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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的车已经开到了楼下。
那把布满尘土的吉他让我们有些纠结，它的弦

已断了一根，背带浸透了岁月的痕迹，仿佛要挣裂似
的。妻子盯了许久，说：“扔了吧！搬到新房子那边
去，不好搁。”

参加工作三十年来，我前后共搬了近十次家，每
次搬家都会清理出一些无用的东西，唯独这把吉他
一直“追随”着我，成了我的“镇宅之宝”。

尘封的吉他将我的思绪带回三十年前那苦涩而
醇美的青春岁月。

那一年，我考入了资阳县师范学校。国庆节后，
母亲送我去学校，她背了个大包，里面装满了换洗衣
服和棉被。我搬了个大木箱，里面是些舍不得抛弃
的课外书籍。母亲将家里的猪卖了，凑齐了我上学
的费用。母亲本想将猪喂到过年，等猪长肥壮后再
卖，那是一家人过年的全部希望，但为了我读书只好
提前卖了。

母亲帮我铺好床，将一切整理完毕，反复叮嘱我
几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母亲出了校门，便飞快地
赶路，怕落下最后一班回镇上的班车。因为，到了镇
上后，母亲还要走近十公里的山路。

我很快融入到新的学习生活里。教我音乐的是
个长发飘飘的男老师，爱穿一件青灰色风衣，风衣里
裹着牛仔裤，每当讲到兴致浓郁处，总爱甩一下他那
一头长发。他的手指在吉他上拨动，那泉水般的弦
律便随之流出。他那略带沧桑的嗓音、飘逸的身影、
微醉的眼神，让整个教室被一种灵动而魔幻的气氛
包围着，时空似乎停滞了。

学校里流行起了吉他热。
那些歌唱得好、吉他弹得棒的男同学，经常被男

生女生围着，围观者的头随着吉他的弦律而摇动，曲
终弦静时掌声四起，常有女孩脸红声柔地叫道：“再
来一首！”

有些“唱歌唱得要人命的”人，也手握吉他，扯起
破嗓子开吼，企望吸引女孩纯真的眼神。青春懵懂
期，似乎每个人都希望展现自我，从而得到异性的关
注、青睐和崇拜。

我也想那样展现自我。
周末，我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家。母亲吃了一惊：

“怎么回来了？”我吞吞吐吐地说：“我……要买……
一把……吉他。”

母亲有些迷茫，问我：“你想买什么？”
我说：“吉——他——！”

“吉他？！”
我忙解释道，吉他是一种乐器，学校里学音乐需

要。说完我比划手势，说斜背在肩上，一手按住吉他
的一头，一手在上面拨动。我比划了半天，母亲似乎
有些明白了，说：“是不是跟生产队里宽爷爷拉的二
胡差不多？”

我没有再多的词汇来描绘吉他，便点头说：“差
不多吧。”

“找宽爷爷做一个就是了。”宽爷爷爱拉二胡，除
了上面的弦是买的，其余部分几乎都是自己亲手做
的。周围的乡亲们听宽爷爷拉二胡，经常忘记回家

吃饭。
我急了：“妈吔，我这是要带到学校去的！”与宽

爷爷那二胡的寒碜劲儿相比，吉他有个像小风箱的
共鸣腔，浑身是喜庆的金黄色，精致中闪烁着富丽与
高雅。

母亲问：“那要花好多钱？”
我低声说：“老师说了，要一百五十块钱。”说完

我偷偷地瞄了母亲一眼，“如果不买，就不能学音乐
课了。”

母亲似乎又迷茫了：“你说要好多钱？”
“一百五！”
“一百五？”
我看见母亲微微怔了一下，我回家带来的喜悦

仿佛蒙上了一层阴云。
“妈！”我着急地喊了一声。
“哦，妈知道了。”母亲的眼神又变柔和了，她盯

了我一眼，转身到里屋里去了。
不一会儿，母亲将头上的发丝重新梳理了一下，

换上了走亲戚才穿的衣服，显得更加精神了。临出
门前，母亲特意打来一盆水，将脸重新洗了一遍：“妈
有事出去一趟。”

看着母亲远去的身影消失在黑夜里，我全身都
沸腾了。我想像着自己弹唱吉他时那种风度翩翩的
模样，也想像着小女生红着脸柔柔地冲着我喊“再来
一首”时的场景。

时间一点点流逝，远处不时响起夜老鸹阴森森
的叫声，风呜呜地吼着。我很焦急，感到时间过得特
别慢，比放晴后屋檐水滴下来还要慢。

母亲还没回家，我被莫名的恐惧笼罩着。学校
并没有规定不买吉他就不能上课，母亲却因我所向
往的“风度”深夜外出借钱，我好愧悔……

母亲终于回来了，她进屋后拍了拍身上的露水，
满脸的兴奋淹没了她浑身的疲惫：“你怎么还不睡？”

“妈，我不想买吉他了。”我怯怯地说。
“你不学习了？”母亲那眼神让我透不过气来，

“快去睡吧，妈心里有数。”
第二天一大早，邻村的祥云叔响雷般的声音从

屋外传来。我赶紧穿好衣服跑到院子里，看见母亲
正热情地向祥云叔打招呼。

母亲走向猪圈边，将猪圈的石条门取下，嘴里发
出“啰啰啰……噜噜噜……”的唤猪声。

那是一条半大的猪。母亲说过，这样的猪好好
饲养，至少要长到两百多斤。猪好像有些迷茫地看
着母亲，走到猪槽边，用鼻子使劲嗅嗅，用嘴在槽里
舔来舔去，发出嗷嗷的叫声。母亲继续轻轻地唤猪，
眼眶却湿润了。

祥云叔似乎等不及了，抽了一根大竹条子，想径
直跳进猪圈里去赶猪。母亲赶紧陪笑将祥云叔推到
一边，说：“让我来，这家伙就认我。”

母亲说：“对不起哦！我确实没办法了，只好牺
牲你了。”

母亲又说：“下次来投胎，你还来我这儿，我会好
好伺候你的，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母亲还说：“你别犟了，再不出来，我就打你了。”
我想哭，可哭不出来。我拉母亲的衣袖，哀求

她：“不卖猪，我不要吉他了！”
母亲怒吼道：“滚一边去！”
母亲接过祥云叔手里的钱，数了又数，连连感谢

他帮了大忙。我知道，这头半大的猪至少少买了二
十块钱，祥云叔捡了个大便宜。喜滋滋的祥云叔着
急忙慌地把猪赶走了，好像生怕母亲反悔似的。

母亲转身回到家里，出来时手中的钱又厚了一
些。她脸上绽放着笑容，用手顺了顺刚才弄乱的头
发，兴奋地说：“这是你买吉他的钱。我还另外给你
准备了点生活费，你正在长身体，一定要吃饱……”

我木然地从母亲手里接过钱，一时语塞。
母亲说：“家里的事再大也大不过你学习的事，

怎么能说不学呢？”
母亲说完便催促我赶紧回校。我走出院坝时，

母亲追了过来，拉住我悄声说：“千万要小心啊，不要
把钱整掉了。”她特意在我裤腰带上系了个小布袋，
让我把钱塞进小布袋，然后将小布袋放进我的裤里
面，让钱袋时刻贴着我的胯裆。

……
这把来之不易的吉他就这样一直“追随”着我，

它曾经发出的醉人之音常常在我的灵魂深处回响。
随着时间的流淌，我也慢慢变成了中年人，也到

了母亲供我读师范校时那个年龄。前年，我儿子蒙
猪考上了大学，要到外地去求学，我们一家人开车送
他去机场。蒙猪穿着阿迪达斯运动装，背着手提电
脑，肩挎一把正宗的巴黎吉他，偶尔看一眼新买的手
机，显得十分自信而阳光。

车在高速路上急驶，母亲嘴里不停地唠叨：“棉
被都没拿，蒙猪到学校会不会受冷哦？听说那里都
不吃大米饭，蒙猪习不习惯哟……”蒙猪却兴奋地弹
起吉他来。

一曲《成都》弹毕，妻子的手紧紧地挽着儿子的
手臂，头轻轻地靠在儿子的肩头，一副陶醉在幸福里
的样子。而我却听得泪眼婆娑。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从
湿润的回忆中“醒来”，我抚摸着眼前这把跟了我多
年的“退役吉他”，嘴里重重地吐出几个字：“这位老
兄弟不能丢！”妻子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心地把它放
到了车上。

贫困证明
□ 王世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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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了火车我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坐下找到座位坐下。。对面对面
的中年妇女看了看我的中年妇女看了看我，，拘谨地笑了笑拘谨地笑了笑，，把把
本来放在桌子上的红布兜本来放在桌子上的红布兜，，转移到自己转移到自己
座位的内侧座位的内侧。。

火车哐当哐当向前行驶火车哐当哐当向前行驶，，我发现中我发现中
年妇女的手几乎没离开过红布兜年妇女的手几乎没离开过红布兜，，鼻翼鼻翼
不经意间还扇动两下不经意间还扇动两下。。我猜想布兜里一我猜想布兜里一
定装着金贵的东西定装着金贵的东西。。

午饭时午饭时，，我掏出牛奶和面包我掏出牛奶和面包。。她从她从
一个帆布袋子里拿出泡面一个帆布袋子里拿出泡面，，用热水泡上用热水泡上，，
又拿出辣酱又拿出辣酱。。

““尝尝尝尝，，我自己做的辣酱我自己做的辣酱。。””她热心地她热心地
说说。。

““谢谢谢谢，，我不吃我不吃。。””
泡面配辣酱泡面配辣酱，，辣得她龇牙咧嘴辣得她龇牙咧嘴，，眼泪眼泪

都流了出来都流了出来。。
晚饭时晚饭时，，她又是泡面配辣酱她又是泡面配辣酱，，一副很一副很

享受的样子享受的样子。。
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忍不住我也忍不住

买了一桶买了一桶。。我告诉她我告诉她：：““小时候小时候，，我最爱我最爱
吃泡面吃泡面。。””

她笑吟吟地说她笑吟吟地说：：““俺儿子也喜欢吃泡俺儿子也喜欢吃泡
面面，，他暑假在学校为考研做准备他暑假在学校为考研做准备，，不回不回
家家，，俺这是去看他俺这是去看他。。””说到这里说到这里，，她下意识她下意识
地瞅了瞅红布兜地瞅了瞅红布兜。。

““里面装的是泡面里面装的是泡面？？””我指着红布兜我指着红布兜，，
有些开玩笑地问有些开玩笑地问。。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她的脸她的脸““刷刷””地红了地红了，，像像
红布兜一样红红布兜一样红。。

临到晚上休息时临到晚上休息时，，她看了看红布兜她看了看红布兜，，
似乎还有些不放心似乎还有些不放心，，竟一把搂在了胸前竟一把搂在了胸前。。

““里边装着金子呀里边装着金子呀，，这么小心谨慎这么小心谨慎！！””
我忍不住好奇地问我忍不住好奇地问。。

她压低嗓子反问我她压低嗓子反问我：：““你没有闻到什你没有闻到什
么吧么吧？？””

““没闻到呀没闻到呀。。””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她像吃了定心丸她像吃了定心丸

儿儿，，一会儿就睡着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她到达了目的地她到达了目的地。。将将

离开时离开时，，她拍拍红布兜她拍拍红布兜，，不好意思地对我不好意思地对我
说说：：““儿子最爱吃我做的臭豆腐儿子最爱吃我做的臭豆腐，，密封不密封不
太好太好，，怕你闻到那味道怕你闻到那味道，，我吃泡面和辣酱我吃泡面和辣酱
是想把那味压住是想把那味压住。。其实我不爱吃泡面其实我不爱吃泡面，，
更不能吃辣的更不能吃辣的。。””

听说老同学昂子患肝癌住院的消息
时，我并不感到意外。

在我的印象里，昂子一直是个“拼命
三郎”式的人物，大学毕业进入税务部门
后，经过几年辛苦打拼，才三十岁出头已
是正科级干部。然而，也正因为太过于
拼搏，他老态毕现，看着远比实际年龄要
老许多。

趁着下班，我买了些礼品去医院看
望昂子。我看得出，昂子是强忍着病痛
跟我说话。谈起他的病因，他苦笑着说：

“我就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一味要求自己
不断前进、前进，每日忙于追名逐利、争
强好胜，无论何时何事都要抢个先机，却
从没想过要退后一步。我把生命的弦绷
得太紧了，片刻不得休整，才落得今天的
结果。老同学，我的教训你可要吸取
啊！”

闻听此言，我唏嘘不已，悲惋昂子的
不幸，唯有温言劝慰，让其安心养病。

从医院出来，我突然想起唐朝布袋
和尚写的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
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农民把手插秧，唯有
步步倒退，退到田边，才能将水田插满秧
苗。可见，有时候在貌似退后的同时，其

实已经是向前行了。
也许是俗世纷繁芜杂、现实物欲横

流，我们为了生活，为了名利，一个劲向
前、向前、再向前，反而忘却了退后一步
的道理，不记得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往
后回望，我们因此忽略了很多生命的体
验。当我们在追名逐利的时候，自以为
是在前进、进步，其实早已经背离了正
道，看似进实则退了。

船欲前行，双桨必后划；箭欲射远，
弓弦必后撤。人生在世，若能奋勇积极
向前，固然挺好。但是，懂得退后的道理
也很重要。退后一步，不是消极退让、逃
避与懦弱，而是为了给前进留出一条道
路，这也是一种通透、豁达的生存与处世
智慧。

境由心生，退后一步，天地自然豁然
开朗，俗世的恩怨情仇自然会少些。只
有想得开、放得下、停下来，适时退后一
步，看看曾经被忽略的风景，等到年老
时，才不会因错过太多人生风景而懊恼
悔恨。

老马老马
□□ 顾盛红顾盛红

每个人的一生，大概都会遇到
一个“魔鬼”班主任。就比如我们班
的班主任李丽，我们背后都叫她“老
马”。

“老马”其实一点都不老，刚结
婚不久。长圆脸，大眼睛，也蛮好看
的。但“老马”对我们没好脸色，一
天到晚始终拉着她那张“马脸”，督
促我们早自修、晚自习，中午有时也
让我们做卷子。

当我们模拟考试考砸的时候，
她的“马脸”就拉得更长了。

高考终于结束了，我们欢呼雀
跃。

同学们的神经彻底放松了，有
的兴奋得不知所措，有的把书撕得
粉碎，更有女生甚至哭了起来。

“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我们的魔
鬼班主任啦！”阿芳兴奋地叫道。

“耶，万岁！”小明把书扔向天花
板。

我们终于可以看不到那张拉长
的“马脸”了。

这时一个身影悄悄地移过来，
“老马”又出现了。但今天她好像精
神不太好，走得很慢，她慢慢地走上
讲台。

我们都有点发懵，这和以往那
个风风火火，整天精神十足的“老
马”完全不同。

“同学们，今天是你们留在学校
的最后一天。你们……”,“老马”的
声音低低的，话还没说完，突然晕倒
了，下体开始流血。

同学们惊叫着，赶忙去教师办
公室叫人。

“120”救护车将“老马”送往了
医院。

原来，“老马”已经怀孕两个月
了。但是她忙于陪我们在高中阶段
认真度过“最后一程”，没将此事告
诉任何人。

“老马”流产了。
瞬间，我们都安静了。

那年高考，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省城一所重点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
天，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邀请了一大帮
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饭桌上，长辈们
纷纷夸我有出息，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并
羡慕父母有福气，生了我这么个争气的
好儿子。父亲和母亲的嘴笑得都未合拢
过。

躬筹交错中，我却显得闷闷不乐，一
想到上大学那昂贵的学费，就烦心不
已。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家人
所有的开支全靠那二亩三分地，就算他
们再拼命，也只是杯水车薪，况且还有一
个上初中的妹妹。

谈笑间，一个城里的本家叔叔给父
亲支了个招。他说，现在国家出台了很
多惠民政策，可以去民政局开张“贫困证
明”，能减免学费呢！亲友们都表示赞
同，我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们村本来
就是贫困村，我家里的情况也完全符合
条件。

母亲一听可以减免学费，高兴道：
“这多好啊，我们下午就去办！”父亲却只
是淡淡一笑，没说答应，也没反对。

吃完饭，母亲便催促父亲去找村主
任，因为申请“贫困证明”，要先由村委会
开一张家庭收入证明。

直到晚上，父亲才红着脸回来。母
亲生气地问道：“咋这么晚才回来？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父亲把手中的信笺一扬：“主任得知
孩子考上了大学，说这是好事，留我喝了
两杯。”

“你就爱喝那猫尿！”母亲嗔怒道。
但我们都很高兴，有了村里的证明，第二
天就可以直接去民政局申请“贫困证明”

了。
第二日一大早，父亲便意气风发地

踏上了去民政局的路。一上午，我和母
亲就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翘首盼望着。
快晌午时，父亲终于回来了。母亲忙迎
上去问：“办好了吗？”

父亲摇摇头，无奈地说：“办事的人
今天不在。”

听完父亲的话，我一脸失落。母亲
笑道：“没事儿，咱明天再去。”

但第三天，父亲回来时依旧两手空
空，说民政局的人去市里开会了。“他们
的事咋这么多啊！”我不免牢骚满腹。母
亲忙宽慰我：“别急。咱求人办事，得有
耐心。”

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父亲一连去
了民政局好多次，都没有开成“贫困证
明”。不是办事员外出了，就是在开会，
或者说村里开的证明不规范。但父亲按
照他们的要求重新去村委会开了证明
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迟迟办理不下来。

眼看着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有
些急了，难不成民政局的人故意为难父
亲？我忽然想起在镇中学当老师的小姨
来，她见多识广，说不定可以帮上忙。

听了我的来意，小姨惊讶道：“‘贫困
证明’早开好了，是我陪你爸一起去的民
政局呢！”我愣住了，这怎么可能呢？

在小姨家吃过晚饭，我回到家躺在床
上，想起小姨的话，我怎么也睡不着。证
明早就开好了，可父亲为何要骗我呢？我
决定翌日早上起床后认真问问父亲。

半夜，我去上厕所。经过父母房间
时，隐隐听见里面传来谈话声。我好奇
地走上前，把耳朵贴了上去。

母亲说：“问你个事，你得说实话。”

父亲问：“啥事？”
母亲说：“我今天遇见村主任，他说

‘贫困证明’早就开好了，你为啥要骗我
们娘俩？”

父亲缓缓地说：“我本来就没想过要
申请那玩意儿。”

母亲不解：“为什么？”
父亲：“咱还年轻，钱可以挣，大不了

苦点累点。你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
喜欢攀比，我不想孩子因为自己的‘卑微
身份’而有心理负担，在学校里被人看不
起，让人笑话……”

听完父亲的话 ，我的鼻头顿时一
酸。原来，父亲隐瞒这一切，只是想让我
在学校里生活得更有尊严！

去大学报到那天，父亲塞给我六千
块钱，笑着说：“儿子，到学校后好好学
习，钱的事你别操心。”继而又羞愧道：

“‘贫困证明’的事，爸没办好，你别怪我
啊！”

火车启动的刹那，我的眼泪还是不
争气地流了下来。扭过头，父亲还站在
原地向我挥手，我的心里忽然暖意融
融。虽然没有“贫困证明”，但父亲却以
自己的勤劳、朴实、善良和实际行动让我
明白：其实我并不贫困，我的手里正握着
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这就是父亲那
无私的爱和鼓励啊！这笔财富，取之不
尽，源源不断，将伴随我的一生，永远激
励我前行！

退后一步退后一步
□□ 陈甲取陈甲取

泡面配辣酱泡面配辣酱
□□ 魏霞魏霞

万家万家万家万家灯火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