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婚事

■家庭相册■图片故事

■青春岁月

那年我要到外省读大学， 父
母帮我联系到了临乡一位校友，
让我开学时跟着她一起坐火车去
学校。 临走前一天， 母亲下厨做
了几个 “硬菜”， 一家人吃了顿
团圆饭。 第二天一早， 父母将我
送到家门口， 大哥帮我提着行李
送我到火车站， 等那位高我一级
的校友按约定好的时间地点和我
接上头后， 我便让大哥回去了。

后来和宿舍同学聊起开学时
的事儿， 她们都说报到前父母都
耳提面命地对她们提出忠告： 大
学不许谈恋爱， 要好好学习， 吃
好喝好， 保重好身体……更有甚
者， 父母的约谈长达好几日， 各
种一人在外求学的注意事项不厌
其烦地重复再重复， 而且她们都
是由父母亲自护送到校； 有的父
母还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待了3天，
等孩子熟悉了校园环境才踏上返
程的。

相比之下 ， 我的父母更像
“假父母”， 直到开学要离开家那
天， 他们也未曾对我有所交代，
他们的态度告诉我， 我离家千里
和在家门口读书一样， 不同的是
回家的周期由一天变成了半年。

我问过他们， 为何没有交代
过我几句 “临别赠言”， 母亲说
我从小就是个 “小大人”， 主意
多着呢， 用不着瞎操心。 父亲戏
谑我： “人小鬼大， 家里数我读

书多， 脑子灵光， 又伶牙俐齿，
得理不让人 ， 无理也能赖上三
分， 对这样的 ‘樊梨花’ 女儿，
担心都是多余。”

我一直是父母 “放养” 的孩
子， 我曾一度认为， 父母对我这
种 “儿行千里” 的不担忧， 其实
是一种对我的漠视， 后来父亲解
释说， 他和母亲对我的牵挂和担
忧一点也不少， 不过从不在我面
前表达罢了。 那天， 大哥送我去
火车站回来后对父母说， 看我见
到校友自来熟的开心劲儿， 他就
知道我是一个巴不得踏出家门、
不知道想家的 “小没良心的 ”。
母亲听到这些， 紧张的心情才稍
微放松了些。

父亲还说， 母亲一辈子不信
鬼神， 从不占卜算卦， 可那天村
里来了个算命先生， 非要母亲抽
签替在外的子女算一卦， 母亲那
几日正牵挂我， 一听和我有关，
便抽了一签。 算命先生说我在外
恐有灾难， 要帮我 “破”， 母亲
明知上当受骗， 还是多给了他36
元钱让他 “破灾”。 事后母亲还
是不放心， 逼着父亲跑到邮局 ，
往辅导员那里打了个长途， 假装
询问我的学习情况， 其实是侧面
了解我是否平安。

父母表面对我放任， 但我心
里明白， 其实父母的担心和牵挂
一直都在 ， 不过是穿了 “隐形
衣” 罢了。

““隐隐形形””的的牵牵挂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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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相亲去了。
大姐和三姐暗暗尾随着父

亲， 在小区角落的紫藤花架旁看
见了父亲。 父亲正在和一位年龄
相仿的胖阿姨说话， 谦卑又恭顺
的样子。 大姐和三姐快步闯了过
去， 连珠炮般说： “爹， 找你半
天怎么跑这里来了？ 你心脏不好
得按时吃药， 出门也得和我们说
一声 。” 胖阿姨错愕地喃喃道 ：
“噢， 心脏不好啊， 还是赶紧回
家吃药吧。” 转身走开了。 父亲
还要解释争辩， 大姐和三姐架着
他的胳膊快步出了小区。 父亲叹
道： “你俩这是给我败事儿啊。”
大姐说 ： “现在找老伴不是时
候， 过几年再说吧。”

可怜的父亲， 平生第一次见
到紫藤， 还没看清楚开的什么花
儿就让女儿匆匆带走了。

母亲是春节前一个月去世
的， 父亲随即害了一场大病， 在
医院监护室治疗了一周才脱离危
险。 父母亲相濡以沫五十载， 一
夕间母亲在父亲怀抱里撒手人
寰， 父亲的伤痛可想而知。 母亲
离去后的一段时间， 大姐抛下咿
呀学语的孙子从城里跑来陪护父
亲， 父亲让大姐把火炉生得旺旺
的， 每顿做三个人的饭， 仿佛母
亲只是出了远门随时会回来。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
团圆饭凉得格外快，缺滋少味，电
视也没开， 多年习惯看的春晚也
没人提起。不大的三个房间，空空
落落。 原来母亲没了，家就空了。

父亲幼年丧父， 如今老来丧
妻， 人生的莫大不幸都降临到了
他的头上。 父亲曾经有过在村里
人看来辉煌的过去 ： 父亲是军
医，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转业
到地方以后白手起家创立了几个
山区卫生院。 父亲从军队带下来
的工资比县长的还要高， 经常接
济同事和病人。 三年大饥荒时父
亲自愿返乡支援农村建设， 担任

了多年村里的书记， 后来重操旧
业一直做乡村医生。 在村里父亲
一直是 “有用” 的人， 每天不得
闲 。 但是在家里 ， 父亲却是个
“没用” 的人， 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 油瓶倒了不知道扶， 都是母
亲多年惯出来的。

终于还是父亲打开了电视，
说： “日子还得过啊， 咱看看晚
会吧。 过了年， 你们都甭来陪我
了，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春晚里
刚好是王菲的《传奇》：想你时你
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心田……父
亲掩面去了外间。我赶紧换了台，
可是，每个台都在转播春晚。

春节过后大姐把父亲接到了
城里自己的家里， 给父亲洗衣做
饭， 照顾父亲的起居， 俨然扮演
起了母亲的角色。 父亲极其不自
然， 总是一遍一遍嘟囔： “我还
有用 ， 我不能整天就是吃喝拉
撒 。” 可是 ， 七十多岁的人了 ，
出个门孩子们也不放心啊 。 后
来， 父亲终于自己琢磨出来： 人
老了， 不给孩子增加负担就是最
大的用处。

父亲拿出军人雷厉风行的作
风， 立刻去婚姻介绍所登记了信
息， 他想找一个老伴， 开始新生
活， 把孩子们解脱出来。 父亲把

我们召集起来开诚布公对我们说
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说： “我在
村里先是干书记， 后来做医生，
走街串巷几十年 ， 身子正影子
直， 没人说我半个不字。 我找老
伴甭管别人怎么说， 你们几个得
支持我。 你们过你们的日子， 我
过我的， 不给你们添乱。” 我们
一听犹如晴天霹雳 ， 母亲刚过
“百日” 忌辰， 父亲就开始张罗
找老伴， 不管是什么理由都难以
接受。 我们姊妹六人纷纷表示，
找老伴不急， 过几年再说， 现在
轮流陪护他就不错。

父亲撂下一句： “老年人再
婚受法律保护， 子女不得干涉。”
阔步走了。 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脾
气， 知道劝也没用， 只好委托大
姐和三姐跟踪父亲 ， 给他说坏
话， 使绊子， 用我们的方言说就
是 “打破头血”。

大姐和三姐跟踪了几次， 给
父亲 “打破头血” 几次， 父亲不
恼不怒， 只每每长叹一口气， 沉
默不语。 足智多谋的父亲将 “相
亲” 转入了地下。 终于有一天昭
告我们 ： 周末来家一起吃个饭
吧， 和他的新老伴见见面。 那顿
饭最终只有我和大姐去了。 是个
黑瘦的老太太， 慈眉善目， 不多
言不多语， 举手投足间有我们去
世的母亲的影子。

木已成舟， 我们姊妹慢慢接
受了这个现实。 毕竟， 父亲不光
是为他自己考虑， 也是为了不拖
累我们。

世事如白云苍狗， 时光似白
驹过隙。 一晃， 父亲和新老伴一
起生活好几年了。 十年里父亲改
变了许多， 学会了铺床叠被， 学
会了做饭洗衣服。 每到清明节和
母亲的忌日， 父亲总是做好母亲
曾经给他做过的饭菜， 趁热端到
村西母亲的坟上， 默默守望。 只
是， 无人知道， 那饭菜是不是和
母亲做的一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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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伫立在山冈田野， 或是
盘踞在羊肠小道上， 守护着我的
老家。 有时我回去， 它们在风中
哗啦啦地摇动着枝叶， 感觉亲人
一样心怀欢喜等我回家。

它们，就是那些我老家的树。
比如那棵在喊我回去的皂角

树， 它挺立在村头一个叫做水井
湾的地方。 水井湾里其实已经没
有了水， 留下一个空洞的窟窿，
如大地上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但皂角树依然蓬勃苍翠， 用棒槌
在水中锤打树上结出的皂角， 便
会冒出一股股白色的泡沫， 那些
年是村子里洗衣妇女们用的土肥
皂。 我离开老家那一年， 衣裳上
还飘着皂角的清香味儿， 大风掀
动着我单薄的身体， 仿佛要用力
地把我抬起来， 抬回那个飘着皂
角味儿的土屋子里去。

这棵皂角树， 是我奶奶1935
年出嫁到这里时栽下的。 我奶奶
生了10个孩子，活下来8个，一个
灾荒那年饿死了， 死在了我奶奶
怀里，最后睁着眼虚弱地喊：“妈，
吃，吃饭……”一个3个月大时病
死了，还没学会喊一声“妈”就离
世了。

有一天， 我奶奶在水塘边锤
打着皂角洗衣裳， 突然就吼天吼
地的哭了起来：“我还有两个娃娃
啊，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说了我奶奶， 还得说说我爷
爷。 我爷爷也是一个前人栽树后
人乘凉的美德之人 。 他活了73
岁 ， 大队里的宋会计简单统计
过， 我爷爷栽下的树有上千棵。
我奶奶回忆我爷爷说， 他在月亮
下栽树， 饮水， 施肥。 我们那个
荒凉的山坡一天天绿了， 就是我
爷爷带头栽下的树， 有桃树、 李
树 、 梨树 、 柿子树 ， 还有香椿
树、 苦楝树、 槐树……我爷爷是
个具有高瞻远瞩眼光的农民， 他
一直认为不能靠种地过日子， 还

要种树。
我爷爷死的那年， 还没实行

火葬， 他的寿棺， 生前就用他栽
的林木打制而成。 每到春节清明
这些节日， 我们都要回到老家去
祭奠， 在爷爷的坟前树下相聚，
也算是一家人的团聚。 在坟前一
棵松树上， 鱼鳞般的树皮上有透
明的黏液溢出， 像从树身里缓缓
流出的泪。

老家的亲人， 对老村里那些
树有着沉默的感情。 有一年， 老
村里一棵黄葛树， 听说要被买下
移栽到城里， 老村散布在四面八
方的我的亲人还有乡亲， 闻讯后
差不多都赶回了村里， 好多人白
天黑夜都守护在黄葛树下， 他们
坚定的眼神， 誓死捍卫一棵树的
故乡。 后来， 这棵黄葛树终于没
做成 “移民树”， 它成了一棵凝
聚乡情、 沉淀乡愁的老树。 记得
那次在黄葛树下， 我的亲人和老
乡们分别后留下一句话： “常回
来看看啊， 看看黄葛树。” 这样
一棵树， 成了我们这些老村出来
的人， 心里共同的老祖宗。

还有一个堂伯， 他活着时，
不停地在老村山冈上栽树。 堂伯
去世前， 把这些漫山遍野的树木
作为他在这个世上的遗产， 郑重
地交给了村里干部。 堂伯比划着
说， 帮我好好照看它们啊。 而今
我回到老村， 摩挲着树身， 浮现
起堂伯生前栽树时挥动着铁锨，
挖坑、 扶树、 浇水、 培土时的情
景。 堂伯把自己的气息传递到刚
落土的树上。 难怪， 我看见的这
些树， 都奇怪地保持着堂伯的身
躯姿态生长着。 树木有灵， 一个
栽树人， 与他浸透了心血的一棵
树一定有着某种相同的DNA。

这些亲人们种下的树， 在树
梢上， 悬挂着我精神的罗盘， 将
我眺望老家群山大地的视线， 永
远地相系相连。

亲亲人人一一样样的的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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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