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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老孙家的儿子小名叫石头，名字
起得挺坚硬，但他的个性却十分绵软，小
伙伴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二姑娘”。

石头家是一般的庄户人家，为了供他
上学，石头爸在小煤井上挖煤，石头妈在
砖厂打工。小煤井不到腊月就停井了，石
头爸就到劳务市场上打零工。等石头大
学毕业了，石头不想让爸妈再干力气活，
但老两口有自己的想法：这石头刚刚毕
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马上就得找媳
妇结婚。家里就五间破瓦房，现在的女孩
都愿意去城里买房子，几十万元的天文数
字，靠石头自己挣得猴年马月呀？

石头在家乡找了几份工作都不合适，
就离家到外地求职去了。几年下来，听说
石头在一家纺织厂做销售，工作干得挺不
错。石头爸妈在家节衣缩食，为了让儿子
在大城市买房子，起早贪黑辛苦劳作。

石头的“爱情运势”也不错，工作没几
年，就领回来一个漂亮女孩。女孩父母都

是退休教师，家里就这一个宝贝女儿。石
头爸妈见到准儿媳妇后，为了让儿子买房
结婚，把这些年的积蓄都给了石头。

石头爸告诉石头，以后他就是拼了老
命也得帮儿子还完房贷。石头领着女友
走后，村里人都暗自数落这个“二姑娘”：

“养儿，养了个狠心狼，再狠也狠不过老孙
家的‘二姑娘’。爹妈牙缝里挤出的钱都
给了他，还得搭上下半辈子为他还房贷，
这钱拿着也不嫌烫手！”

几年后，石头爸突然辞去了小煤井的
活，到附近工厂看大门去了，石头妈也赋
闲在家了。这老两口本是挣钱路上停不
下来的陀螺，咋变得会享受生活了，是不
是中彩票了？

原来，他们这些年给石头的钱，石头
都没花，偷偷给父母入了保险。石头妈已
经五十五岁，开始按月领钱了，过不了几
年，石头爸也能领养老金了。

石头说，如果自己当年花了父母的钱

买房、还房贷，以后再买车，再养孩子……
什么时候不缺钱？父母岂不是要牵挂自
己一辈子？用父母的钱为他们买保险，他
们生活有保障了，自己也减轻了负担。即
便自己以后发达了，有经济能力更好地改
善父母的生活，也不如这按月领养老金让
他们花着心里坦然。父母生活安定了，自
己在外面才放心。

大家都说石头是个孝顺的娃，以后
“二姑娘”的外号再也没人叫了。

假山背后。李老汉拿起邻座的手机，
说：“请收好你的手机，我想坐一会儿。”

“别动我的手机。哪儿拿的放哪儿。
我忌讳。”中年女人仰头靠在椅子上，双目
紧闭。

李老汉说：“你一人占两个座位，不太
妥当吧？公共设施，大家享用。”

“哟，你是妥当他爹？你说妥当就妥
当，你说不妥当就不妥当呀？”女人睁开
眼，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中午的公园，看不到游人。李老汉
说：“你咋不讲一点公德？”

女人盛气凌人：“我不讲公德，你还不
讲私德呢。未经许可，动我手机，可是要

付出代价的。动一下一千块！”
“下套？！”李老汉一声惊叫，手机掉在

地上，顿时散了架。
“套你？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粗糠也

能榨出油？摔坏别人手机总要赔吧？一
万三千块买的，算我倒霉，只要八千！”

李老汉急了：“你这是敲诈！我打
‘110’报警！”

“即使敲诈，你也是愿者上钩。我咋
不敲诈别人？我可没逼你摔我手机。警
察来了处理得更快。不过，那得给一万！”
女人冷若冰霜。

李老汉哆嗦着掏出手机，嘴里不停地
叨念着“一万块”，电话未打出，白眼上翻，

口吐白沫，人倒了下去……
“哎哟，出人命了。我可没碰你！”女

人“腾”地一下离了座，见鬼似地撒腿就
跑，“偷鸡不成蚀把米。”

万籁俱寂。李老汉睁开眼，天还是那
么蓝。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他自个
儿笑了。正要离开，发
现椅子上有个钱包。
打开来，里面有现金还
有银行卡。

女人返回。椅背
上贴着纸条：我只想解
套，没想套住你。别着
急，打我电话……

解 套
□ 段联保

七十年前，爷爷与奶奶结婚
了。

可是，那时奶奶是不太愿意
的。因为爷爷身子弱，只爱看书，
却又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什么文
化。只是爱看闲书，写一些打油
诗。不过，爷爷家富裕，有十多亩
耕地。

而奶奶呢，家里穷，人口多。
爷爷家出了十多担谷子加一个手
镯还有几十个大洋把奶奶娶回了
家。当时用的是一台简陋的花轿，
奶奶是在哭哭啼啼之声中出嫁的。

奶奶勤快，闲不住，里里外外
是把好手，年年得的工分多。爷爷
只能干些轻松活。就这样，奶奶主
外，爷爷主“内”，生养了我的父亲
与叔叔。

我的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末的初中毕业生，毕业于知识青年
下乡的火红年代。父亲经公社推
荐，到县里的农机培训班学习了半
年。回来后，就当了拖拉机手。那
时，拖拉机手可是一个吃香的工
种，在农村里是很神奇的。

我记得我记得，，那时的纸币上有一个那时的纸币上有一个
图案图案，，是一个女手扶拖拉机手是一个女手扶拖拉机手。。我我
常常向小伙伴们介绍自己的父亲常常向小伙伴们介绍自己的父亲：：

““我的爸爸是拖拉机手呢我的爸爸是拖拉机手呢！！””
父亲恋爱了父亲恋爱了。。对象就是村里对象就是村里

的文宣队员的文宣队员，，姓庄姓庄，，也就是我的母也就是我的母
亲亲。。那时的母亲那时的母亲，，年轻年轻、、活泼活泼，，充满充满
了朝气了朝气，，还在县里的文艺汇演里演还在县里的文艺汇演里演
过过《《红灯记红灯记》》呢呢！！

不用人介绍不用人介绍，，两人就走到了一两人就走到了一
起起。。我的父亲是拖拉机手我的父亲是拖拉机手，，而且还而且还
入了党入了党，，还是学雷锋的标兵还是学雷锋的标兵，，得到得到
过许多奖状过许多奖状。。那时那时，，奖状就是一个奖状就是一个
人的人的““道德评价表道德评价表””，，是很受女孩子是很受女孩子

们欢迎的。
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并不张

扬，他们请了大队的支部书记来主
持婚礼，接亲时用红旗打头阵。当
时只请了三四桌酒席，来的都是很
要好的亲戚朋友，摆的是普通的酒
菜、糖果。

我的叔叔比我的父亲小七八
岁。叔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结
的婚，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是后勤部队。他的军人身份，已经
让他占据了恋爱的制高点。同村
的一个姑娘，很高挑，很漂亮，也很
爽朗。不知有多少年轻后生去提
亲，可是，姑娘却单单看中了叔叔，
因为叔叔是保家卫国的军人。

虽然那时他已经退伍了，已经
回到了农村当了农民，没钱没房。
可是，姑娘还是毅然决然嫁给他，
只因为他是“最可爱的人”。这姑
娘，就是我的婶婶。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
的，谈婚论嫁时，已经是九十年代
中期了。

不过，那时的我很尴尬，因为
我所在的国企单位倒闭了。我虽
然是大学毕业，但失业了。而且，
身架单薄，嘴皮子也不厉害，不会
哄女孩子。我的母亲，因此忧心
仲仲仲仲。。

我去广东打工我去广东打工，，在厂里结识了在厂里结识了
一个老乡的妹妹一个老乡的妹妹。。她姓于她姓于，，沉默寡沉默寡
言的言的，，不过与我谈得来不过与我谈得来。。后来后来，，还还
是她追求的我是她追求的我。。我说我蛮穷我说我蛮穷，，也许也许
不会给她好日子过不会给她好日子过。。她说看中了她说看中了
我的素质我的素质，，她不后悔她不后悔。。

我后来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她是看中我她是看中我
读过大学读过大学，，有专科文凭有专科文凭，，综合素综合素
质一定高质一定高。。她觉得我当时虽然她觉得我当时虽然

落魄，但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我后来才知道，曾有富家子弟向
她求婚，她拒绝了，因为那富家
子又赌又好酒，为人轻浮，不如
我稳重。

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小于。
历经艰辛打拼，我们的日子渐

渐有了起色，渐渐开始品尝幸福。
如今我们有房有车，生了女儿文
婧。文婧读书很用功，现在已经是
一名大学生了。

前段时间，女儿跟我微信通
话，说她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同时
受到两个男孩子的追求，问我选哪
个男孩子好。

我说，我不知道，感情这东西，
凭自己的感觉就好，听从自己内心
的选择就好。

其实我就知道，女儿表面是说
别人，其实是她自己面临着选择。
我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觉得，要想婚姻幸福，有许
多因素左右，没有统一的答案。
就拿我的爷爷与奶奶来说吧，两
人可说是包办婚姻。可是，婚后
两人非常恩爱，非常体贴，很少
红脸。我的父母，是因为志同道
合，才走到一起的。我的叔叔与
婶婶的结合，都是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是与当时的人文环境分不
开的。我与妻子结合，是因为互
相爱慕，所以我们才有幸福的家
庭生活。

我思索再三，对女儿说：“一个
人，要将自己的幸福追求，与祖国
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对于婚姻，你
一定要勇敢选择。选择了，就要精
心经营，全心付出。如此，就一定
会得到幸福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

那些年的蜂窝煤
□□ 覃覃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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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乡下小镇，落座一小吃
店。等待之时，飘来一阵阵刺鼻
的味道，这味道熟悉而又久远。
蜂窝煤！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蜂窝煤
是城里人最主要的燃料，是家家户
户的必备生活品。自记事起，房前
屋后，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记得那时供给蜂窝煤的单位
叫“煤建公司”，坐落在如今的雁城
建设北路，购买蜂窝煤后公司负责
送货，但只送到住宅楼下。我家住
六楼，搬运蜂窝煤就成了我们家的
重大事件之一。

搬蜂窝煤是一个不轻松的体
力活，父亲为此准备了两个箩筐和
一根扁担，我和姐姐的工具则是脸
盆。因我家再无男丁，父亲就是干
这活的主要劳动力，我和姐姐负责
打下手。

父亲一般一次性买够一个季
度的蜂窝煤，大概六七百个，这些
黑乎乎的家伙则由我们搬上楼。

送货师傅把蜂窝煤码得很高，
蜂窝煤之间挨得很紧，取煤须小心
翼翼，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坍塌
事故。最初，我由于“技术”不熟
练，加上思想上的懈怠，在取煤时
不慎碰到相邻的蜂窝煤，导致一列
蜂窝煤直挺挺倒下，煤渣撒落一
地。我瞥见父亲的眉头皱了皱，随
之一声叹息，他让我将煤渣扫起来
带回家，说可以用来起火。这打碎
的蜂窝煤，至少损失了几角钱。在
那个年代，几角钱也是个不小的数
目。那一声叹息，让我从此再也不
敢马虎。

父亲将蜂窝煤一层层装入箩
筐，两个箩筐被塞得密密匝匝，往
往蜂窝煤会高出箩筐许多。我时
常劝他少挑点，他总是很固执地摆
摆手，连说“没事”，直到箩筐实在
装不下了才作罢。

父亲缓缓起身，沉甸甸的箩筐
将颤悠悠的扁担向下拽，而父亲的
身子则努力向上挺，我清晰地听见
两种力在父亲肩膀两头的博弈
声。每每见此，我会转身向我的脸

盆里又加入几坨煤。
就这样，父亲在前，我和姐姐

在后，开始了搬运工作。
父亲的身子夹在两个箩筐中

间，每走一步，麻绳勒着的扁担就
发出“嗤嗤”的声音，伴着父亲渐渐
粗重的喘息声。那冒出箩筐的几
层蜂窝煤在我眼前左右晃动，似乎
随时都会掉下来。抬脚，向前，再
抬脚，再向前……在那个时刻，盘
旋在我脑里的念头就是走快点，再
走快点，我多跑几趟，父亲就会少
担一些。我们谁都不说话，楼道里
穿梭着我们父女三人的身影，我
想，只有静卧在我们脚下的梯步，
才听清了我们仨内心的声音。

一趟又一趟，上楼下楼，蹲下，
捡拾，放置，起身，码放……经过无
数次的机械动作，终于完成了几百
个黑家伙的迁徙工程。

搬运结束，我们浑身上下都是
黑黑的煤灰，即便在冬天，汗水也
会将内衣湿透。父亲往往一声不
吭，只是疲惫地靠着墙根，我仿佛
能听到父亲的汗水坠地的声音
……每到此时，看到身旁的脸盆、
箩筐，我都有一脚踹飞它们的欲
望。侧身，但见那一坨坨蜂窝煤靠
着墙壁，好像在整齐地列队向我们
微笑致意，只是我不能笑着给它们
回礼。

一次次搬运，让父亲落下了严
重的腰疾。我只有一遍遍地在心
里祈祷：蜂窝煤呀，你燃慢点，再慢
点……

我对蜂窝煤的再认识，是在搬
入新家后的日子里。

搬家后家里打了口新灶。蜂
窝煤的灶膛用泥巴糊得细腻密
实，中间留出一个比蜂窝煤略大
的圆孔，煤渣就从灶台下方距地
面十来厘米处的一个出口出来。
与之匹配的是一个如砖块大的木
塞子和正方形的薄铝皮，它们与
蜂窝煤密切协作，完成柴米油盐的
日常生活。

那时父亲的工作很忙，下班很
晚，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

房，抽开炉灶下的铝皮，用铁钩掏
出灶膛的炭渣，然后夹起一坨蜂窝
煤放入炉膛，再用木塞子将煤往下
压，先前的煤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由加入的煤接替它的工作，这就是

“加煤”。
木块下压瞬间，会腾起浓浓烟

尘，呛人的烟味蹿入鼻孔。新加
的煤预燃很慢，等待的时候是令
人焦躁的。为了赶时间，往往火
苗还没蹿上来，父亲就开始炒菜，
等菜炒好了，煤才开始发威，故炒
出来的菜因火力疲软，常常是有
气无力地瘫软于菜盘，也让我们
吃得很没滋味。

这期间，父亲眉头皱紧，他时
常念叨：“这烧煤呀，太麻烦，需要
火时不来力，不需要时又燃得旺！”
当时我就想，如果能有一种燃料取
代蜂窝煤，在需要时立马出火，且
能随时调整火力，该是一件多么惬
意的事啊！

如今，蜂窝煤已退出我们的
生活。天然气这一新型能源，已
进入城市的家家户户，并渐渐覆
盖农村。

用天然气做燃料，干净、无污
染，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
质，让我们享受到了方便、高效、快
捷的新生活，也让我们的内心充盈
着幸福感。它的到来实现了我曾
经的梦想，让“搬煤”“加煤”这些字
眼和由此衍生的对蜂窝煤的记忆
尘封于时光里。

只是，我的父亲还没等到享用
天然气就离开了我们。

我时常在想，若他老人家还健
在，与天然气厮守的每一天，会让
他的内心掀起多大的波澜。他的
眉头定会舒展许多，身板也会挺直
许多，展开的笑颜亦会更多。

如今，只要我“啪”地扭动天然
气灶具开关，灶具就会发出欢快的
声音，那跳动的火焰就会欢舞，我
就感觉那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礼
赞，那缤纷的色彩，会扮靓我们生
活的每一天！

感谢时代！

浪漫一家人
□□ 胡小卫胡小卫

农历九月初六，雅女湖边，喝九月酒。
金河苑外飘细雨，桌山温馨有欢声，

初来乍到走四方，金樽美酒来洗尘。
群主超哥夫妇用心良苦，为 10 月出

生的四位成员过生。这酒要喝。跟团队
里的两对夫妻相识多年，是缘分让我们聚
在一起喝九月的酒。这酒该喝。有舍得
酒、红酒，更有真诚。相互敬酒，互相祝
福。一杯红酒脸已红，几多和谐人轻松。
灯影里，人朦胧；夜色中，思如潮。

九月酒，有渊源——
1989 年 10 月，内江市委举行老干部

重阳节茶话会，市委干休所曾教我打桥牌
的叶伯伯知我心思，宴席上碰杯鼓励我干
自己想干的事。

1995年重阳节，在家里陪客喝酒，两个
儿子在阳台上唱生日歌，我赶紧出去叫停，
对面钟阿姨笑容满面挥手祝我生日快乐。

2007年9月下旬，我随资阳宣传系统
一行到新疆采风。好友特意安排克拉玛
依市的亲戚接待，意在欢迎家乡人莅临并
为我过一个异地风情的生日。那个晚上，
不同寻常，四瓶伊犁大曲、两瓶红酒喝得
干净喝得尽兴。同行伙伴担心我醉了，专
门递杯西瓜汁给我解酒。

九月酒，有思念——
1975 年 10 月，第一次喝九月的酒。

生产大队12名知青有10个重庆崽儿，大
家下河摸鱼凑钱打平伙为我过 18 岁生
日。是重庆人教会了我喝酒，让我领略了
啥子是耿直。44 年后，有缘与童主任喝
九月的酒，再次感受重庆人与生俱来的爽
快和幽默。

1997年重阳节，与电台、电视台同仁
在内江市中区采访后，聚在一起喝九月的
酒。钟伟伴唱《九月九的酒》声情并茂，令
人难以忘怀。次年供职资阳，想再见他只
能在梦中了。这个夜晚，身边有他亲人、
朋友，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悄悄端酒出
门，那首歌仍余音缭绕，在秋雨弥漫的夜
空徘徊，伴随我为他在天之灵的祈祷飞向
天堂。

2012年10月，夫人在家养病，我既要
值夜班又要照顾她，早就忘了自己的生日
是哪天。她没忘，惦记着，嘱咐亲近之人
去买了一件可两面穿的毛衣，在重阳节那
天送给我，并用一杯中药代酒祝福。不是
酒，比酒浓，更珍贵。两月后，她离去，毛
衣在，温暖存。

九月酒，有情感——
1999 年 10 月，在眉山日报社学习考

察，下榻瓦屋山，品尝高庙酒。资阳时报
总编辑苏华有意提及次日重阳节，让我被
迫当了一回过生日的主角。九月酒，是好

酒酒，，酒不醉人人自醉酒不醉人人自醉，，却记住了桌山山山却记住了桌山山山
水水水水，，记住了漫山的雾遍野的花记住了漫山的雾遍野的花。。

20062006年年44月月，，再到瓦屋山再到瓦屋山，，担任全省报担任全省报
纸副刊作品奖评委纸副刊作品奖评委，，雅女湖已经蓄水雅女湖已经蓄水。。东东
道主军总知根知底道主军总知根知底，，他说他说，，来得早不如来得来得早不如来得
巧巧，，你你5050岁的生日先在洪雅过一盘岁的生日先在洪雅过一盘。。提前提前
喝九月酒喝九月酒，，提前得到祝福提前得到祝福。。高庙白酒高庙白酒，，乐不乐不
思思蜀蜀，，酒醉心明白酒醉心明白，，桌山当床睡桌山当床睡。。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了，这个国庆节
期间，三到瓦屋山。已经退休一年多，已
经不再喝酒了。但这酒必须喝，不只有九
月酒。走四方团队既为四位成员生日摆
酒，又为在龙泉驿工作的乐至人杨、廖伉
俪结婚 30 年纪念日祝贺。九月酒，情意
浓。《我和我的祖国》歌声悠扬，《今天是你
的生日》舞翩翩，激情燃烧的岁月留痕
迹。在这个充满正能量和欢乐的团队里，
渐渐品出与过去九月酒不一样的味道。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心存感激，不胜
荣幸。夜幕下，再出门，一个人，雨中行，
轻声吟唱《九月九的酒》……

九月酒九月酒
□□ 重重阳阳

石头“啃老”
□ 李秀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