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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退休后，，有时间有时间，，不习惯不习惯。。如何如何
调整心态成了一门功课调整心态成了一门功课。。本能提前本能提前
做好准备做好准备，，自我安慰随遇而安自我安慰随遇而安。。说说
得容易得容易，，做起来难做起来难。。朋友多朋友多，，建议建议
多多，，其中一位兄长的形容通俗易懂其中一位兄长的形容通俗易懂：：
过了头一年过了头一年，，就是艳阳天就是艳阳天。。一下兴一下兴
奋了奋了，，说到点子上说到点子上。。人生中的那些人生中的那些
经历经历，，如镜头般历历在目如镜头般历历在目：：头一年下头一年下
乡的艰苦乡的艰苦，，头一年当学工的努力头一年当学工的努力，，头头
一年调公司的青葱一年调公司的青葱，，头一年到地委头一年到地委
机关报到的忐忑机关报到的忐忑——办法总比困难办法总比困难
多多，，心头不虚照样过心头不虚照样过。。聊以自慰的聊以自慰的
是是，，如今条件这么好如今条件这么好，，有什么困难不有什么困难不
能克服能克服？！？！理应好好享受生活理应好好享受生活，，我的我的
艳阳天艳阳天，，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便当成一次便当成一次
挑战挑战，，与过去一样生活与过去一样生活，，不攀比不计不攀比不计
较较，，只求简单快乐只求简单快乐。。心态好心态好，，精神就精神就
好好。。常去资阳常去资阳，，朋友见了称赞状态朋友见了称赞状态
不错不错。。不由乐了不由乐了。。

有规律有规律，，习惯好习惯好，，需灵活需灵活。。每天每天
操练老三篇操练老三篇，，健身读书写字健身读书写字。。听从听从
朋友建议朋友建议，，纠正不良嗜好纠正不良嗜好。。习惯多习惯多
年养成年养成，，要改谈何容易要改谈何容易。。权衡再三权衡再三，，
就拿改不了的熬夜看足球直播开就拿改不了的熬夜看足球直播开
刀刀：：除了世界杯除了世界杯，，一旦超过晚上一旦超过晚上 1111
点点，，哪怕最喜欢的西甲哪怕最喜欢的西甲、、英超英超、、意甲意甲
一律拜拜一律拜拜——尽管看不到梅西尽管看不到梅西、、博博
格巴格巴、、CC罗的精彩镜头罗的精彩镜头，，尽管只有起尽管只有起
床后看手机新闻了解赛况床后看手机新闻了解赛况，，尽管不尽管不
是那么心甘情愿是那么心甘情愿，，但明显身体不吃但明显身体不吃
亏精神更好亏精神更好。。最难的摆平了最难的摆平了，，其他其他
的就迎刃而解的就迎刃而解。。修身养性一年多修身养性一年多，，
每天自找事情做每天自找事情做，，自嘲如同在上自嘲如同在上
班班。。与此同时与此同时，，遇事冷静不发脾气遇事冷静不发脾气；；
将健身分段进行将健身分段进行，，练拳与徒步分开练拳与徒步分开，，

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劳逸结合；；常常偷懒不看书常常偷懒不看书，，或或
是喝杯啤酒是喝杯啤酒，，或到春熙路看风景或到春熙路看风景，，或或
在象棋摊边观战在象棋摊边观战——学会改变学会改变，，悠悠
然自得然自得。。不由乐了不由乐了。。

春节前春节前，，多年不见的师兄来电多年不见的师兄来电，，
邀请我到威远县做客邀请我到威远县做客。。当年同批当当年同批当
学工学工，，住一个单身宿舍住一个单身宿舍，，常常一起喝常常一起喝
酒解乏酒解乏，，站车队门口看女孩站车队门口看女孩，，到王爷到王爷
庙喝盖碗茶庙喝盖碗茶。。离开自贡后离开自贡后，，19831983年春年春
天还回去参加了他的婚礼天还回去参加了他的婚礼。。后来我后来我
工作调动工作调动，，他已下海经商他已下海经商，，渐渐失去渐渐失去
联系联系。。春节回内江看望母亲春节回内江看望母亲，，师兄再师兄再
次打电话约我次打电话约我。。搭车前往威远搭车前往威远，，方知方知
师兄已是亿万富翁师兄已是亿万富翁。。只担心他有钱只担心他有钱
了要摆谱了要摆谱。。坐在几百平方米的豪宅坐在几百平方米的豪宅
喝茶喝茶，，师兄与我一样增添了岁月的沧师兄与我一样增添了岁月的沧
桑桑，，既不炫耀也不夸夸其谈既不炫耀也不夸夸其谈。。我看他我看他
一点也不像大款一点也不像大款，，就是一个爱抽烟喝就是一个爱抽烟喝
酒听师妹话的酒听师妹话的 耳朵耳朵。。很满意师兄很满意师兄
安排在家里吃饭安排在家里吃饭，，还专门炸了我爱吃还专门炸了我爱吃
的花生米的花生米。。打开酒柜打开酒柜，，琳琅满目琳琅满目。。看看
了直摇头了直摇头，，说喝老白干说喝老白干。。师兄笑了师兄笑了
笑笑，，拿瓶纯高粱拿瓶纯高粱，，老规矩对砍老规矩对砍。。这酒这酒
喝得愉快喝得愉快，，喝出岁月悠悠喝出岁月悠悠。。意犹未意犹未
尽尽，，感叹良久感叹良久，，仍有当年工人本色仍有当年工人本色。。
不由乐了不由乐了。。

退休以后退休以后，，买书的习惯不变买书的习惯不变。。
仍不熟悉成都仍不熟悉成都，，多次乘车在街头寻多次乘车在街头寻
找书报亭找书报亭，，乘兴而去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败兴而归，，那那
些熟悉的书报亭已经消失些熟悉的书报亭已经消失。。有的书有的书
可在新华书店买可在新华书店买，，而喜欢的而喜欢的《《小说月小说月
报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却买不到等却买不到。。
偏偏不愿去邮局订阅偏偏不愿去邮局订阅。。有天散步想有天散步想
事情走错了方向事情走错了方向，，转到附近一条很转到附近一条很
少去的小街少去的小街——眼前一亮眼前一亮：：没想到没想到

这里居然还有书报亭这里居然还有书报亭。。更高兴的更高兴的
是是，，有我想要的杂志有我想要的杂志。。于是于是，，每个月每个月
定期去买书定期去买书，，渐渐与卖书的老孙熟渐渐与卖书的老孙熟
了了。。老孙是仁寿人老孙是仁寿人，，为人处事好为人处事好，，我我
没按时去没按时去，，他将书留着他将书留着。。合作一年合作一年
多多，，相互都愉快相互都愉快。。元宵节过后元宵节过后，，突然突然
发现书报亭关门闭户发现书报亭关门闭户，，过两天去看过两天去看
已撤除已撤除。。不由担心老孙生活是否有不由担心老孙生活是否有
保障保障。。阳春三月阳春三月，，与老孙不期而与老孙不期而
遇遇。。我还没来得及问候我还没来得及问候，，他即推荐他即推荐
我坐哪路车到哪个批发市场买书我坐哪路车到哪个批发市场买书。。
不等我开口不等我开口，，又说带你去又说带你去，，明天一早明天一早
见见。。话未落音话未落音，，转身就走转身就走，，如霹雳火如霹雳火
一般一般。。不由乐了不由乐了。。

春来江水绿如蓝春来江水绿如蓝，，正是新茶上正是新茶上
市时市时。。过去在资阳过去在资阳，，朋友想得到朋友想得到，，不不
让我操心让我操心。。退休回成都退休回成都，，只有靠自只有靠自
己己。。去年这个时候去年这个时候，，我转了一天蓉我转了一天蓉
城茶叶市场城茶叶市场，，最终选择了竹叶青最终选择了竹叶青。。
品尝千元一斤的新茶品尝千元一斤的新茶，，感觉不过如感觉不过如
此此，，似乎少了点什么似乎少了点什么。。有天去家乐有天去家乐
福福，，受邀在新开的茶叶专卖店品蒙受邀在新开的茶叶专卖店品蒙
山茶山茶。。几天后再去几天后再去，，又被邀请尝峨又被邀请尝峨
眉雪芽眉雪芽。。不能白喝不能白喝，，掏钱就买掏钱就买。。只只
是是，，朋友还记得我的爱好朋友还记得我的爱好，，55 月回资月回资
阳参加四川省报纸副刊评奖活动阳参加四川省报纸副刊评奖活动，，
人家特意将储藏好的家乡白茶带到人家特意将储藏好的家乡白茶带到
酒店来酒店来。。这茶不打药这茶不打药，，系手工制系手工制
作作。。喜上眉梢喜上眉梢，，烧水泡上烧水泡上，，品出不同品出不同
味道味道：：既有好茶的清爽既有好茶的清爽，，更有浓浓的更有浓浓的
情谊情谊——这种感觉独特这种感觉独特，，用钱无法用钱无法
买到买到。。找个机会打电话致谢找个机会打电话致谢，，朋友朋友
笑着说喜欢就好笑着说喜欢就好，，想喝每年都能品想喝每年都能品
尝到尝到。。春分刚过春分刚过，，朋友打电话问好朋友打电话问好
久到资阳久到资阳？？回过神来回过神来，，新茶已到新茶已到。。

不由乐了不由乐了。。
孙女前年孙女前年77月出生月出生，，那时我还在那时我还在

上班上班。。
当了爷爷当了爷爷，，感觉格外激动感觉格外激动、、幸幸

福福。。夏日炎炎夏日炎炎，，有空就去看小孙女有空就去看小孙女，，
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有新发现：：渐渐会笑了渐渐会笑了，，渐渐渐渐
认人了认人了，，渐渐长大些了渐渐长大些了。。退休回到退休回到
成都成都，，牵挂留在资阳牵挂留在资阳。。于是于是，，只要回只要回
资阳参加市里相关活动资阳参加市里相关活动，，或提前或或提前或
结束后都会去看小孙女结束后都会去看小孙女。。亲情胜过亲情胜过
一切一切，，虽然不常见面虽然不常见面，，她仍然记得她仍然记得
我我，，看见我笑嘻了看见我笑嘻了，，伸手就要我抱伸手就要我抱，，
喜欢摸我的头喜欢摸我的头，，让我喜笑颜开让我喜笑颜开，，令我令我
倍感亲切倍感亲切。。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她满一岁了她满一岁了；；
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明显长高了明显长高了；；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学会走路了学会走路了；；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开始喊人开始喊人
了了。。不由得感慨不由得感慨，，为孙女做得太为孙女做得太
少少。。我们经常视频通话我们经常视频通话，，她喊得甜她喊得甜
蜜笑得灿烂蜜笑得灿烂，，还举双手做爱心动作还举双手做爱心动作
给我看给我看。。春节前夕春节前夕，，专门回资阳看专门回资阳看
望小孙女望小孙女，，开门迎接我的正是宝开门迎接我的正是宝
贝贝。。小手牵大手小手牵大手，，带我去看她的玩带我去看她的玩
具具，，又找图书要我讲故事又找图书要我讲故事。。我说四我说四
川话川话，，她一头雾水她一头雾水，，改椒盐普通话改椒盐普通话，，
她才勉强认可她才勉强认可。。晚上我有应酬晚上我有应酬，，说说
声去万达广场声去万达广场。。让我大跌眼镜的让我大跌眼镜的
是是，，她跌跌撞撞跑到门口她跌跌撞撞跑到门口，，兴冲冲拿兴冲冲拿
双小鞋子递来双小鞋子递来——才一岁半的小屁才一岁半的小屁
孩孩，，听得懂大人说的话听得懂大人说的话，，居然也要跟居然也要跟
着出门着出门。。惊讶之余惊讶之余，，不由乐了不由乐了。。

我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
十六年了，但关于她的一切都印在我
的心里。她用勤劳的双手托起儿女
们的一片天，她乐于助人赢得了乡亲
们的爱戴。

母亲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
的家庭，仅念了一年的私塾就被安排
在家照顾兄弟姐妹，十一岁开始学做
女工，练就了一双巧手。母亲嫁给我
父亲后，每年有半年时间要为家里三
十几口人做饭，还有做不完的针线
活，日子艰辛劳累。在我两岁时发生
的一件事更让母亲心力交瘁，痛苦万
分。我的父亲脾气暴躁，因我哭闹不
休，将我摔在地上，母亲悲痛欲绝不
眠不休守了三个日夜，才将我从死神
手中夺了回来。此后多年，我一直体
弱多病，全靠母亲悉心照料。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三兄妹先
后进了学校。母亲靠帮人做衣裳、鞋
子为我们挣学费。无数个夜晚，我在
梦中醒来，都看见母亲红着眼在煤油
灯下做针线。不仅如此，左邻右舍请
母亲帮忙缝补，她也从不推辞。母亲
长年劳作，体弱多病，我很心疼，只有
认真读书，放学后帮她多做些家务
事。当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
时，识字不多的母亲捧着录取通知书
看了又看，眼里噙着泪说：“我女儿有
出息，要当老师了……”

后来，我到远离家乡的一个小镇
当了老师，结婚生子也当了母亲。母
亲为帮我照看孩子，来到学校同我们
一起生活。勤劳的母亲闲不下来，同
事们的小孩她要帮忙照看；要下雨
了，她会帮还在上课的老师收衣服，
发现衣服有破洞，她会一声不响帮忙
补好；学生在雨天摔倒把衣裤弄脏
了，她会用刷子把泥刷干净，再烘干
……那时，时常有学生把水果、蔬菜
送到我家里，母亲都要关切地告诉

我：“农民不容易，你不能白白地收他
们的东西，你可不可以送他们一支钢
笔或一个本子，一来可以鼓励学生，
二来也是还礼。”我明白她的苦心，便
按她的意思处理。

我一个女学生的母亲生病了，住
院几个月，头上长了很多虱子。母亲
发现了，把她叫到家里，翻开头发一个
一个地捉，弄了好多次，还真给她弄干
净了。我曾经抱怨母亲：“妈，你是不
是太爱管闲事，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母亲总是笑着说：“不累不累，都是些
小事情。”当我在面前显露出因某些学
生调皮捣蛋而生气时，她会说：“学生
还小，难免做错事，你是老师，要沉得
住气，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笨、态度不
端正，你小时候不也一样吗？耍起横
来，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当老师就要有
老师的样子。”在母亲的教育督促下，
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
教育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

由于长年累月的辛劳，病魔夺走
了她年仅 63 岁的生命。我们全校师
生、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悲痛万分。人
民公社时期，她是缝衣组的标兵，全
村的人都穿过她做的衣服，全村的小
孩都戴过她做的帽子。当我从学校
把她的遗体送回老家时，全村的乡亲
们都站在村口迎接，泣不成声……

我的母亲很平凡，她只是千千万
万个勤劳善良的母亲中的一个。正
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传承着我
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我们在生
命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丰盈了我们的生命。

“过来坐坐，喝喝茶吧！”我急匆匆
走进石园厝大门时，整个庭院都沉浸
在阳光里。前厅茶桌上方，一名白衣
男子端坐，不紧不慢地泡茶喝。南方
五月的太阳已经热辣，当时的我又热
又饥又渴，很是狼狈。男子微微抬头
看了看，像老友般招呼我。

石园厝为三进三出的明清大宅
院，闽南人称状元厝，是我们此次南靖
云水谣古镇行的落脚点。前厅摆放了
一张原木做的简易茶桌和四把木椅，
茶桌上摆放着一套茶具以及一些当地
产的茶叶。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在景
区转悠和拍照。当太阳渐渐升高，饥
饿来袭口渴难忍时才发现自己除了相
机啥都没带，而且还走得有些远。匆
匆走回石园厝又发现室友都出去了，
去总台拿房卡来回要半小时以上，很
是疲累的我瞬间有些气馁和不知所
措。当素昧平生的他发出邀请时，我
用审视眼光看了看眼前这个戴眼镜、
略显发福的中年男子，因了他目光里
的平静安详和声音里的温和醇厚平静安详和声音里的温和醇厚，，我我
最终没半点犹豫就走过去坐下最终没半点犹豫就走过去坐下。。

这里四周皆为茶山这里四周皆为茶山，，漫山遍野都漫山遍野都
种着茶种着茶。。加上闽南茶文化本就浓厚加上闽南茶文化本就浓厚，，
古镇的庭院大都摆放着茶具和当地茶古镇的庭院大都摆放着茶具和当地茶
叶叶，，供游人歇息时品茶供游人歇息时品茶。。茶具颇为讲茶具颇为讲
究究，，茶碗小巧玲珑茶碗小巧玲珑。。男子双手递上一男子双手递上一
碗茶碗茶，，轻声说着轻声说着：：““温度刚合适温度刚合适。。””我接我接
过一口饮尽过一口饮尽，，他露出略显吃惊的表情他露出略显吃惊的表情
又快速平静又快速平静，，赶紧又递给我一碗赶紧又递给我一碗，，我又我又
一饮而尽一饮而尽。。连续几碗下来连续几碗下来，，他停下了他停下了
斟茶的动作斟茶的动作，，慢悠悠地将茶碗端到唇慢悠悠地将茶碗端到唇
边轻轻啜饮边轻轻啜饮，，一边笑眯眯地问一边笑眯眯地问：：““渴着渴着
了了？？””阳光下他的笑容很灿烂阳光下他的笑容很灿烂，，整个人整个人
很儒雅很儒雅。。想到自己刚才那牛饮状想到自己刚才那牛饮状，，特特
别觉得身为女性的自己实在好鲁莽别觉得身为女性的自己实在好鲁莽，，
瞬间就不好意思而手足无措起来瞬间就不好意思而手足无措起来。。

““你是四川人吧你是四川人吧？？我老家是成都我老家是成都
的的，，来福州做软件开发十多年了来福州做软件开发十多年了。。””见我见我
脸红局促脸红局促，，他主动找话题和我聊了起他主动找话题和我聊了起
来来。。阳光慢慢移出了大厅阳光慢慢移出了大厅，，茶壶里茶茶壶里茶
已清淡发白已清淡发白，，我们的话题从成都到厦我们的话题从成都到厦
门又到福州门又到福州，，从社会到生活又到喝从社会到生活又到喝
茶茶。。““茶要慢慢品茶要慢慢品，，才能品出真滋味才能品出真滋味，，和和
我们走路一样我们走路一样，，要不急不慢要不急不慢，，才能走得才能走得
从容走得远从容走得远。。””他给我斟好最后一碗茶他给我斟好最后一碗茶，，

““我们算是有缘人我们算是有缘人，，相信后会有期相信后会有期！！””他他
背上背包背上背包，，走进了南方的艳阳里走进了南方的艳阳里。。

细细想来细细想来，，我的我的““牛饮牛饮”及对茶的
印象是和日常行为习惯分不开的。总

的来说，就是没让茶文化融入生活，我
喝茶就是为了解渴、提神。加上老是

“性急”的行为习惯，成了一个在茶文
化方面不折不扣的“茶盲”。

对茶的印象，初始于儿时老家余家
寺街上的茶馆。盖碗茶、长嘴茶壶、木
茶桌、竹圈椅，茶客从青壮年至须发皆
白的老者皆有，他们或慢悠悠或风风
火火，于茶馆中或“冲壳子”或商谈大
小事宜或打川牌。

“老板，三花。”茶客脚还未完全
跨进茶馆就吆喝开了。刚一落座，就
有一名手提铁皮茶壶、一手端着装有
茶叶的青花带盖茶碗的茶倌快速前
来，打开碗盖，冲入滚水，茶叶在茶碗
中翻滚着渐渐伸展，茉莉花茶的香味
则随着热气腾腾而起飘散开来。泡
好茶，茶客们就开始一边喝茶一边摆
起天南海北的“龙门阵”。那时的我
还很小，常常坐在爷爷身边的小凳
上，似懂非懂地沉浸在了这方人声鼎
沸的天地里。

儿时烙下的茶印象任岁月渐长却
怎么也抹不去，长大后不知不觉就喝
茶成习惯。对茶的品种和品质也没要
求，喝茶更多的是为了提神、解渴。每
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泡茶，然后一边
工作一边如壮士“大口吃肉”、英雄“大
口喝酒”般喝茶。

几年过去，时常忆起南方古镇那
个阳光满满的庭院，时常回味那个喝
茶的时光片段，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细
细啜饮品茶的感觉。但在“快时代”的
生活里，我还是那个我，每天飘出茶香
的依然是那个大号茶杯，仍是一边工
作一边大口喝茶，坦然地做一个豪放
派的饮茶人。不过，现在的我会时常
提醒自己“放松些”“不要急”……

文化来源生活，生活需要文化，文
化与生活两者相融合才会让人生更美
好。于是，或偶得闲暇，或在烦躁不安
之际，我会独自泡上一壶茶静坐慢品
任思绪纷飞，任内心如茶壶里那青山
绿水云蒸雾绕，而后让茶缥缈的芬芳
和袅袅热气氤氲柔和内心，包容世间
的沧桑和卸掉我满身的疲惫。

乐在其中乐在其中
□□ 重重 阳阳

那个阳光满满的庭院那个阳光满满的庭院
□□ 胡家文胡家文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 李淑英李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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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集市热闹的集市，，人声鼎沸人声鼎沸，，岁月公岁月公
平地在每个人的脸颊上留下痕迹平地在每个人的脸颊上留下痕迹。。

““请各位注意保持街道整洁请各位注意保持街道整洁，，卖卖
完菜后完菜后，，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扔垃圾……””老苏骑老苏骑
着他的三轮车着他的三轮车，，车上的音响响个不车上的音响响个不
停停。。他是城镇督查组小组长他是城镇督查组小组长，，负责负责
逢场日对摊点进行检查逢场日对摊点进行检查。。

看似繁华的街道随着中午的临看似繁华的街道随着中午的临
近变得人烟寥寥近变得人烟寥寥，，留下一地菜叶留下一地菜叶。。

在街道上转了在街道上转了 2020 分钟分钟，，老苏便老苏便
回到家中回到家中。。

一栋三层楼的房屋一栋三层楼的房屋，，这是老苏这是老苏
在那年汶川大地震后修建的在那年汶川大地震后修建的。。

老苏住在三楼老苏住在三楼，，他拖着已经非他拖着已经非
常严重的风湿病腿一拐一拐地引导常严重的风湿病腿一拐一拐地引导
我们到楼上我们到楼上。。

三楼厨房旁坐着一位流着口水三楼厨房旁坐着一位流着口水
的小孩儿的小孩儿，，小孩儿一看到老苏就开小孩儿一看到老苏就开
始大叫始大叫。。

““啊啊！！啊啊！！””

““捡娃捡娃，，记者阿姨来看你了记者阿姨来看你了。。””
男孩坐在特制的摇篮木椅上男孩坐在特制的摇篮木椅上。。
男孩名叫苏捡娃男孩名叫苏捡娃，，今年今年1414岁岁，，脑脑

瘫瘫、、癫痫癫痫、、智力障碍智力障碍，，除了身高和同除了身高和同
龄人无异外龄人无异外，，其他地方和其他孩子其他地方和其他孩子
都不同都不同。。

老苏起名简单粗暴老苏起名简单粗暴：：捡回来的捡回来的
娃娃，，就叫捡娃就叫捡娃。。

1414 年前年前，，孩子的亲生父母将他孩子的亲生父母将他
放在了火车客站候车室放在了火车客站候车室，，外出散步外出散步
的老苏的老苏，，在派出所门口一堆大妈大在派出所门口一堆大妈大
爷的环绕中第一次见到捡娃爷的环绕中第一次见到捡娃。。

““这娃长得白净这娃长得白净。。””看着孩子十分看着孩子十分
可爱可爱，，老苏提出把孩子带回去养几老苏提出把孩子带回去养几
天天，，等找到了他父母等找到了他父母，，就把他带回来就把他带回来。。

谁知这一养就是谁知这一养就是 1414 年年。。那时那时，，
老苏老苏5454岁岁。。

家中的家中的44个子女个子女，，有有33个都已长个都已长
大并有了工作大并有了工作。。原本原本，，一个小婴儿一个小婴儿
的到来的到来，，让全家人都感到新鲜让全家人都感到新鲜，，家里家里

也一度充满了欢乐和生机也一度充满了欢乐和生机..。。然而然而，，
没过多久没过多久，，苏大爷发现这个孩子有苏大爷发现这个孩子有
些不对劲些不对劲———脑瘫—脑瘫、、癫痫癫痫、、智力障智力障
碍碍，，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说话不能说话。。

子女们和老伴儿坚决不养这个子女们和老伴儿坚决不养这个
孩子孩子，，可老苏坚持要养可老苏坚持要养。。

““因为我信命因为我信命，，既然我在派出所既然我在派出所
遇见了他遇见了他，，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缘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缘分，，
命是不可抵抗的命是不可抵抗的。。””

老伴儿出去捡废旧物品了老伴儿出去捡废旧物品了，，子子
女们也和老苏决裂了女们也和老苏决裂了。。

老苏原来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老苏原来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
间间，，卖干货卖干货，，积攒了些钱积攒了些钱。。但谁也无法但谁也无法
预料预料，，若干年后若干年后，，这些钱都成了医药费这些钱都成了医药费。。

其中一些钱是老苏再婚后生下其中一些钱是老苏再婚后生下
的女儿的大学学费的女儿的大学学费。。

小女儿考上了重庆大学小女儿考上了重庆大学，，老苏老苏
没钱了没钱了，，劝女儿就不要读书了劝女儿就不要读书了，，他认他认
为孩子读了高中就完全可以了为孩子读了高中就完全可以了。。

小女儿绝食并离家出走小女儿绝食并离家出走。。

在电视台的帮助下在电视台的帮助下，，老苏最终老苏最终
找回了女儿找回了女儿。。

捡娃的手又白又嫩又长捡娃的手又白又嫩又长，，老苏老苏
和爱人每天都为他洗澡和爱人每天都为他洗澡，，洗了洗了 1414
年年。。爱人为捡娃做了很多的口水爱人为捡娃做了很多的口水
兜兜，，1414 岁孩子的超大口水兜看起来岁孩子的超大口水兜看起来
还是挺可爱的还是挺可爱的。。

老苏已经老苏已经 6868 岁了岁了，，他抱不动捡他抱不动捡
娃了娃了。。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不能走路不能走路，，不能动不能动
手的捡娃最后的归宿应该是到养老手的捡娃最后的归宿应该是到养老
院或者孤儿院院或者孤儿院，，从小从小““娇生惯养娇生惯养””的的
捡娃不知道是否能适应没有捡娃不知道是否能适应没有““爷爷爷爷
奶奶奶奶””的生活的生活？？

但老苏仍然坚守着但老苏仍然坚守着：：““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
的缘分的缘分，，命是不可抵抗的命是不可抵抗的！！””

老苏的坚守老苏的坚守
□□ 唐文瑞唐文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