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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父亲傍晚
从地里回家，挑着一挑很大很大的
木桶到相距近百米的井里挑水。那
两只大桶的表面已布满了薄薄的青
苔，墨绿墨绿滑溜滑溜的，桶脚已像
外婆的门牙残缺不全了。

我长到快十岁时，为了给劳累
的父亲减轻一点负担，每天放学后
就和哥哥用一只大桶去井边抬水。
其实哥哥只比我大两岁，我俩一次
抬上大半桶水都很吃力。

1945年秋天，久旱不雨，田地干
涸，井水枯竭。我们只有去较远的
崖下水桶湾里抬水了。有一次，我
和哥哥抬着水，在那凹凸不平的田
埂上吃力地走着。突然，我一个趔
趄跌倒了，那只桶砸在我身边又顺
势滚到几丈高的麻柳湾崖下了，我
和哥哥没命地寻路到崖下去找桶。
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有散落在地上
的破烂桶板。我俩一边抹泪，一边
捡起桶板哭着回家。

父亲收工后正要去挑水。哥哥
小心翼翼地对他说：“爸爸，我们不小
心把桶摔坏了！”父亲一眼看到那一
堆桶板，痛心不已，责斥哥哥。我哭
着对父亲说：“是我不小心把桶摔坏
的！”母亲也对父亲说：“大娃仔还是
个十一二岁的娃娃，两个娃儿去抬
水，其实还不是为了让你少挑一挑水
呀！这条路又远又陡……”我看到母
亲说着说着便背转身子在偷偷拭
泪。她又接着说：“这挑老桶，修修补
补也用了十多年了，这次万一修补不
好，就撮点粮食上街卖了另外买一挑
新桶吧！”父亲说：“我咋会不想买新
桶？！一家人要节省多少口粮才能换
回这么大一挑水桶呢？”

桐油灯下，父亲拿着工具，将
那一堆桶板左拼右合，我们守在一
旁连粗气都不敢出。终于，父亲脸
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才松了一
口气。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回老家，发
现父亲正在用布帕擦拭着水缸上放
着的一挑亮锃锃的白铁桶。我忙
问：“那一挑老掉了牙的大木桶呢？”
父亲往屋梁上一指：“这挑桶陪我干

了几十年，已经退休了。”我举目一
望，只见大木桶像被收藏的古董静
静地悬吊在屋梁上，可能连老鼠也
近不了它。它虽已千疮百孔，但还
是被修补得光光生生的。我笑着问
父亲：“这不是你老人家的心肝宝贝
吗？怎么舍得把它束之高阁呢？”父
亲说：“正是宝贝我才把它高高挂
起。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用白铁桶
了，今后出世的娃娃，恐怕不会相信
老祖宗们曾经用这么笨重的大木桶
挑过水呢！我要留给后辈人看看。”

多年后，我从城里回到老家，发
现水缸上的白铁桶也没了踪影。父
亲欣喜地告诉我：“现在家家户户都
用上了‘自来水’，不再为挑水劳累
了，也没有在干旱年头为争水引发
的那些纠纷了。各家各户都打了机
井，安装了电动抽水机。”他乐不可
支地打开电源，只见一股清泉从塑
料管里喷涌而出。

“这么一来，你老人家那心爱的
白铁桶又排不上用场了哦？”

“怎么排不上用场？！现在的人
虽不再拿桶挑水，可用桶的花样还
更多更讲究了呢！”他领着我去屋里
屋外看桶：“你看，那洗衣机旁放着
装衣服的不就是白铁桶吗？”他又指
着一只加盖的大铝桶说：“这东西装
米不回潮，又不怕老鼠。”他还指着
那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桶说：“现在
连淘米、洗菜都用塑料桶了。连装
潲水、装垃圾、挑肥料用的都是红红
绿绿、漂漂亮亮的塑料桶。你嫂子、
侄女们装针线、织毛衣时装毛线用
的也都是五花八门的桶。这些桶既
经济实惠，也比过去用的木桶品种
多了，并且更便宜、美观！”

如今在老家，桶有了新的归宿，
这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折射出了我
们生活的新面貌。相信我们的明天
会更加美好……

临近端午有惦念。
雨缠绵，人朦胧。端午节将满 90

岁的父亲，离开内江34年的蒋婆婆，相
继在雨夜入梦。

音容笑貌，依然亲切。
梦醒时分，怅然若失。
端午节，我们前往内江赛娥山公

墓祭拜父亲，献上鲜花，倾诉思念。
冥冥中，不由想起蒋婆婆：再有一

个月，是她110岁大寿。
思念，如潮水般涌来。

（一）

童年时期，家住安岳。
家里子女多，请了两保姆。
然而，面对最小仅几个月、最大三

岁多的三个男孩时，她们手忙脚乱不
得要领，一坛子萝卜——抓不到姜

（缰）。
父亲在区上当武装部长顾不了

家，母亲工作忙不知如何应对。医院
同事帮忙推荐了为人善良的蒋婆婆。

缺牙巴，裹过脚，很利索；吃饭慢，
走路慢，很温和——这就是蒋婆婆。

蒋婆婆进城后住女儿家，由于跟
女婿话不投机，索性出来帮人带小孩。

这是1959年秋天。
这一年，她50岁。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蒋婆

婆料理家务身手不凡，买菜做饭带小
孩洗衣服，安排有条不紊，做事得心
应手。

家里明显变化：孩子清清爽爽，到
处干干净净，不再杂乱无章。

母亲一下就放心了。
父亲当过侦察兵阅人无数，回家

见了蒋婆婆之后，告诉母亲这位大娘
值得信赖。

至此，蒋婆婆成为我们家庭中的
一员，

从此，她伴随我们长大成人。

（二）

父母工作忙，蒋婆婆当家。
孩 子 多 ，有 烦 恼 ，好 在 她 经 验

丰富。
我上托儿所，最令她头疼。
头天母亲带去报名，表现还算正

常。蒋婆婆第二天送到托儿所门口，
我发现不对坚决不进去，累得她满头
大汗，全靠老师帮忙才脱身。

为了送我，蒋婆婆使出浑身解数：
先是哄，再给糖，换路线——只是，我
还没走拢就察觉了，拖着她往后退。

拉锯战持续了两周，她才无可奈
何地说：这个娃儿犟，读书不得行。

父亲得知哭笑不得，干脆送到军
分区幼儿园跟我哥作伴——在内江，
我的坏毛病及时给纠正过来。

对此，蒋婆婆一直耿耿于怀。从
我读小学唠叨到下乡参加工作耍朋
友，让我情何以堪无地自容，只好愧疚
地说“对不起”。

我弟虽然调皮捣蛋，但进托儿所
表现之好——蒋婆婆用颗水果糖，就

让他屁颠屁颠地跟着走了。
有一天下午，蒋婆婆接他回家忙

煮饭，这小子悄悄溜了出去。一会儿
有人报信：三娃从坡上摔下来了。

蒋 婆 婆 被 吓 坏 了 ，垫 起 尖 尖 脚
就朝外面跑——经医院检查只是皮
外伤，她才如释重负，仍自责没看住
孩子。

还有惊险。
有一天，蒋婆婆带了我妹去南门

桥河边洗衣服。小跟班平时文文静
静，偏偏这天鬼使神差走到古井边看
稀奇。

蒋婆婆发现后，蹑手蹑脚走近，一
把将我妹抱开，避免了意外发生。

救命之恩，我妹没忘。

（三）

少年时期，家在内江。
全靠蒋婆婆操持家务。
1967 年夏天，迁家内江专一院。

正值文化大革命高峰期，父亲被打成
走资派，在中风偏瘫住院的情况下造
反派照样批斗他。

简易宿舍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邻
居视我家为洪水猛兽。蒋婆婆说，打
过仗受过伤的人，肯定不是坏人。

有天夜深人静，她垫起脚尖将大
字报撕了，又放在灶里烧掉。

母亲担心受影响：“让他们贴，莫
去管。”

蒋婆婆抿嘴一笑：“我又认不到
字。”

那时，我们人生地不熟，两小间房
子太窄，父亲只领生活费，母亲工资又
不高，生活变得很艰苦。

蒋婆婆解放前受过苦，善解人意
地提出不要钱：“又不是旧社会，饿不
死人。”

她没文化，说得在理。
父母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的住处靠近医院洗浆房，蒋

婆婆发现那里常倒炭渣。她去看了偷
着乐，炭花可以再利用。

放学后，捡炭花。炭渣烫，就用小
木棍刨，选择没烧透的炭花再利用。

几天下来，我们居然捡了一大筐
炭花，蒋婆婆就用炭花来烧水煮饭。

随后，大院的孩子们也加入进来。
不仅如此。
我们正长身体，粮票不够用。在

农村生活过的蒋婆婆发挥了求生的
本能。

最早在房前空地养鸡养兔的是我
们家，最早将芭蕉根挖出来煮熟后当
菜吃的是我们家……

最初，邻居们瞧不起裹过脚的乡
下老太太。没过多久，蒋婆婆勤俭持
家让他们刮目相看。

她做什么，邻居们都跟着学。
邻里关系渐渐融洽了。
收获红苕的时候，蒋婆婆上街买

了小锄头和背篼，要我们只准在农民
挖过的土里去捡漏。

星期天一早，我们三兄弟兴冲冲

地朝三元塔方向走。蒋婆婆给我们准
备了装满水的军用水壶、几块红苕粑
和炒得喷香的干胡豆。

当我们背着半背篼红苕回家时，
蒋婆婆笑得合不拢嘴。

那些红苕，来之不易，格外香甜。
关键是，我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四）

蒋婆婆有爱心。
简易宿舍有 20 多个孩子，我弟是

其中最顽皮的，打架、恶作剧层出不
穷，几乎天天都有人来告状。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父亲打凶了，蒋婆婆就挡。
1968 年夏天，大院里的孩子在花

园打核桃，我因抢得多被人偷袭——
顿时，左边耳朵嗡地一声听不见了。

经医生检查，耳鼓膜破裂。
我在床上躺了两天，吃到了蒋婆

婆破例煮的鸡蛋。她叫我老实点早点
好，免得今后当不了兵。

那鸡蛋的味道，至今回味无穷。
我们渐渐长大，婆婆开始苍老。
1972年年底，因家里比较困难，我

们得到医院的照顾，才得以搬迁到一
个独家小院。

当时全家如过年般兴奋，父亲特
意请人拍了一张全家福——蒋婆婆坐
在中间，左右是父母，我们四兄妹站在
后面。

这是全家与蒋婆婆一起照的唯一
一张合影。

蒋婆婆对照片爱不释手，经常从
箱子里拿出来看，她看照片时总是满
面春风笑得灿烂。

搬家不久，我哥从乡下参军去了
雅安；1974年秋天，我高中毕业后到安
岳县驯龙公社下乡了；1976年年底，我
弟高中还没毕业就当兵到了北京。

家里安静了，蒋婆婆不习惯。
她经常念几个娃儿好久回来。
我每次从乡下回内江，蒋婆婆都

要做好吃的，临走时还要让我带一些
走；我在自贡汽车36队工作时，有时没
回家，她就要在院坝里张望。

我哥和我弟写信回家时，都要向
蒋婆婆问好；他们探亲回内江时，都
要给蒋婆婆带份小礼物；我在荣县汽
车站驻站时，她最喜欢我带回家的土
特产。

这个时候，她最开心。
1980 年春天，我调回内江工作。

随后我哥、我弟也复员回了内江。
蒋婆婆笑容满面：“几个娃儿终于

回来了，又可以给他们做好吃的了。”
大家庭团圆，是她的期待。

（五）

1979年，蒋婆婆满70岁。
她曾多次说过，等几个娃儿结婚

了再走——年龄大了有心事，她担心
死在内江回不去。

她的孙子在内江邮电局工作，多
次提出接她走。她不愿意离开：一起

住了这么久，走了肯定搞不惯。
1982年，我哥喜得千金，蒋婆婆还

想帮着带，被父母给劝住了。
这一年，她 73 岁，耳不聋眼不花，

照样买菜做饭，只是行动缓慢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陆续成

家立业。
每一次，蒋婆婆都发自内心高兴。
1985 年，母亲分到了新房子。蒋

婆婆得知住6楼，重新提起要回老家。
“我们给她养老送终！”这话父母

说了多年。这次一再劝她留下来，安
心在家休息。

蒋 婆 婆 去 意 已 决 ：已 经 当 祖 祖
（“祖祖”即曾祖母）了，应该回去了。

我们乔迁新居前夕，蒋婆婆回了
老家。

1989 年我调报社前，曾出差到安
岳县。我抽空去外南街看望蒋婆婆，
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听出了我
的声音。

离开时，我将钱放在她手里，告诉
她说有时间一定来看望她。

当记者忙，我食言了。
两年后我到安岳县出差，老人已

经离开人世。
在蒋婆婆的老家永清镇采访时，

竟不知道她埋葬在哪里——当晚无法
入睡，在县委招待所写下了《男儿有
泪》一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
六月六，热得哭。
蒋婆婆说自己的生日很诙谐，让

我们忍俊不禁。
五月初五、九月初九、12 月 26 日

——蒋婆婆说这些日子（我们兄妹几
个的生日）最好记，还是幺妹福气好，
跟毛主席同一天过生日。

那时，家里有人过生日，蒋婆婆就
会提前准备，炒最拿手的回锅肉，做大
家最爱吃的滑肉汤，直到她离开内江。

她的生日，却偏偏放过了。
有时，母亲想起了，要给蒋婆婆补

过生日，她却不愿意：“天天都在吃肉，
天天都在过生日。”

我调回内江工作后，曾见过蒋婆
婆生日那天坐在院坝里，朝安岳方向
凝望——目光温柔，若有所思。

那一刻，印象深。
34 年过去，蒋婆婆留下的印象依

然栩栩如生：浓郁的安岳口音，生气骂
人的模样，捡炭花时的欣喜、我们成家
的祝福——每每我们回忆起这些，过
往岁月就如镜头般逐一呈现在眼前。

六月六，送祝福。
仅 以 此 文 祭 拜 老 人 的 在 天 之

灵……

蒋婆婆蒋婆婆
□□ 重重 阳阳

桶的归宿桶的归宿
□□ 刘元尚刘元尚

看一期访谈节目，香港岭南大
学教授许子东讲述了去欧洲游玩的
一次经历。

他开车行驶在一个小岛的沙滩
上，车轮不小心陷到沙子里头，导致
车子动弹不得。车子开始冒烟，一时
间他乱了方寸。这时从岛上下来了
一对女子，大概三四十岁。两人跑过
来对他说，你坐上去，轻踩油门，我们
帮你推。推了一会儿，还是不行。又
来了一个男人，长得帅，个子很高，穿
着一条短裤，手拿了几块木板。然后
男子趴到车下，把沙刨开，用那个木
板垫着拉。还是不行，最后许子东只
得叫拖车公司来帮忙。

究竟是什么动力使男子能这样
帮助陌生的他？这让许子东久久想
不通。他坦言，要是换成自己，还真
的做不到这一点。后来，他觉得男子
这样做的动力是爱情，爱情让人性变
得高尚。因为那个男子正在热恋中，
女友就在不远的沙滩晒太阳。他帮
助陌生人，可能是为了取悦他的女
友，彰显男人的气度和智善。

看来爱情真是一种强大的行善
动力。坐在天桥的乞讨者，如果遇
到刚相恋或者热恋的情侣路过，一
般都会有些收获。

读大学那会儿，我与刚确定恋
爱关系的女友逛街，迎面走来一中
年男子，慢声细语地说自己初到这
个城市，身上财物被偷，想讨几块钱
吃顿饭。我一听，觉得这情况与不
久前电视曝光的欺诈新闻很相似。

可身旁的女友，正一脸茫然地望着
我，我鬼使神差地掏出 10 元钱递给
男子。我估计这便是爱情带来的动
力，促使我宁愿被骗，也要向恋人展
示自己善良美好的一面。

小时候，我家境贫穷，但比隔壁
二婶家尚好一些。一次，二婶端碗
饭到我家串门，二婶家的小姐姐八
九岁光景，坐在二婶旁边。二婶大
声向在灶台做饭的母亲借 10 元钱。
一旁的小姐姐听到此话，眼睛直直
地盯着母亲看。坐在灶下的我，瞧
见母亲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神情。
片刻之后，母亲从裤带里拽出折叠
得很小的10元钱，当着小姐姐的面，
递给了二婶。

事后，我问母亲，自己家里也
穷，为什么还要把钱借给二婶？母
亲无奈地告诉我，因为小姐姐在
场。母亲实在不忍心，如果小姐姐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妈妈向人开口借
钱却没借到，这样或许会伤害到她
幼小单纯的心灵。当年，母亲舍己
为人的动力，是呵护小姐姐幼小的
心灵，其中竟有这般的苦衷和无奈。

有时候，行善需要动力。这些
动力一部分源自内心，崇尚美好；一
部分来自外界，形势所迫。不论行
善动力是什么，愿意与否，能付诸善
意仍值得尊敬和赞赏！

医生神色慌张，脚步匆忙，闪进自
己办公室后，立刻灌下一杯凉开水。
刚换上白大褂，就得到通知说有台手
术要他主刀。

手术室里，见到伤者那一刻，医生
脑袋“嗡翁”炸响，心暗道：“怎么是
她？”

医生真不想做这台手术，不论成
败，他都害怕，可他实在找不到不做的
理由。手术时，起初医生汗流不止，手
中的柳叶刀抖个不停。好在助手提
醒，医生调整好心态，下刀准确，手法
娴熟，手术很成功。

病床上的她刚苏醒过来，脸色苍

白：“我在哪？我没死？”
医生独自来查房，目光交集的那

一刻，她语气不善：“是你？”
虽然医生早有准备，也料不到她

情绪如此激动，差点栽倒。
“是你？救了我？”
就不能一口气问完吗？医生心里

暗骂，却也点点头。她急躁不安：“为
什么救我？”

“我是医生。”
“可我不想活！”
“你为什么不想活？”
“我就是不想活，谁让你救我？”
“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职责。”

“我真的想死！”
“你为什么想死？”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死。”
“既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死，那

为什么要死？活着不好吗？”
医生的话像绕口令，她沉默了。

许久才道：“对啊！活着不好吗？”
“活着多好！”医生气得半死。
“谢谢你！”这一笑，这声谢，医生

才注意到她真的很美。
离开病房后，医生才发觉自己后

背早已湿透。疲惫的他脑海里尽是早
晨上班时路上的情景：在一处人流不
多的街角，他亲眼目睹一辆小车撞了

一个女人。现在想想，应该是这个女
人故意去撞车的。

事后那辆小车迅速掉头跑了。当
时医生因为担心上班迟到，也匆匆地
走了。

“她是该检讨！那司机该不该检
讨？我该不该检讨？”医生面带愧色地
叹了一口气，走出了病房。

救救 人人
□□ 农农 华华

行善的动力行善的动力
□□ 汪汪 亭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