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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鼾声越来越响。
老根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老根悄悄地走出屋。
秋夜已经很凉了，冷冷的天空闪着几

颗冷冷的星星，寒光一点一点的，让老根感
到了些许凉意。

走在村里的小路上，老根思绪就乱了，
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就像手中的风
筝，一松手，就飞出去好远好远。

老根要走了，去城里。
老伴前几年走了，他一人在家，儿子不

放心，非要他走不可。
白天，家里所有的东西，该卖的卖了，

该送人的送人了。
虽说是些坛坛罐罐，可着实让老根心

疼了许久。
这些东西可是陪伴了他五十多年呢，

说没就没了，东西没了，就好像把他的魂儿
给勾走了。他难受，眼泪汪汪地看着乡亲
们从他家的院子里走出去，他们手里拿的，
不是他家的东西，是他的心肝宝贝啊。

天一亮，他就要离开生活了七十多年
的故土了。

老根漫步来到地边。
这地他耕种了三十多年。明年，就交

给老李家来种了。白种，只要不撂荒就行。
全村只有老李配种这块地。
老李跟老根一样，都是把地当命根子

的人。
老李的地和老根的地紧挨着，在大集

体时，是一块地。
分地时，村里的人都相中了这块地。
村里把地一分为二，抓阄分的，凭手

气，谁也没有办法。
老根和老李手气好，一家一半。
老根坐在苞谷杆上，任凭思绪飞回遥

远的过去。
那年，分田到户，村部大喇叭喊村民去

村部按手印，领土地承包合同，老根兴奋得
不得了。他用手指在印泥上轻轻沾了沾，
在那张让他激动的纸上使劲地按了下去，
一枚大红的、清晰的手印落在了纸上。

他知道，他的手印和县政府那枚鲜红
的公章，距离那么近，让他心里有了底气：
我是和县政府签了合同的，这地归我种了。

回到家，他小心翼翼地把合同镶在镜
框里，用湿毛巾擦拭得干干净净。

老伴问：“那些相片往哪里放？”
老根说：“相片放哪都行，这玩意儿不

行，得放在一个好去处，我天天看着才心
安。”

老伴撇撇嘴：“不就一张白纸，有啥子
好看的？”

老根指着县政府那枚公章：“你睁开眼
睛仔细瞧瞧，这是一般的白纸？这可是县
政府的大印啊！过去，谁见过县政府的大
印？”

有了自己的土地，老根整天在地里忙
活，忙活了十几年，五间亮堂堂的大瓦房就
是他忙活着盖起来的，他也忙活着给儿子

娶回了漂亮的儿媳妇。
这地啊，真是聚宝盆呢！
想到这里，老根抿嘴笑了。
那一年春天，老根家先栽玉米苗，老李

家后栽玉米苗。
等苗出齐后，老根一看傻了眼：老李家

种的玉米苗多占了老根家半垄地。
老根急了。
老根去找村支书。
村支书跟老李是亲戚。
村支书眯着眼睛瞄了瞄垄沟：“嗯，老

李家种过界了。”
村支书又说：“收的时候，一家收一半。”
老根没话说了。
是啊，一家收一半，不偏不向。
村支书要走，老根说：“这得把老李找

来吧？”
村支书眨了眨眼睛：“我说话还不管用？”
老根只好说：“管用，管用。”
这事也就放下了。
可一看这紧挨着的玉米苗，老根就心

里疙疙瘩瘩的。
秋天一晃就到了。
眼看着要收玉米了，儿子来电话说他

们一家要外出旅游，老根就给儿子守房子
去了。

老根回来时，老李早把玉米收回家了。
老根心里窝火，就去找村支书。
村支书两手一摊：“你看看，你早干啥

子去了？人家把包谷都掰完了，你让我啷

么去分？明年再说吧！”
老根还能说啥子？怨自己倒霉！
老根有一次喝酒，酒席上有老李，两人

就对着喝起来。
老根说老李多种半垄地，老李不承认，

你一盅我一盅，结果两人都喝多了。
以后，两人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
后来，老根的儿子开了个公司，把老李

的儿子聘过去当了副总。
两个人这才又重归于好。
想到这里，老根有点儿羞愧。
哎，不就半根垄吗？算个啥？非得跟

人家较个真？！
如今，这地白给人家种了！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怪只怪自己年轻气盛。
夜，越发凉起来。
老根把手伸出去，在地上使劲儿一抓，

一把湿湿的泥土握在手里。老根扑通一下
双膝跪倒，仰天长叹：“苍天在上，我老根不
是抛弃土地啊，土地与我有恩，我感恩啊！
可我老了，要去城里了，我的魂还在这里。”

老根把土装进裤兜里，沉甸甸的一把
泥土。

老根往回走的时候，有一个人默默地
跟在他后面……

高考落榜后，我没有复读，而是
选择了去药厂打工。我没有高学
历，又不懂技术，只能做辛苦的搬运
工，每天把几十桶五十多斤重的药
粉，从一楼搬到二楼的包装车间。

在几个搬运工之中，我年纪最
小，从小到大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
每天搬运几十桶药粉时，我都是咬
着牙，用尽全身力气一桶一桶地搬
运，等到下班回到家，我累得好像骨
头都散了架。

最让我难受的是，自己每天累
死累活的，工资少得可怜，而别人工
作轻松领到手的钱却比我多。由于
心里不平衡，慢慢地我有了心结。

于是，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
总是满腹委屈似的向母亲抱怨。母
亲听烦了，就对我说：“要是你真的
不想干了，就重新找一份工作吧！”

重新找工作？谈何容易！这份
工作还是托亲戚帮忙找的呢。真的
换一份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
很难。

一个周末，我去高中同学家
玩。同学不在家，只有他奶奶一个
人在家。老人正在给自己打针，看
着针头扎进她的腹部，我有些心惊
肉跳。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给自
己打针？不疼吗？”老人笑呵呵地
说：“我有严重的糖尿病，需要注射
胰岛素，家里人都忙，不能天天陪着
我去医院，我只能自己打。这么长
的针头扎进肉里当然疼了，不过，忍
一忍就过去了。”

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反复咀嚼着
这句话，忽然之间，这句话点醒了我，
也使我的心结打开了。从那以后，我
不再抱怨辛苦，认真做好自己的工
作。半年以后，工段长把我调到了包
装车间，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空闲的时候，我就去同学家找
他奶奶聊天。我很感谢她，是她打
开了我的心结，让我明白人生的路
上，没有爬不过的山，没有走不过的
河，不管遇到怎样的痛苦和艰辛，忍
一忍就过去了。当你走过那段灰暗
的人生，你会发现，人是最坚强的，
因为再大的痛苦，再多的艰辛，只要
忍一忍，就过去了。

母亲近来喜欢上发短信，但她所发短
信的内容，常有别字。我有时会带着调侃
的意味对母亲讲，她是写“通假字”的高
手。母亲有时也略微自嘲地说，原来读书
读少了，还能学到古人用“通假字”。

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母亲，几乎没有
学习拼音。他们那个年代的农村，重男轻
女的思想严重，当时为了挣工分，一般不会
让女孩子上学。所以母亲用拼音打字简直
是幻想，只能用笔画。

已年过半百的母亲常常对我讲，她的
记忆力下降得特别厉害。我觉得，像她那
个年代的人，总有很多客观因素阻隔，想学
点东西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母亲并非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之人。
她之所以要学习发短信，直接原因是她的
一位朋友小瞧她，认为母亲根本学不会。
那天晚上，母亲的那位朋友还故意发一条
短信来刺激母亲，要知道母亲的那位朋友
可是初中生。母亲气不过，下决心一定要
学会发短信。恰逢表妹中秋节到我们家
玩，母亲就让表妹教她发短信，经过几次手
把手教学，母亲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母亲的第一条短信就发给小瞧她的那
位朋友。朋友不相信，于是回复了一条短
信，母亲再发了一条短信证明是她自己发
的。只不过那短信中的内容有瑕疵，母亲
写了一个别字，将“所谓”写成了“所为”

了。国庆节我回家，母亲笑着跟我聊起了
这件事。

后来，母亲与我的交流方式不再只是
打电话，还有短信的辅助。母亲时不时会
给我发短信，讲讲当天的生活情况，当然我
也会认真而耐心地回复。母亲虽然学习了
怎样发短信，但她时常会写些错别字，毕竟
她识字不多。母亲发给我短信，会将“飞
驰”写成“飞池”，将“妄想”写成“王想”，将

“撕”写成“斯”……每有错别字，我都回复
帮她纠正。

经过相互间多次发短信，我与母亲之间
的母子情感进一步加深。记得有一次，母亲
在短信里说：“儿子，其实妈妈学发短信是想
与你多多交流，妈妈也知道有些事情打电话
不好说，发短信才能更好地表达真实的内容
和情感。”看到这条短信，我早已是泪眼朦
胧。母亲曾经给我讲她终于体会到了以前
那些老人所说的孤独和寂寞。父亲和我常
年在外打工，妹妹上学一个月才放假，母亲
孤身一人，没人与她说说话、聊聊天。

我给母亲讲手机上有微信软件，既可
以发信息又可以发语音，更好用，只是要费
流量。母亲请别人教会了她用微信，后来
觉得用流量有点费钱，于是就不用了。他
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很看重勤俭节约。

母亲学会了发短信后，就常常给晚辈
发，她说以前过年过节都是晚辈给她祝福，

现在应该礼貌地回复。晚辈收到短信后，
都表示惊讶。记得母亲给父亲发了短信，
父亲打电话回来问：“刚才是哪位给我发了
一条短信呀？！”母亲听了，当即哈哈大笑。

母亲一直以为发短信是免费的。后来
不知道听谁说发短信是一角钱一条，她还
叹息了好久，后悔发了那么多短信，还说早
知道就不学这些东西了。我听了之后哭笑
不得。后来，为了实现免费短信，我偷偷地
帮母亲开通了短信包。

母亲也是有心人，她专门准备了一个
小本子，里面记录着别字。她总是将不认
识的字用认识的字代替，因此母亲经常写
出同音字，这就是我的母亲喜欢写“通假
字”的原因。

我经常给母亲说一句至理名言，那便
是“活到老学到老”。有一天晚上，母亲给
我说这句话是正确的。母亲认字，大多数
是看电视时跟着字幕学的。只要有不认
识的字，她便做好记
录，家里几个本子便
是母亲习字的最好
例证。

每当翻看母亲亲
手所写的那些文字，
我心里总会感到有一
股温暖的激动和由衷
的自豪在升腾。

那天，我和老婆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当时，老婆赌咒
发誓地说：“如果你不向我道歉，我一辈子都不理你！”老婆说得
斩钉截铁，丝毫不像是开玩笑。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被她的
话吓倒，因为这件事错在她，而不在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在
这件事上作出让步，恐怕以后事事都得听她的。

为了打击老婆的嚣张气焰，我毫不示弱，拿出鲁迅生生“横
眉冷对千夫指”的精神与她抗衡。就这样，我们谁也不理谁，就
像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其实，我知道，我们并没有真正
生对方的气，只是彼此都好面子，不肯首先认输罢了。

刚开始，老婆像一只骄傲的公鸡，丝毫没将我放在眼里。我
心想，咱们走着瞧吧，看谁会笑到最后，沉默可是我的看家本领。
果然，仅仅过了一天，老婆就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了，有好几次她都
想开口跟我说话，但一想到之前放出的狠话，她又将到嘴的话硬
生生地吞了回去。看着老婆那副难受的样子，我暗自发笑。老婆
的个性我十分了解，她这人天生外向，每天就像一只小麻雀一样，
叽叽喳喳闹个不停，让她禁语，简直就是要她的命。

我满以为老婆很快就会缴械投降，谁知这一次她竟是铁了
心，非要跟我斗争到底。没办法，我只好继续跟她玩下去，我有
绝对的信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正得意洋洋地想着，老婆的手
机突然响了，像是来了一条短信，她津津有味地读着，表情十分
高兴。我疑惑不已，这么晚了，谁会给老婆发短信呢？

接下来几天，老婆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短信一条接着一
条。更要命的是，老婆这两天变得神秘起来，只要一收到短信
就跑到一边偷偷阅读，生怕被我看见。这太不正常了，难道老
婆在外面有人了吗？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老婆的为人我是清
楚的，她十分重感情，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人。可是那日益增
多的短信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破了头也想不清楚。

我渐渐被那些短信搞得神魂颠倒，本想趁老婆不注意时，
将她的手机偷偷地拿过来看看，可是她根本不给我机会，每天
机不离身，连洗澡也放在身边。无奈之下，我只好向单位请了
两天假，远远地跟在老婆后面，默默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我跟踪了两天，却没有丝毫新发现，老婆一切正常，每天按时上
班，按时下班，按时回家。而那让人心惊胆战的短信还是没完
没了地发来，我简直快要崩溃了。到了第四天，我终于忍不住
对老婆说：“老婆大人，我错了，我彻彻底底地错了，你大人不计
小人过，就原谅我这一回吧，千万别再玩我了，我真的受不了
啦！”

老婆笑呵呵地说：“乖，知错就改，这才是好孩子嘛！”见老
婆不再生气，我立即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不过，你是不是应该
向我解释一下短信的事啊！”老婆
听了之后愣了一下，随即将她的
手机递给我。我打开手机的短信
功能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里面
所有的信息都是岳母发来的。

一大清早，老穆和老婆因为家庭琐事怄气，再加上工作上
受排挤，老穆心情郁闷到了极点。

老穆头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背后被人砍了一刀，
皮开肉绽的很是恐怖，惊醒之后依然心有余悸，感觉有什么不祥
之兆，又怕说给老婆听了她会陪着担惊受怕。老穆无精打采地冥
思苦想着，不紧不慢地走向地铁站，准备从成都返回资阳。

“汪汪汪……”一家店铺里面冲出来一条全身雪白的小狗，
朝老穆步步紧逼并不停地狂吠。本来漫不经心的老穆被吓了
一跳，快步往前走并迅速放下肩上的挂包做防御之用。店铺老
板听见狗吠，便大声呵斥：“小白，小白赶紧回来，不许咬人！”小
白狗却依然穷追不舍，老穆拿起挂包作势要打，方才将其吓
退。这条路他已经走了数年之久，从未发生被狗追咬的事情，
老穆心想：“今天真是倒霉，竟然被一条小狗追得落荒而逃！”

进了地铁站，老穆将挂包放进行李安检仪，等前面一家三
口拿起行李后，老穆将挂包提起来挂在肩上缓步走向刷卡机。

“请把手举起来，做一下安检。”一名戴眼镜的女孩拿着手持式
探测器要求老穆配合安检，老穆一下子怒从心起，把小背包往
地上一扔：“来来来，好好检查，看看我身上有没有违禁品！”安
检女孩将老穆全身上下前后探测完毕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随即说了一声“谢谢配合”。老穆仍不依不饶：“你先别忙给我
说谢谢，你应该先向我说一声‘对不起’。”

安检女孩很诧异：“为什么要对你说‘对不起’呢？我又没
有做错什么！”

“你还没弄明白？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安检我前面
的一家三口，而要对我进行安检？难道是我看上去像违法的坏
人，难道是你看我不顺眼故意找茬？”老穆连珠炮似地发飙。

安检女孩一下子愣住了，数秒后礼貌地回答说：“很抱歉，
这不是针对您，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随机安检’，并没有冒犯您
的意思。”此刻的安检口人流量越来越大，好奇的旅客留下来围
观，赶时间上班的人看了一眼后迅速刷卡坐地铁去了。

“‘随机安检’？没有冒犯？为什么不‘随机安检’别人，偏
要安检我呢？这显然是一种人格侮辱，难道不是冒犯？要么，
你一视同仁全部安检；要么，你一路绿灯全部放行。你这种‘随
机安检’是对被安检旅客的不尊重，因此你要郑重道歉。”老穆
据理力争，旁边的旅客也附和说：“说得有道理！大家都赶时间
才来坐地铁，却要耗时间来应对安检。如果是全部都安检，大
家无话可说，‘随机安检’的确对被安检旅客不公平。”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我真诚地向您道歉。”安
检女孩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可脸上依然憋出一缕微笑。看着女
孩委屈的样子，老穆心生不忍，建议说：“地铁站可以安装安检
门，这样不仅避免了逐个安检的劳动强度，还避免了‘随机安检
’对旅客的不尊重。”“谢谢您的建议，我会向领导汇报。麻烦留
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向您回馈改进动态。”安检女孩始终保持
微笑，老穆郁闷的心情开始逐渐好转。留下手机号码、通讯地
址、姓名等信息后，老穆旋即坐地铁上班去了。

出乎意料的是，老穆下班时，手机微信上收到了安检女孩
添加好友的提示。大概一周后，老穆收到了地铁公司快递来一
封感谢信和一份纪念品，感谢信中对老穆建议地铁站安装安检
门的做法表示肯定。随着交流
的深入，安检女孩竟成了老穆的
干妹妹，老穆的老婆更是高兴不
已——她正愁找不到一个性格
好的弟媳妇呢！

“但愿老婆心想事成！”老穆
心里感到特别轻松。

老根的心事
□ 兰祖全

乐在金秋 龙雷摄

母亲发短信
□ 廖 力

随机安检
□ 木之丘

忍一忍
就过去了

□ 徐基来

与老婆斗法
□ 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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