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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故乡最初的记忆是从一口
井开始，那口井就在我们老家的墙西，
在一个胡同口相交的地方。在模糊的
记忆中，我常跟随着母亲去井边打水，
年幼的我帮不上什么忙，只是跟随在
母亲身后而已。看着母亲用井绳左晃
右晃地把水灌满水桶，再弓着腰双手
交替着把盛满井水的水桶提上来，然
后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走回家，把水
倒进柴房内的水缸里。

每次打水时，母亲都让我远远地
离开，她说每口井里都有一个水龙
王，而且它是专爱捉小孩子的。所以
每次我都是远远地站在一侧，从不敢
靠 近 那 个 光 滑 的 青 石 围 砌 成 的 井
口。很多时候，母亲打水时都会碰到
同样前来打水的左邻右舍，于是相互
问候攀谈。后来我就想，乡邻间的情

谊深厚，当然是得益于平时的相互帮
助，而吃着同一口井里的水也是其中
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我们乡间有这样一句俗话：“小
子不吃十年闲饭！”也就是说一般情
况下小男孩从十岁起就要学会干活
了，比如割草、摘豆、放羊、喂猪，以及
其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值得庆
幸的是，父亲不让我干任何农活。父
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母亲说过，不到十
八岁，你不要让儿子干任何家务活和
农活。我不知道父亲何以如此疼爱
我。而他其实一直对我都十分严格，
特别是在做人方面，只要我做一丁点
出格的事，他都会对我严厉处罚甚至
一顿好打。

所以，我虽然生长在农村，却很少
干农活，即使在农村最忙的麦收和秋

收季节，父亲也不让我做农活。有时
候，我只好自己学着小伙伴们的样子
去田地里送水或者帮忙拾麦穗。

在家，母亲极其勤劳，洗衣做饭都
是她。因此，我从小便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以至很多年以后我
还不会做饭。

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的口中得
知当初父亲不让我干重活的原因：父
亲年幼时吃过很多苦，还没成年时便
四处奔波，那时他一直干着非他年龄
能胜任的重体力劳动。父亲个头很
矮，他认为个头矮的最直接原因便是
因为年少时长期干重体力活所致。
他学着做石匠的那段日子令他记忆
犹新。据说父亲年少时参加过修桥，
而那时候没有什么机械，砌筑用的料
石只能依靠人力挑着或是抬着移动

到桥面上去，父亲常常因为担挑料石
而累得直不起腰，有一次竟然累得口
吐鲜血。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重蹈覆辙，他希望他的儿子能成长为
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汉。

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长成了
高过他一头的男子汉。但父亲在我还
未成家立业时便病逝了。虽然父亲过
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无微不至的
爱却一直感动着我，他的个头虽矮，但
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现在每次回想起那些让我无以为报的
父爱，我都会热泪盈眶。

高中毕业那年，父亲送我去山城
一家电脑培训中心学习微机课程，那
些枯燥的学习很快让我厌倦了，渐渐
地一有空便溜到相邻的一家叫“创世
纪”的网吧去玩游戏。微机知识没有
学到多少，我对那些神奇莫测的游戏
倒是入了迷，常常耍到半夜三更。

网吧老板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
人，在众多的网民中，好像独独对我这
一个学生特别反感，走来走去总要教
训我两句：“玩物丧志，这词儿你懂
么？”

世上哪有老板赶顾客的道理？我
把他的告诫当成了耳边风，只顾在游
戏中玩得昏天黑地。

直到有一天，我正痴迷地玩“僵尸
与侠客”的游戏，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
个声音说：“好精彩，好安逸哟！”

这句话好耳熟，方言土语在城里
极少见。我猛回头，只见父亲不知何
时站在我的身后。那一刻，我有一种
做贼的感觉，赶紧站起身，垂手而立。
父亲却一把拉住我的手说：“全娃，来，
继续耍！”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父亲不但不骂
我，竟然叫我教他耍游戏。父亲说：

“全娃，你爸是个乡巴佬，啥子都没有
耍过，今天你来教我耍一耍这高科技
的新玩意儿，让你爸我也感受一下网

络游戏的神奇。”
我兴奋地抓住他的手，教他启动

健盘、控制鼠标，如何躲闪、出击。没
有想到父亲学起来还真快，没过几分
钟便已忘情于那醉人的游戏中。

好几次，我都想问他：“爸，你来城
里，我的生活费带来没有？”看见父亲
已进入忘我的境地，我始终没能找到
开口的机会。

一晃七天过去，父亲的玩法越来
越高明，也越来越上瘾，竟有好几个夜
晚通霄达旦地泡在网吧中，不肯离
去。这时，我的口袋中仅仅剩下30块
钱。父亲每月省吃俭用，寄400元钱给
我当生活费，如今我把它们全部消费
在了这醉人的游戏中。眼看刚过半个
月，口袋就空了，这个时候向父亲要
钱，叫我如何开口？

一天，父亲问我：“全娃，身上有钱
吗？拿出来，也让爸过足这一把瘾！”

一听这话，我的脑袋便“嗡”地一
下大了。父亲在城里无依无靠，身上
没有了钱，吃什么？住哪里？如何回
家？父亲是个复员军人，听说城里有
一个战友方伯伯，没有来之前父亲便
让我去找他。我却压根儿没有心思去
见那些古板的人。这次父亲来城里，
也未提到方伯伯，谁知父亲在城里是
不是有这样一个战友呢？

那个秃顶的网吧老板已几次来催
促缴费了。每小时2元，结算下来，父
亲已欠费300余元。父亲翻遍他所有
的包包，再也没有翻出一分钱来。

网吧老板呈现出他从未有过的凶
狠相，威胁说3小时内不缴清欠费，他
便将父亲扭送到派出所。父亲眼巴巴
地望着我，我偷眼觑着网吧老板那讨
债不成不罢休的架势，也不禁胆战心
惊。

我取下手腕上那块花去父亲80元
钱买的手表作抵押，谁知网吧老板竟
不屑一顾。

这时，父亲指着他身上那件过年
时新买的大衣诚惶诚恐地说：“要不
我、我脱下这身衣服给你？”

网吧老板鼻孔里“哼”了一声说：
“呸！一个乡下人的破衣服，又值几个
钱？”

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将我们
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发疯似地冲出人
群，找我熟识的同伴借钱，可他们一见
我，都如见了瘟神慌慌地离去。

“天哪，这个时候，我到哪里去弄
一笔钱来救我的父亲？”我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不停地在心里说。

当我再回到网吧的时候，围观的
人都在对我父亲指指点点：“没钱玩什
么游戏？乡巴佬！”这时我看见父亲的

嘴角抽了抽，就在那一刻，我感觉那讥
讽的话语就如皮鞭抽打在我的脸上，
让我难受。

一时间，我不禁悔恨交集，双膝脆
在父亲面前，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般
滚落。我痛哭失声地说：“爸，是我害
了你，我不该教你玩这种害人的游戏
呀！”

父亲也不禁老泪纵横，他一把拉
起我说：“孩子，你终于明白这个道理
了。这就叫玩物丧志啊！来，爸给你
介绍一位长辈，他就是爸常给你提起
的方伯伯。”

我泪眼婆娑地抬起头，顺着父亲
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网吧老板正笑
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这时，我才醒
悟，原来父亲是在用他的方式给我上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这天，胡九的牌瘾又犯了，他骗老
婆说晚上要陪领导喝酒，暗地里却约
牌友打起了麻将。

刚打了几盘，胡九的老婆便来了
电话。胡九竖起食指“嘘”了一声，接
通电话说：“正喝酒呢！”旁边的牌友
立即配合道：“来，我再敬你一杯。”另
一牌友也拉开嗓门说：“来来来，满上
满上。”几个人一番努力，还真糊弄过
去了。

他们继续打牌，不知不觉便到了
晚上十点，胡九的老婆又来了电话。

旁边的牌友赶忙做了个手握方向盘的
动作，胡九立即会意说：“我正在车上，
往家赶呢！”

“你不是喝酒了吗？咋还自己开
车呀？”胡九老婆关切地问。

“噢！”胡九心头一凛，急中生智
道，“我、我请了代驾。”

“请了代驾呀？”胡九老婆嗲声嗲
气地说，“你让代驾按声喇叭我听听。”

胡九没辙了，忙用眼神向牌友求
助，对面的牌友“嘿嘿”一笑，装模作样
道：“先生，该路段不许鸣喇叭！”胡九

冲牌友竖了竖大拇指，得意地说：“老
婆，这路边有个禁鸣喇叭的标志！”

“是吗？那你看看还有没别的什
么标志？”

胡九便信口列举道：“这里有个
禁止停车的标志，前面有个限速行驶
的标志，对了，还有个禁止左转的标
志……”

“那你看看有没有严禁赌博的标
志？”胡九老婆插话道。

胡九心中一惊，抬头一看，墙上竟
然真的挂着个“严禁赌博”的牌子。胡

九支吾着还想说话，电话里的声音突
然严厉起来：“你长本事了啊，胡九，骑
个单车，都能请到代驾了？”

胡九这才猛然想起，家里的小车
还在修理厂，当天他是骑着老婆的单
车出门的。

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
妈妈经常吵架。每次吵完架，妈妈
就会哭着问我：“如果我和你爸离婚
了，你会跟谁？”

我回答她说，当然跟你啊。这
时，站在一旁的爸爸不高兴了，他睁
圆了眼睛说：“她连自己都养不活，
哪有什么本事照顾你 ！”

妈妈患有先天性高度近视，行
动不太方便，又没念过什么书，所以
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里干点
农活。

爸爸在村里开拖拉机，生意不
是很好，而且工资还得年底和东家
结算，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过得
很清贫。所以，父母时常会因为生
计以及我和弟弟的读书费用而闹
矛盾。

我曾经怀疑爸爸妈妈之间是没
有感情的，他们之所以隔三岔五闹
离婚，但又不分开，是因为舍不得我
和弟弟。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改变
了我的想法，让我慢慢明白，爸爸和
妈妈还是有爱情的。虽然不像年轻
人那般轰轰烈烈，但至少他们还会彼
此在乎，甚至有时候还相当默契。

有一次，妈妈病重，被送去医院
抢救。在路上，我看见爸爸一直紧
紧握住妈妈的手，嘴里不停地喊着
她的名字。

爸爸叫我和弟弟都别害怕，不
许哭。可是妈妈被推进抢救室的那
一刻，他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嗷
嗷大哭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为妈
妈 流 泪 ，有 一 种 说 不 清 又 道 不 明
的感觉。

妈妈醒来时，爸爸又像疯了一
般，跑到外面的小餐馆，买了我们最
喜欢但平时又舍不得买的菜。那天
爸爸没有吃菜，他只吃了两碗白米
饭，说菜要留着给妈妈吃。

还有一次，妈妈和爸爸吵完架，
妈妈把我拉进房间让我帮她写一份
离婚协议，并要我交给爸爸看看，问
他同不同意。

晚上，我把离婚协议交到爸爸

手上时，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臭小子，你长
本事了？大人的事轮不到你瞎参
与！”说完，他气鼓鼓地把离婚协议
撕得粉碎，随后点燃了一根香烟，靠
在墙角，嘀咕道：“老子才不要离婚
呢！离了婚，你们吃个屁！”

我和女友分手后，妈妈专门打
电话责骂我。我在电话里顶撞她，
她被我气哭了。在一旁的爸爸接过
电话说：“臭小子，你吃了熊心豹子
胆了吧？连我的老婆你都敢惹，小
心老子对你不客气！快给你妈道
歉！”

爸爸第一次以命令式的口吻要
求我向他的妻子赔礼道歉，我不得
不从。

尔后，爸爸和妈妈经常保持统
一战线对付我和弟弟，管我们读书，
管我们工作，管我们生活，还管我们
恋爱……

那对昔日经常吵吵闹闹的两口
子，好像在经历了无数次生活的磨
砺和苦闷以后，读懂了各自的内心，
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融合在了
一起，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为牢靠
的血脉，滋养着他们认为最重要的
东西。

我们这一生，遇到爱并不难。
最难的是，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
时间分你一半，然后和你共同度过。

所以，爱是一场长久的拉锯战，
难免会流血流泪。而在这场战役
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有一个人能够
在你最危难的时候帮你一把，为你
挺身而出，甚至为你作出牺牲。

爸爸和妈妈本不是一体，他们
只是因为曾经彼此相互吸引而走在
一起。只要他们拉着彼此的手慢慢
地走在路上，就会是一幅气吞山河
的画卷，就会迸发出一股震撼人心
的力量。

朋友爱好旧物收藏。那天，看
了他收集的已泛黄的各种粮票、布
票、肥皂票、火柴票和粮本等票证，
我不由思绪起伏，感叹万千，脑海
里浮现出那段凭票证供应的特殊
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是
孩子，依稀记得市面上物质匮乏，供
应限量。我们家家大口阔，奶奶和
爷爷，父母，再加上我们姐弟三人，
老老少少共七口人，拥挤在不足七
十平方米的旧宿舍楼里。为操持全
家的生计，母亲精打细算，日常买啥
添置什么都要事先周密计划。每次
从居委会或单位领回票证，母亲看
得无比珍贵，专门备只小木盒，分门
别类地保管。每次外采耗用几何，
剩余多少，啥时又有新添的，母亲都
记得分毫不差。持有相关票证，意
味着具有购买的资格。

那年隆冬的一天，外面纷纷扬
扬地飘着雪花。预计在外奔波的父
亲要归家，母亲打算煨排骨藕汤，给
全家人补身子。大约在凌晨六点，
母亲就把我和姐姐唤醒，去菜场排
队买排骨。

不情愿地爬出热被窝，我们揉
着惺忪的双眼，不停地打着哈欠。
母亲把钱和肉票数了又数，用手绢
包着，交给姐姐。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等
我们骑车赶到菜场，大门紧闭，可窗
口下面已有十几人排着队。有的人
熬不住漫漫长夜，竟然用小板凳或
砖头占位，他们在旁边屋檐下不停
地跺脚、搓手取暖。天色渐亮，寒气
依旧逼人。人们等到快绝望时，菜
场沉重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估摸着当天的供应量，营业员有
限度地给顾客发编号，排在后面的只
能靠运气。卖肉的人把预留给熟人
或亲戚的上好排骨放在案板下面之
后，才无精打采地吆喝着开卖。

卖肉者砍的排骨是好是孬完全
看其心情，就算搭根大肠你也得领
受。记得常卖排骨的是个小嫂子，

嘴唇薄，态度不敢恭维。她才是“上
帝”，顾客们唯唯诺诺，一语不悦，她
便拍案罢卖。好不容易轮到我们，
姐姐嘴甜，对小嫂子使劲恭维了一
番，夸她的火红风衣真好看，脸俊体
靓。虽然肉票不够，但她趁兴放水，
只让我们补了款，多称了二根上好
的排骨。

那晚，喝着浓郁的排骨藕汤，听
完所讲述的买排骨经历，父亲爱抚
地摸着我们的小脑袋，感叹道：“娃
儿们为买几斤排骨，身上少说也掉
了一斤肉呢！还免了点票，真不简
单哇！”

这以后，我们才领会到各种票
证的“神通广大”。父亲出差，揣着
全国粮票才好使，无票可谓是寸步
难行。街头商店、粮店、煤店等排着
长队的人群往往是凭票“抢”新上市
的各种物质。煤油票、火柴票、肥皂
票、香烟票、煤饼票、洗澡票、自行车
票、电视机票，五花八门。那时的家
庭主妇委实不易，除管钱，还得把各
种票证打理好。如果哪家的小孩子
不小心把票证弄丢了，轻则遭一顿
呵斥，重则挨一顿打。那时买米或
食用油既要钱票，营业员还要在粮
本上做记录，从中扣减指标，还要盖
私章加以证明。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经过改
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国家的综合
实力大幅提升，人们早已告别票证
年代。现在，商家笑脸相迎，线上线
下齐发力，唯恐你买少了。不少年
轻人根本没票证的概念，票证成了
经历过那个供应匮乏非常年代老年
人的记忆。这些票证蕴含着苦涩、
沉重、辛酸的回忆，与当下对比强
烈，许多老年人们都特别庆幸赶上
了物盈人悦幸福生活的“尾子”。

父爱让我热泪盈眶
□ 张忠报

父母的爱情
□ 胡 识

票证年代
□ 刘卫

骗不下去了
□ 雁戈

网吧里的一课
□ 兰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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