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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最爱听父亲讲故事，好像在他的肚
子里，有吐不完倒不尽的故事。

父亲所讲的故事里，有孟母、黄香、丁
兰、闵子骞……在这些故事里，有句话永久
地留在了我心里，那就是闵子骞说的：“母在
一子寒，母去四子寒。”这句话让我很小的时
候就成了母亲的跟班。

父亲也讲让我背心发凉头冒冷汗的故
事，比如“郭巨埋儿奉母”。我忘记了他当时
讲没讲郭巨挖出黄金时，陶罐上有个“天赐
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封印，生怕
有一天他会摊上这样痛苦的抉择。

那时，家境贫寒，祖母失明，常年都和大
伯父一起生活，但每逢自家炒了“新鲜菜”或
者干煎了瘟鸡肉、瘟猪肉，父亲都会吩咐：

“先给奶奶端一碗去，回来再吃。”
记得我十岁那年端午节，农业社抽水整

干田，堰塘快被抽干时，全队的人都下堰塘
逮鱼，我光着个腚在浅水滩顽皮。一条红鲤
鱼被人撵到了身边，当时我还以为是一根烂
红苕，伸手一摸，它就蹦起跑了。我就捡来
不知谁扔到旁边的无底烂竹筐，静待它再次
出现。红鲤鱼又冒出来了，我使劲把它罩在
了竹筐中，一斤八两，算是当时堰塘里的鱼
王了。

母亲将红鲤鱼去鳞、抠腮、开膛后洗净，
整个儿下锅，干煎后放上酸海椒、酸青菜煮
出来，一条沟的人都闻到了香气。我和两个
弟弟，煮鱼时围着灶台，鱼上桌后围着桌子，
眼睛就没离开过鱼。父亲吩咐：“大娃儿，去
把奶奶扶过来吃鱼……叫上大爷（大伯
父）。”

奶奶来了，大伯父脾气怪，不来。我和老
二都给奶奶夹鱼、剔刺，老三人小只能干瞪
眼，不住地用筷子敲碗沿。看我们笨拙的样
子，母亲来得“粗犷”，一筷子夹住鱼背，轻轻
一挑，一整块鱼脊肉就被她夹起放进了父亲
的碗里，然后又一筷子夹走一整边鱼肋肉放
进奶奶碗中，剩下的就分给我们弟兄三人。
看见菜盆子里完整的鱼骨架，我那两个兄弟
都惊奇地望着母亲，似乎在问：怎么做到的？

母亲娘家住在一条小河边，鱼在她手
中，无异于一头牛摆在了古时的那个庖丁面
前。我默默地将自己碗中的鱼肉分了一半
夹到母亲碗里，母亲目光柔和地看了我一
眼。她欣慰，我也开心。

这一切都没逃过父亲的眼睛，他欣欣然
地讲起了故事：“过去有个老太爷，赶场逛鱼
市，看见一条大鲤鱼，他想买却嫌太贵，舍不
得下手。最后再去，大鱼已经不在了。他重
重地叹息了一声，卖鱼人听到了，就笑说：

‘老太爷，你别叹气，鱼有你吃的——你儿子
买回去了……’”这老太爷回家就吩咐老伴

“不做饭了，晚上儿子要请我们吃鱼”。他们
等啊等，最终没等到儿子来请，于是又吩咐
老伴去看个究竟。老伴很快回来了，立即闷
头烧锅做饭。老太爷问“咋了”，老伴说：“他
们已经刷锅洗碗了。”老太爷沉默了，第二天
就抱着自家的房契、地契往庙上走。老伴见
状不妙，悄悄找来两个孙子，让他们去追爷
爷。孙子千般哀求，才各得一张地契……

父亲还讲凿壁偷光父亲还讲凿壁偷光、、挂角映雪挂角映雪、、悬梁刺悬梁刺
股等故事股等故事。。用今天的话说用今天的话说，，在父亲所讲的故在父亲所讲的故
事里事里，，全是满满的正能量全是满满的正能量。。

一家人一起吃大红鲤鱼时一家人一起吃大红鲤鱼时，，父亲讲了老父亲讲了老
太爷与大鲤鱼的故事太爷与大鲤鱼的故事，，这事已过去了整整四这事已过去了整整四
十年十年。。后来后来，，我逐渐明白我逐渐明白，，父亲那时是在帮父亲那时是在帮
我们弟兄三人培育一种习惯我们弟兄三人培育一种习惯，，用今天的话用今天的话
说说，，是培育一种是培育一种““家风家风””和和““文化文化””。。父亲的精父亲的精
心培育如同一颗种子心培育如同一颗种子，，至今影响着我们弟兄至今影响着我们弟兄
三人的性情和心性三人的性情和心性。。我也经常会给女儿讲我也经常会给女儿讲
述她爷爷讲过的故事述她爷爷讲过的故事，，而她还不到我逮到红而她还不到我逮到红
鲤鱼的年纪时鲤鱼的年纪时，，就能熟练地背诵就能熟练地背诵《《三字经三字经》》

《《弟子规弟子规》》和和《《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了了。。
文化需要传承文化需要传承，，家风更需要传承家风更需要传承。。女儿女儿

幼时幼时，，父亲来昆明避暑父亲来昆明避暑，，她总会给爷爷夹她总会给爷爷夹
菜菜。。有时动作大了有时动作大了，，妻子就嘱咐她妻子就嘱咐她：：““女孩子女孩子
要知道矜持要知道矜持，，不要没轻没重的不要没轻没重的。。””

父亲闻言父亲闻言，，牵过孙女牵过孙女，，摊开一个手掌摊开一个手掌：：
““你力气大你力气大，，打一下爷爷吧打一下爷爷吧，，看你到底有多大看你到底有多大
力气力气。。””而女儿回答说而女儿回答说：：““爷爷爷爷，，我不敢打您我不敢打您，，
也不能打您也不能打您。。””

这件事这件事，，父亲逢人便讲父亲逢人便讲，，每次讲完后每次讲完后，，都都
会爽朗地开怀大笑会爽朗地开怀大笑。。去年去年，，女儿高考后和我女儿高考后和我
一道回资阳老家省亲一道回资阳老家省亲。。有一天有一天，，我载着父母我载着父母
和她一起去乐至参观陈毅故居和她一起去乐至参观陈毅故居，，午餐点菜午餐点菜
时时，，我贪吃家乡美味我贪吃家乡美味，，与女儿起了争议与女儿起了争议。。父父
亲八十有五亲八十有五，，耳背耳背，，不知道我父女俩为啥争不知道我父女俩为啥争
执执，，经母亲事后转述经母亲事后转述，，他又是连打几个哈哈他又是连打几个哈哈，，
直说我直说我：：““你娃儿比我孙女差远了你娃儿比我孙女差远了，，差远了差远了
哟哟。。””其实其实，，女儿当时说爷爷奶奶口淡女儿当时说爷爷奶奶口淡、、牙齿牙齿
不好不好，，要多点一些他们吃着可口顺溜的菜要多点一些他们吃着可口顺溜的菜
肴肴。。这一点这一点，，我必须为女儿点赞我必须为女儿点赞。。

父亲幼时家境优渥父亲幼时家境优渥，，上过私塾上过私塾、、农中农中，，在在
村里也算是个秀才村里也算是个秀才，，大家都以为他会有大出大家都以为他会有大出
息息。。无奈少时恰逢大变无奈少时恰逢大变，，父亲每遇父亲每遇““运动运动””都都
会出来替爷爷会出来替爷爷““戴高帽子戴高帽子”“”“跪斗口跪斗口””，，甚至被甚至被
吊吊““鸭儿扑水鸭儿扑水””。。后来后来，，父亲抑郁成疾父亲抑郁成疾，，腿肿腿肿、、
肉烂肉烂，，最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活出一条命最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活出一条命
来来。。闲时闲时，，父亲喜欢读书父亲喜欢读书，，土本土本、、线装线装、、竖行竖行

的都的都摆在面前读。父亲摇头晃脑读书时，
就像是喝着鸡汤晕着小酒，很有感染力，但
干起农活来就不行了。因为体弱、力气小、
不经累，父亲干活时总会落在我和母亲后
面，特别是割麦子等需要两腿下蹲的活，他
更是无可奈何。

因为有文化，农业社安排父亲做记分
员。“这个活路难做啊。”父亲说。有人不理
解，他就悄悄对我说：“总和会计对不上账。”
我说，“怪了，会计算账，你这个是基础材料，
哪会和他对不起账呢？”父亲摇摇头：“那哪
晓得。”那时农民凭工分分粮过日子，“对不
上账”这种事摊到谁头上都不会开心，脾气
暴的还会动手打人。一次，我见一黄姓社员
冲上门来：“改不改？”父亲说：“改不了，只有
全部重做，哪个会答应？”那社员抡起板凳便
朝父亲砸去，幸亏母亲拉了一把，否则今天
我还有没有父亲都很难说。

其实，重做是完全可以的，我见过父亲
的记分硬壳活页本，布带装订，拆装都很方
便。但是，我从没见过父亲拆装过本子。我
问：“为啥？”父亲不说话，指了指本子上的页
码：全是印上去的。“拿本新的来拆噻……”
我说。父亲没开腔，却用手指重重地在我头
上磕了一个大包。

父亲写字记账字迹工整清秀。他说：
“横竖要过得尺，马虎不得。”我从没见过他
的记分本上有过涂改痕迹。但没过多久，他
就自请下台了。那是一个大热天，父亲和母
亲正在家里乘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小伙
子突然跑来，说他的工分被父亲记少了，冲
进屋来就甩了父亲一巴掌，接下来就抢盛装
本子的提篼。父亲没护住就跟出去，只见小
伙子已将提篼扔进了粪坑提篼扔进了粪坑，，正用粪勺在里面正用粪勺在里面
搅合搅合。。这下这下““死无对证死无对证””了了。。父亲悲愤至极父亲悲愤至极，，
转头就找了队长辞职了转头就找了队长辞职了。。不久不久，，打人的小伙打人的小伙
子就接班当上了记分员子就接班当上了记分员。。

父亲喜欢名木古刹父亲喜欢名木古刹，，爱看古建筑爱看古建筑，，来昆来昆
明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弥勒寺明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弥勒寺，，因为那里除了因为那里除了
有神态各异的五百罗汉有神态各异的五百罗汉、、魁伟狰狞的韦驮魁伟狰狞的韦驮，，
还有柳杉挺拔还有柳杉挺拔、、梨树苍劲梨树苍劲、、茶花娇艳茶花娇艳、、海棠茂海棠茂
盛盛，，这些都有五百到八百年的年岁了这些都有五百到八百年的年岁了。。他说他说
这些地方有仙气这些地方有仙气。。

如今父亲老了如今父亲老了，，眼花眼花、、耳背耳背，，腿脚也不好腿脚也不好
使了使了，，每次邀他来昆明每次邀他来昆明，，他都会说他都会说：：““去过了去过了，，
不去了不去了，，这辈子够了这辈子够了。。””我觉得父亲有些颓我觉得父亲有些颓
废废，，就劝他开朗些就劝他开朗些，，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
他却说他却说：：““我还不晓得吗我还不晓得吗？？我不愿金银满堂我不愿金银满堂
盈盈，，惟愿子孙个个贤惟愿子孙个个贤。。你们几个保护好自你们几个保护好自
己己，，别走岔了路别走岔了路，，我这把老骨头在不在世都我这把老骨头在不在世都
没得啥子没得啥子。。””

父亲是一本书父亲是一本书，，那书里有善良的愿望那书里有善良的愿望、、
机巧的智慧机巧的智慧，，但他到底是老了但他到底是老了。。我还没有完我还没有完
全读懂全读懂，，小屋后面的机耕道上有人的手机铃小屋后面的机耕道上有人的手机铃
声响起声响起：：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的心很沉重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的心很沉重，，
貌似读懂了父亲貌似读懂了父亲。。每次和父亲通电话每次和父亲通电话，，他都他都
有说不完的话有说不完的话，，每次说的都像他最后要说的每次说的都像他最后要说的
话话，，他每次都和上次说的一模一样他每次都和上次说的一模一样。。

父亲老了父亲老了，，书也旧了书也旧了。。他的很多观念都与他的很多观念都与
现实脱节了现实脱节了，，他固执己见他固执己见，，认定因果循环认定因果循环，，追逐追逐
来生后续来生后续。。我有时说我有时说
他他““抱残守缺抱残守缺””，，他就他就
急眼急眼：：““你娃儿还差得你娃儿还差得
远远，，年轻骨嫩的年轻骨嫩的，，做人做人
做事的道理和门道做事的道理和门道，，
十股你只懂了一股十股你只懂了一股。。””

时间在前进时间在前进，，社社
会也在前进会也在前进。。此中此中
的我的我，，要怎么才能完要怎么才能完
全读懂经历了时代全读懂经历了时代
更迭更迭、、世事变换的父世事变换的父
亲呢亲呢？？或许或许，，只有自只有自
己到了他那个年纪己到了他那个年纪，，
才能遂愿才能遂愿。。

寒露时节，细雨绵绵。
不见秋高气爽，偏偏又被忽悠，心情有点

糟糕。
老司机居然有看走眼的时候，辜负了从

事多年的职业——为了健身，欲速则不达，交
友不慎。

只怪自己。
入秋以来，感觉练太极拳没啥长进，就想

找人指点，增强自身平衡能力。
然而，成都不是资阳，想要找到合适的对

象很不容易。
我在二环、三环漫步，寻找有缘者。遗憾

的是，那些穿着练功服的老头老太太一招一
式还不如自己。

不好找，很失落。
我请教物管人员，问小区有没有练拳

的。小伙子摇头说不清楚，建议我在小区的
群里发起邀请。

试过了，没回复。
就怀念在资阳的日子。
在资阳，师傅赵忠与我同住一个小区，想

在一起练习时，便在微信上约定时间在院坝
的角落操练操练。

在资阳，九曲河广场上有两批练习太极
拳的队伍，其中获奖者大有人在，不跟着练，
看看都有帮助。

不甘心，去找。
干脆舍近求远。
去武侯区老年大学。提及是否举办太极

拳培训班，人家听我不是成都口音，先问住在
哪里，再问入籍没有。刚说了有住处没迁移
户口，就被拒绝了：外来人口太多，实在无法
接待。

自嘲住了多年，居然是临时客。
不放弃，又找。
只能近水楼台。
去高攀桥社区。社区人少事多，登门拜

访者大有人在。轮到我时，工作人员听说后，
客气地叫我去老年大学看看。

哭笑不得，又被“退”回原处。
怎么办？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山东人秉性

不改，不到黄河心不死。
蓉城之大，肯定能够寻到有缘人。
再找两处：先过桥去东湖公园一带徘

徊。公园里倒是有几个练拳的，却是中老年
妇女，不敢去招惹。再沿着公园外府南河边
一直走到三环路桥头，这一带也有练拳的，但
路途较远不方便。

仍不甘心，再找。
此时此刻，又想到资阳的好，后悔不该处

理房子，想朋友了，想练拳了，坐动车坐大巴
回去，方便得很。

此时此刻，不愿打搅还在上班的师傅，他
肯定熟悉省城的武林中人。我仅仅只想提高
一下，没必要惊动他人。

还找不找？
其实，完全可以不费周折在网络上搜索，

自己想要的信息应有尽有。但我不喜欢用这
样方式练习太极拳，一招一式、过经过脉关键
点只有言传身教效果好。

有天中午，去附近熟悉的药店买创可
贴。工作人员叫我加入健康微信群，以便及
时了解相关信息。

没多想，欣然答应。
没想到，添了烦恼。
我曾在一篇随笔里写过，为了保护好自

己的眼睛，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大减少，慢慢在
适应，习惯成自然。

新加入的健康群，信息量大。每每午休
或是晚上睡觉前，我才集中快速翻阅那些有
用的、没用的内容。

其中，学到了不少养生的方法。
有天下午再去东湖公园，想碰碰运气找

适合自己练拳的团队。不料天公不作美，朦
胧细雨中，不见爱好者。

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干脆就在健康群里问。
一连三天，没人理睬。
渐渐淡了，顺其自然。
次日上午，正在厨房里跳锅边舞，裤兜里

的手机提示响了。午休时翻阅手机，发现群
里一位叫“老九”的人说他有办法。

请他牵线搭桥。
对方回了笑脸。
毕竟在媒体工作过，知道群里名堂多，什

么样的鸟都有，我没把主动愿意帮忙的“老
九”当回事。

晚上睡觉前，翻翻手机信息，健康群里果
然有“老九”发的相关视频——不以为然，这
算什么，到处都可以下载。

仍练拳，在期待。
有天，“老九”要我加他微信。我见他的

昵称是“九九”，心想莫非这不曾见面的朋友
也跟我一样与重阳节有缘？

问了问，回答是。
一高兴，就加了。
秋分那天，“老九”给我发信息，说他认识

的朋友那里有套完整的杨式太极拳资料，问
要不要？

回复：多少钱？
回应：九十九。
九十九，好数字，钱不多，是缘分。不容多

想，随手发红包过去，并附上居住小区地址。
连续三天，没有动静。
为了九十九元钱，不至于这样噻？！

又过几天，“老九”发微信表示歉意：有位外
地朋友出了意外，赶过去帮忙，刚刚回到成都。

我没吭声。信息时代，随时可以联系，答
应的事情行不行都得吱一声啊，莫非连几十
元钱都看得起？！

还是不相信。
以为萍水相逢的“老九”还会说点什么，

没想到对方已经下线。
睡一觉，忘了“老九”。
次日一早，收到“老九”微信，诚恳邀请我

参加青城山一日游，特意提示专门约了道家
高手指点太极拳。

没理睬他。
当天下午，“老九”再发信息，说机会难

得，不去太可惜。
吃一堑长一智！我感觉他又在“编筐筐”了。
多少钱？
九十九。
又是九十九！钱不多，破绽太明显：往返

车费都不够，更不用说还要解决温饱问题
——显然，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之所以上当受骗，是因为与“九十九”这个
数字有关，关键是还与重阳节有关——不料被
人投其所好，被如此忽悠，真是贻笑大方。

上次的资料呢？
这次一起给你。
……
这个下午放弃了看书时间，跟自己都不

清楚是男是女的“老九”在微信上过招，直到
对方落荒而逃。

尽管出了口气，心头仍然不爽。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的必须踢走——花

九十九元钱，买了个教训。
我发现，取消对“老九”的关注后，这家伙

闪得快，已经在健康群里消失了。
这才轻松了些。
窃以为，今后要谨慎入群交友——防人

之心不可无，如果再遇贪图蝇头小利之徒，才
是给心里添堵。

大意失荆州，让我多反省。
再回味，又乐了：在职时对新媒体看得

多、用得少，这下终于尝到苦头了。
重阳节将至，物管人员那里又传来消息：

发现爱好者，看你约不约？
对此，我得好好想想……

遭遇“老九”
□ 重 阳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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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生日时，母亲总要给我煮一个
鸡蛋。

由于兄弟姐妹多，那时候家里也比较困
难，所以在我们过生日的时候，母亲并不是给
每个兄弟姐妹都煮一个鸡蛋，而是谁过生日
就给谁煮一个。

我过生日时，母亲煮好鸡蛋，总是第一时
间悄悄地塞给我，或放在枕头边，或塞进衣兜
里。直到如今，我仍时常会“穿越”到手握暖
暖的、烫烫的煮鸡蛋时那美美的幸福里。

给我鸡蛋时，母亲总要说上一句：“禄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又长一岁了。娘给你煮了
一个鸡蛋，快到屋外的大柏树下去吃，这样你
就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

记得有一次，我睡得正香，母亲早早地把
鸡蛋搁在我枕头边，柔声说道：禄子，今天是

你的生日，娘给你煮了一个鸡蛋，到大柏树下
去吃哈，吃了娘给你煮的鸡蛋，这一年顺顺利
利地就“滚”过去了。

我们渐渐地长大了，每年母亲过生日时，
我们兄弟姐妹们都会聚在一起给母亲贺寿。
大家都会时不时提起小时候过生日，母亲悄
悄塞给我们的煮鸡蛋，回忆起当时母亲说的
话，回味吃煮鸡蛋的美好时光。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生
活更加富裕，物资更加丰富。有的家长给孩
子过生日，别说煮一个鸡蛋，就是一大筐鸡蛋
也煮得起；甚至有的孩子过生日的隆重程度，
不亚于过去大人的几十“大寿”。现在看起
来，一个鸡蛋并不算什么。可在上世纪80年
代初期，一个鸡蛋，已经算是很好的“生日蛋
糕”了，也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它代表着父母

对孩子深深的爱，代表着期望孩子平安健康
长大的美好寄托。

小时候过生日时的一个煮鸡蛋，与现在
小孩子过生日时的礼物相比，虽然微不足道，
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现在，每每自己过生
日或看见有的家长给小孩子过生日时，总是
让我想起母亲给我煮的鸡蛋，煮鸡蛋不但让
我铭记着母亲的养育之恩，更让我从小就对
生活充满了的信心，并给我增添了克服困难
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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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煮鸡蛋
□ 黄志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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