女儿征求父母意见。老毕说，我和你妈没意见，你

自己做主。
男方父母在一个周末带着两个小孩拜访老毕家。

老毕在县城一家有点档次的饭店请办了一桌酒，请了
兄弟和朋友相陪。

饭后，两家商量小孩结婚的事。
男方父母问老毕，你们这儿有什么风俗，需要我们

做什么，要多少彩礼。
老毕一听，心里有点不爽。我又不是卖女儿，要彩

礼干嘛？但碍于第一次见面，又是女儿的终身大事，老
毕忍住了，笑着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简单最好，彩
礼一分不要。

男方父母一听，为老毕的通情达理而连说谢谢。对
方可能忘了，老毕夫妇都是中学高级老师，知书识理，
不可能在这些大事上提出过分要求。

看得出，亲家也是明理人，说，你们培养这么出色
的女儿不容易，他们结婚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如果我
们办事上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们能谅解就行了。

于是，定下了日子，余下的都很顺心。
老毕当然也不会一分钱不花，比如为女儿买几床

新被、几只皮箱，请几桌酒，都得花钱。但老毕心里有
数，凭他们这么多年的积余，能应付了。

老毕夫妇都是中学高级老师，收
入不低。重要的是，老两口都节省得要
命。衣服干干净净，但都是地摊货。吃
得很简单，用老毕的话说，吃得太好，
再去减肥不合算。房子是公改房，没花

多少钱，多年不办大事，因此手上多多少少有点钱。
老毕对妻子说，等到女儿结婚，我们的任务就完成

了，再干几年退休，我就陪你东逛逛西走走。
妻子撇嘴说，我等这一天哩。
老毕请人将家里用墙纸出了一新。真是万事俱备

只等吉时。
但是，令老毕夫妇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距离婚期不到一个月时间，女儿突然回来了，而且

情绪不是挺好。
老毕心里格登一下，难不成女儿婚事黄了，又不敢

说出口？只等女儿开口。但女儿就是不开口，急得老毕
直抽烟喝茶。

老毕妻子耐不住，问女儿回家有什么事。
女儿似乎有点为难地说，爸，妈，我马上就结婚了，

你们想，人家是老板，家里房多车多钱多，我这么一无
所有地嫁过去，会不会给别人笑话，会不会让对方看不
起？

老毕听来听去，不知道女儿想说什么，急急地问，
你想干什么，直接对爸妈说，不要含糊其辞的。

爸妈，我想买一辆车，这样风风光光的，不给你们
丢脸。

买一辆车？什么车，多少钱？
女儿是说个车名的，稀奇古怪的，老毕没听清楚，

但钱数是听到了，一百二十万。
女儿还说，自己有三十万，还差九十万，就算向爸

妈借的，等今后余下来还你们。
老毕仿佛在听别人说书，又像是听外星人讲故事，

头脑里乱糟糟的。一百二十万堆起来有多高呀。老毕实
在想不到，女儿会提出这个要求。

老毕毕竟是老毕，理了理头绪，对女儿说，我将家
底交给你，家里只有四十万，全部给你总行了吧？

还差五十万，你们让我到哪找啊，总不能让我卖身
吧。女儿说着哭了。你们生了我，也不能让我一到男家
就让人家看不起吧。人家娜娜的爸妈也是老师，可是人
家为女儿买了一套二百万的房子，半数是借的贷的。

老毕看到女儿哭着说着，心里像有无数个小虫子
在叮着咬着，隐隐地痛。

老毕不停地用右手抓挠着头发，喃喃自语，你让我
们到哪找这么多钱呢？

妻子看着痛苦的老伴，不吱声。
屋子里很静。谈话进入僵局。
过了好一会，老毕对女儿说，你将你那套房子卖

了，不是有钱了吗？
女儿来得快。爸，怎么能卖房呢，他们家的房子都

在郊外，我在市内的房子，一来自己不方便时可以歇
息，二来，靠近小学中学，留给小孩上学。

老毕瞅一眼女儿，不知说什么好。
其实，爸妈你们做点贷款，还起来也快，你们俩一

个月一万多，也没多少用项。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流出来。咬咬牙，老毕

不可能在女儿面前流泪。
女儿还在说着，说了什么，老毕一句也没听进去。

老伴拉着老毕的手走进了房间。
大约一支烟的工夫，老伴走出来，对女儿说，我们

给你九十万，借的也好，贷的也好，你甭管了。
女儿站起来试图搂住妈妈。妈妈又转

身走进了房间。
女儿走后的一周，老毕按女儿提供的

银行卡打去了九十万。买什么牌子的车，老
毕没问。

结婚那天，女婿开着女儿陪嫁的车，接
走了女儿，后面还跟了几辆据说小县城没
见过的豪车。

噼噼叭叭的爆竹声中，老毕的思想是
空的，任香烟在指间燃烧。

怀念父亲
! 杨晓莉

我开始记事的时
候，父母亲就已中年
了。母亲是个极其质
朴的人，上班、做家
务，极少娱乐。而父亲
则是率性而为、极富感染力的人，
他兴趣极其广泛：戏剧、歌曲、体
育、读书、摄影等等。到了六十多
岁，还熬夜看足球，且爱与青年人
讨论战事如何精彩、进球怎样乌
龙，通常是与两位女婿热烈讨论。

小时候邻家小孩偷偷称父亲
为“大老虎”，因为父亲单名一个
“彪”字，且身材高大魁梧，更因为
家里孩子们倘若犯错必会重重受
训。家里的哥哥姐姐们既喜欢他
又害怕他，然我却很喜欢父亲。

我小时候乖巧，不常犯错，父
亲并不骂我。加之我出生要比哥
哥姐姐们晚得多，而父亲随着年
岁增长、工作压力日渐变小，性格
也平和了许多。他常年在外工作，
但只要一踏进家门，家里就立即
热闹起来，像过节一般。母亲照例
会忙着多添两样好菜，在外疯玩
的哥哥姐姐也全都像支箭赶回
家，平时不开的收音机也高声放
着欢快的歌曲。

记不清父亲多少次挽着我的
小手，走在界首的古街小巷中，走
在夕阳西下的运河堤上，走在我
温馨的童年时光里。幼年的我尚
是个小不点，更觉得父亲的高大：
仿佛他是高山、他是大树。我脑海
里最经典的场景有两个：夏天傍
晚，父亲会在院子里放一张小桌
喝酒，有时还兑一点用井水逼过
的白汽水。我坐在他身旁的小凳
上，负责汇报他不在家时家里发
生的“重大事件”：诸如哥哥姐姐
又作搅了，惹妈妈生气了等等（那
两人年纪相差一岁）。父亲非常享
受这一时刻，他喜欢用宽口的玻
璃杯喝酒，端起酒杯慢慢地抿一
口，煞是惬意；而冬天我则喜欢躲
进父亲的大衣里：父亲穿着军大
衣站着，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一
掀大衣躲进去。父亲很配合地假
装不知道，向前走一步，我就跟一
步，并呵呵地笑出声，乐此不疲。

父亲曾给我讲过很多故事，
包括他青少年时的往事。他幼时
家境不错，但战乱年代，日子几经
波折。大伯参加了新四军，祖父母
相继去世，几位年长些的姑姑也
都出嫁离开了家乡。他还年少，日
子过得艰难，被迫辍学，在布店卖
过布。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少年
时最窘迫的一件往事：去高邮找
最疼爱他的大姑，但身无分文，连

最便宜的轮船票都买
不起，步行 60里从界
首到高邮。初夏的天
气，走了一半到马棚
湾的时候，又渴又饿，

路边就有卖粥的，但只能望两眼，
歇了歇又上路。解放初期，随部队
北上的大伯寄了不少书给父亲，
鼓励他多学习，长大后做个有用
的人。他坚持自学完初中课程，直
至后来参军———在广州白云机
场，空军。父亲在部队进步很快，
他学过手风琴，爱打篮球，歌也唱
得好，是部队教唱歌的教员。我手
机里就保存有父亲那时的照片：
英俊潇洒，颜值超高，把如今那些
有点娘的韩国小鲜肉甩八条大街
去。

上世纪 50年代末二伯英年
早逝，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大
伯为人仁厚，虽远在辽宁、手头不
宽，仍每月按时寄 20元给二伯母
度日，并一再写信希望父亲回家
乡工作，照应老家的侄男侄女。父
亲亦为侠骨柔肠之人，多方考虑，
还是回了家乡。适逢三年自然灾
害、文化大革命，家里日子过得并
不容易。我大姐（堂姐）说过，家里
人口多，为省点钱，夏天的时候，
父亲会自己动手，为一帮孩子做
一大锅酸梅汤解暑；中秋节时父
亲用面粉揉面、用绿豆沙做馅，做
好月饼后每个孩子分一个，又去
店里买点团圆饼，每人分极小的
一角配着吃。

父亲在高邮北片工作多年，
川青的十年是他最具个人魅力的
岁月。他工作很有魄力，且有创新
精神，在水利和绿化方面成绩不
俗。我的一位老家在川青的同学
告诉我：小时候他时常听爷爷提
到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在老川青
人心目中威望很高，与杨志、杨秀
明号称“三杨”。川青地势低洼，与
临泽落差很大，经常发生水涝。父
亲和他的同志们当年主要的成绩
是把田地方整化。我猜想这也是
出于水利方面的考虑，这在现在
看来都是颇有远见的举措，便于
农田机械化劳动。同时动员全公
社的劳力，用人力筑一条大坝以
拦住洪水，并在大坝上修建船闸
和植树造林。这位同学的老家邻
近兴化、地势很洼，在 1991年发
大水时都没有被淹。

父亲去世整整 13年了，但仿
佛他并没有走远，他的音容笑貌
犹在。他正站在高高的云端之上，
深情凝望着我，使我不敢稍有懈
怠之心。

给忧郁的孩子
! 胡小平

孩子
在满是忧伤的初夏
我知道你遇到
雨荷开放的爱情
一个画面始终
走向你
初放的花朵
玉兰的幽香
一颗含苞的心脏
都会让你流连
我希望
这一切都是夏天的
假设
正如一朵怒放的花朵
展示她的美丽

孩子
在明月倾泻的夜晚
我知道你诵读了
泰戈尔或者普希金的诗
一切丰满的文字味道
充盈你
婉约的诗词
奔涌的海水
我无言以对你的沉默

我要摘
世界上每一朵灿烂的阳光
给你

孩子
这世界需要你的双手
做一个心形
这世界需要你海浪击石的勇气
孩子啊
来这片五颜六色的
森林
唱一支歌跳一曲舞
来这片茫茫大地
跋涉千万里
摘一朵冰山雪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