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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
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我把父亲弄丢了

□□张张金金刚刚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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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特稿

想起父亲 ， 便想起他那双
手：握紧的岁月，悄然间滑过；惟
余道道沧桑， 记录着岁月流年。

少不更事的我， 厌学成性。
厌成堆枯燥的作业， 厌老师无休
的说教 ， 厌同学攀比而生的自
卑。 逃学、 捣乱是家常便饭。 那
时， 父亲常被老师 “有请”， 用
以招待他的便是我的种种劣迹。
父亲回家 ， 一脸怒气 ， 二话不
说 ， 扬起巴掌冲我就来 。 逃不
掉， 便是一顿臭打。 厚实有力的
手， 在我身上打出道道血印， 反
更激起了我的恨和叛逆， 直至父
亲手中多了荆条、 棍棒、 鞋底，
或是一切随手可以抄起的东西。
那双手， 是我少年的噩梦。 但梦
醒之后， 却是学业有成的幸福。

那几亩老田， 是父亲一生的
舞台。 勤劳的双手， 磨光了无数
农具， 收获了无尽甘苦。 春天，
他操起铁锹， 锄净猪圈， 堆肥备
耕； 夏天， 他握紧锄头， 挥汗田
垄， 点种玉米； 秋天， 他扶着犁
铧 ， 精耕细作 ， 播种小麦 ； 冬
天， 他拿起斧凿， 修缮农具， 谋
划来年。 辛劳过后， 父亲总会用
那双沾满泥土的双手， 欣慰地捧
出花生、 红薯、 果蔬及一家的希
望 。 如今 ， 父亲还在菜园里忙
活， 只为丰富我们的餐桌。 那双
手， 是取之不尽的粮仓， 保障着
全家老小温饱无忧。

我们三兄弟次弟而至的学
业、 婚事， 逼着父亲曾一度背井
离乡， 四处打工。 父亲手中握着
的， 便是通往城里的张张车票。
小小车票， 带着父亲下过山西的
煤窑、 入过东北的林场、 住过北
京的工地。 那十几年， 父亲辗转
各地， 吃苦无数。 可每次回家，
他都笑着交给母亲一沓钞票， 送
给我们一堆糖果。 那次， 我将一
张车票递给父亲， 想带他旅游。
父亲却愁容闪过 ： “一看到车
票 ， 我便想起当年的冷饭 、 清

汤， 酷热、 严寒。 怕了， 就想守
在家里， 哪儿都不去。” 那双手，
曾握着写满苦累的车票， 送我们
兄弟踏实有力地启程人生。

父亲的手， 其实很有艺术灵
性 ， 拉得一手好胡琴 。 母亲笑
言： 是父亲的琴声， 绕住了她的
心 。 父亲曾是村里戏班的 “首
席”， 颇具影响。 那年村里唱戏，
父亲软磨硬泡恳求人家， 让他拉
了个整场。 父亲正襟危坐、 琴声
如水； 我在台下听得入迷、 甚感
自豪。 拮据的家境， 曾让父亲无
奈卖了胡琴 ， 断了琴声 。 两年
前， 父亲坐在墙根儿的阳光里，
悠然地用桑木自制了一把板胡，
拉起了当年的小调， 陶醉其中。
每每回家， 我都要让父亲拉上一
段。 手指虽不再灵活， 但琴声却
更有味道。 那双手， 按着弦、 拉
着弓， 奏出了父亲的生活五味。

那次回家 ， 父亲因腰疼卧
床。 过了许久， 父亲喊我： “金
刚， 你娘在地里， 你帮我换贴膏
药吧。” 说着双手颤巍巍地撕下
一贴， 递给我。 父亲身上的皮肤
已然松驰 ， 那贴膏药 ， 我使劲
压、 抹才贴好。 不由一酸： 这还
是那个曾驮我乱跑、 力壮如虎的
父亲吗？ 那次父亲重感冒， 医院
输完液上街吃面。 父亲像个孩子
似的， 一路紧跟。 过路口， 我干
脆牵住了他的手。 几十年， 貌似
第一次和父亲拉手 。 可拉到的
手 ， 却是枯瘦 、 无力 。 不由一
酸： 那双曾力大无穷、 撑起全家
的大手哪儿去了？ 那双手， 不再
强硕有力， 却重重地捶打着我的
心又酸又痛。

无情的岁月 ， 滑过父亲的
手， 滤走了力量， 留下了枯槁。
从父亲手中， 我虽没接过权贵、
人脉， 但却接过了隐忍、 坚强，
让我受用终生。 由心发誓： 我将
握父亲的手在我手中， 让他剩余
的岁月过得幸福、 安然。

岁岁月月
滑滑过过父亲的手

感感恩恩父父亲亲
I LOVE YOU DAD

看电视公益广告： 女儿打来
电话问父亲： “爸， 家里都挺好
的吧 ？” 父亲语气轻松地回答 ：
“挺好的。 ”“我妈呢？ ”“你妈跳舞
去了 ！ 我们都挺好的 ， 你放心
吧。 啊？ 你忙啊，忙就挂了吧， 我
也要出去下棋了。” 其实， 他是
要去医院照顾生病的老伴， 怕女
儿担心， 才演了这样一出戏。

那位父亲的 “演技 ” 真不
错， 本来遇到愁事正心烦， 却能
通过轻松的台词“挺好的，你妈跳
舞去了”，让女儿信以为真。其实，
哪位父亲不擅长 “演戏” 呢？

记得小时候， 父亲陪我们做
游戏， 他扮大马， 伏在地上让我
们骑 ； 他扮 “敌人 ”， “中枪 ”
倒地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他扮仙
人， 送给我们神秘的礼物……为
了儿女， 父亲真的是全能演员。

我不由想起我的父亲， 也是
位 “演技超群” 的演员。 那年，

父亲种了很多西瓜， 获得了大丰
收。 父亲就找了汽车， 去外地卖
西瓜。 几天后， 父亲回来了， 兴
奋地对一家人说 ： “出去这一
趟， 赚了钱了！” 说着， 还把给
家人买的礼物一一拿出来， 虽然
都是简单的小东西， 但我们很高
兴。 因为学费问题正打算退学的
我看到父亲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安下心来学习。 母亲因为有病一
直拖着， 也舍得去看病了。 就这
样， 一家人因为一车 “卖掉” 的
西瓜从愁云里走出， 变得开心。
到了那年秋天 ， 父亲才说 ， 其
实， 那次出门去外地， 正赶上下
暴雨 ， 西瓜烂掉了大半 ， 亏大
了。 那些西瓜， 是瓜园里近三分
之二的收获。 因为怕家人担心，
父亲只好借了别人的钱， 回到家
“打肿脸充胖子”， 哄得一家人信
以为真。 后来， 父亲种的桃子丰
收了， 卖了钱， 把账还清了， 才

敢告诉家人。
朋友也说起他的父亲 。 那

年， 他父亲在建筑工地上班， 只
在中午管一顿饭。 每到周三， 父
亲都会带回两个肉包子给他和妹
妹吃。 父亲说： “今天的肉包子
管够呢 ，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
父亲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吃着， 开
心地笑了。 他说： “爸爸， 你也
吃吧。” 父亲说： “我早吃饱了，
今天的肉包子管够， 我吃了三个
大肉包子， 真好吃。” 说着， 还
打了个饱嗝， 然后笑着说： “现
在打嗝都是肉味的。” 他和妹妹
觉得父亲真是有福气， 可以美美
地吃一顿肉包子。 多年后， 他才
知道， 其实父亲只发两个包子，
舍不得吃， 全带回来给他们。 父
亲的 “演技” 太好了！

还有位朋友说起了她父亲更
加 “离谱” 的做法。 那年她高考
落榜， 窝在家里不肯出门， 甚至
想死的心都有 。 家人都劝她复
读 ， 可她实在是没信心 。 有一
天， 她父亲请来一个算命的。 算
命的煞有介事地为家里所有的人
算命， 她亲耳听见算命的算出她
家很多准确的情况， 不由佩服他
算得准。 轮到给她算了， 算命的
说： “你是天上的文曲星， 要中
状元的， 前途一片大好！” 她的
父亲听了很高兴， 殷勤地为算命
的递烟倒水。

她受到这样的心理暗示， 去
复读， 真的就考上了大学。 后来
她才知道，“算命的” 是父亲雇来
的，两人提前就谋划好了，像演双
簧一样，演出了这样 “荒唐” 而
让人流泪的戏。

其实， 世间的哪位父亲不是
“最佳演员”？ 爱是他们创作的源
泉， 他们一生中总会自编自演那
么几出好戏， 让我们想起来， 又
想笑， 又想哭。

□马亚伟 文/图

最佳演员

那年， 我正在读大三， 有一
天， 父亲打来电话对我说他要
过来看我 。 电话中我让他不要
过来。从家里到我所在的学校，不
仅要坐火车，还要转汽车，他一个
乡下老头儿，万一走丢了怎么办？
听后，他笑着说：“没事，鼻子下面
是嘴巴，难道我不会问吗？”

一句话 ， 噎得我不好再多
说， 只是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
到的时候 ， 一定要打电话通知
我。 听我说了这么多， 他有些不
耐烦了， 连声说： “知道了！”

其实， 我倒不是担心父亲有

什么事情， 我担心的是， 他就这
样闯到我的寝室， 让其他同学看
到了有些不好。 毕竟父亲是农村
人， 我所在的寝室住着的都是城
里人， 让她们看到后， 私下里肯
定又要议论我是乡下土包子。

越是不想让他找到我， 他居
然拎着东西就闯了进来。 那时，
我正在和同寝室的人聊天， 看见
父亲一副农民模样的打扮进来
后， 着实让我有些吃惊。 最让我
感到没面子的是， 父亲的嗓门很
大， 又说着一口浓重的方言， 那
一刻， 我羞得恨不得要找个地洞
钻下去。

我拉着他就往外走， 父亲觉
察出了我的情绪 ， 什么话都没
说， 只是从口袋里将包好的钱递
给了我 。 他说 ： “你上学需要
钱， 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自己也
买点， 我这就走。” 父亲离开后，
我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 想
找他却找不到了。

我在想， 他能去哪？ 是买了
返程的票 ， 还是在大街上乱转
呢？ 晚上的时候， 我打电话回家
问母亲， 母亲说： “你爸不是和
你在一起吗？” 怕母亲担心， 我
什么都不敢说， 只是说父亲可能
是下楼给我买东西了， 于是便匆
忙挂掉了电话。

那一整晚， 我都很是担心 ，
我想象不出年迈的他此时能去哪

了？ 忐忑不安中， 我度过了一个
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早， 我接到
了父亲的电话， 他说， 他正在火
车站， 马上准备回家， 昨天因为
一时间走迷了路， 找不到回我学
校的路， 所以才没回来找我。

那一刻，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
起来。 其实， 父亲怎么会是找不
到回学校的路， 他是生我的气 ，
可又不好对我发作， 所以才在马
路上乱转。

我把父亲弄“丢”了，让他伤
心 地 在 马 路 上 度 过 了 一 个 不
眠 夜 ， 想想心里就觉得很是内
疚。倒是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你
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以后，我一定
注意自己的形象，不给你丢脸。 ”

时光如流水， 如今的我， 再
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想法了 ， 相
反， 觉得拥有父爱是一件多么幸
福的事情。

而在那件事情之后， 我再也
没把父亲弄丢过， 我想， 今生今
世我都不会让他再受当年那样的
委屈了。

□朱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