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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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家庭相册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我姨妈是兄弟姊妹眼里任性
的人。 打小就格式 （方言： 不苟
流俗）， 奔六了， 还这样。

先说择业 。 姨妈高中毕业
后， 做了村里的代课教师， 从一
个月几块钱到一个月几十块钱，
劳动力价值低得可怜。 她有几个
一起代课的同伴 ， 要么南下打
工， 要么在家搞养殖、 种植， 一
个个都很有钱。 亲戚邻居劝她：
“家有三担粮， 不做孩子王。 不
当教师， 凭你的脑子， 出来随便
做什么 ， 都能做好 。” 她偏不 ，
说就喜欢当教师。

十年， 人家盖楼房， 她家盖
平房； 二十年， 人家孩子又出去
打工 ， 她家一儿一女都进了大
学； 三十年， 人家叶落归根， 不
是病痛 ， 就是子女不省心 。 她
呢， 拿着四五千一个月的工资，
住在宽敞明亮的农民集 中 别 墅
区 里 ， 儿 女 飞 出 去 开 辟 新天
地， 她和老伴颐养天年。 亲戚邻
居都说， 幸亏当初她坚持住， 没
动摇。

再说爱情。 农村的姑娘二十
三四岁基本都嫁出去了， 二十五
岁不嫁， 那个年代就是剩女。 说
媒的兴致被这个有点文化、 做不
了农活、 拿不到几个钱的严家三
丫头激怒了， 不愿意给她多嘴，
一时间外婆家门可罗雀。 姨妈就
从二十五岁又熬到二十八岁， 真
正的老姑娘了。 就在这一年， 姨
妈宣布自己要结婚， 嫁给村里做
裁缝的宋师傅。 外婆一听这个消
息， 顿时气晕了过去。 宋师傅，

外乡人， 租个公房给村里人做衣
服。 最不能接受的是他是个残疾
人， 外婆觉得三丫头全胳膊全腿
的， 虽说格式， 但不至于嫁个残
疾人吧？ 姨娘说嫁就嫁， 家里不
同意 ， 自己收拾两件衣服搬过
去，生米成熟饭，九头牛拉不回。
姨娘和姨夫在外婆庄上生活得有
滋有味， 她所有的衣服都由姨夫
帮她做，一直引领乡村潮流。可外
婆和她形同陌路， 还禁止家里所
有人跟姨娘来往。 这结到姨娘生
了小孩，外婆才同她和解。

还得说心胸。 姨娘的两个子
女很争气， 孝敬妈妈， 也从不嫌
弃残疾的爸爸。 这几年， 不仅不
要姨娘姨夫花钱， 还给父母零花
钱 。 姨娘都攒着 ， 积累了两三
万 ， 拿到自己工作一辈子的学
校， 跟校长说设个奖学金， 专门

奖励学习好 、 孝顺父母的好学
生。 校长建议用姨娘的名字， 或
者姨娘子女的名字， 发放那天还
要请媒体来报道一下， 在报纸、
电视上露露脸， 顺带提升学校的
知名度。 校长的建议被姨娘她老
人家否了， 还将校长臭了一顿，
说咱都是教书育人的人， 别玩社
会上那套虚张声势。 那样搞， 这
钱就不给了。 姨娘还说设这奖就
是鼓励像她的儿女一样的孩子，
不需要记得谁的名， 只要记得努
力的方向就行。 校长脸红， 尴尬
不已。 她不管， 继续承诺： “我
的工资够我们老两口生活， 孩子
们以后孝敬我的钱， 我会继续投
到这里做奖学金。”

任性的姨妈一直牢牢把控自
己的人生方向 ， 不苟俗 ， 不趋
势， 执意活出自己的精彩。

□王晓 文/图姨妈的任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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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已离开我长眠地下多
年。 每每想起父亲， 和父亲一起
出现的 ， 还有村子里的那口老
井。 父亲和井， 井与父亲， 也不
知是父亲离不开井， 还是井依附
着父亲。 几十年过去了， 父亲和
井温暖相伴的影像， 依然在我心
头， 久久挥之不去。

斑驳古朴的井沿， 像时光矗
立在村中的一块丰碑 。 天还未
亮， 父亲就起床了， 第一件事，
就是担起水桶朝井走去。 此时，
父 亲 的 内 心 是 喜 悦 的 ， 身 体
渐 渐 活泛起来 ， 父亲甚至能听
见自己骨骼 “嘎巴嘎巴” 滑动的
声响。 他哼唱着乡间的小曲。 一
根扁担吊着的两只铁桶， 随着父
亲 行 走 的 节 奏 ， 在 肩 头 欢 快
地 跳 跃 ， 不经意间就会从左肩
移到右肩。

我生长的小山村干旱少雨，
水比油还要金贵！ 那时候打一口
井， 全凭村民自己的力量， 不仅
仅资金短缺 ， 而这又是个细活
儿， 并不是人多就行。

打井期间， 村上轮流摊派人

工， 每家都会抽出最棒的劳力。
为打这口井， 两个村民小队所有
的人都付出了最质朴最原始的力
量。 而父亲， 更是紧紧守护着这
口井， 像守护村庄深陷的眼窝，
像守护着和他血脉相通的儿子。

记得我12岁时， 有一天下午
放学回家， 看着已见底的水缸，

又抬头望一眼稍斜的日头， 整天
早出晚归忙碌着的父亲还不知什
么时候回来。 父亲太辛苦了。 我
一边在心里嘀咕， 一边把书包一
放， 背着母亲偷偷挑起水桶， 转
身出了家门。

一阵风似的跑到了井边， 我
把桶扣在辘轳上， 几下就把桶放

到了井底， “哗啦啦” 的水声从
幽深的井里传出来， 像鼓励我的
掌声。 我浑身都是力气， 把辘轳
摇得山响， 似乎想用这种方式，
来告知世上所有的人 ： 我长大
了， 我能为家里做事情了。 满满
的一桶水很快就被我绞上来。

望着清清亮亮的水 ， 我的
成 就 感 如 同 辘 轳 上 的 绳 索 般
深长悠远 。 或许是被胜利冲昏
了头脑 ， 在我打第二桶水的时
候， 却出现了意外状况， 桶没有
扣好， 掉在了井里。 我轻轻摇上
来的， 只是空空的井绳。 我趴在
井沿， 伸长脖子朝井里望去， 黑
乎乎的井里似乎深不见底， 什么
也看不见。

这可怎么办？ 我一屁股坐在
井台上， 心里绝望地想： 父亲以
后用什么来挑水呢？ 母亲又该多
心疼呀！ 我越想越难过， 不敢回
家告诉母亲。

纸终究包不住火。 “你这孩
子， 一点儿都不听话， 尽给我整
乱子。” 父亲训斥我。 我缩着身
子， 站在屋角一言不发， 心里也

后悔极了。 “儿子也是心疼你，
行了， 别训了。” 母亲过来解围，
她的话音还未落， 父亲已经转身
出了家门， 只空留他一个长长的
叹息围绕着我。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劳累
了一天的父亲， 让村上几个身强
力壮的小伙用几根绳， 把自己下
到井里去捞桶。 等父亲从井里湿
漉漉地上来， 身上很多地方都被
井壁碰伤了 。 我内疚了很长时
间。 此后， 我也吸取了教训， 干
什么事情都细致稳重起来。

不知哪一年开始， 那口老井
里的水慢慢变少， 直到有一天，
它彻底干枯。 就如同父亲衰老的
身体， 我还没有察觉到， 不经意
间， 它就被时光所夺走。 如今，
井房被拆， 井口也被石板压住多
年。 而父亲， 也离开我多年了。

父亲的墓地， 离井并不远。
当春风吹起的时候， 我相信， 一
定会有一粒草籽， 怀揣着温暖，
一路奔过去 ， 顺着石盖板的缝
隙， 安妥地落入井下。 黑暗中，
也能生根发芽。

□楚秀月 文/图父亲和老井

印象中， 季羡林先生是一
位国学大师 ， 对待工作 、 学
问， 有着坚韧的性格。 但我读
过先生的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
开始》 一书后， 认识到先生也
有柔情的一面。

这本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
开始》， 所选皆为季羡林百年
人生动情文章， 袒露不为人知
的情感秘事。 这里包括故园之
思、 父母之思、 痛悼师友、 人
生忆往述怀等。 深浅不一的回
忆中， 清晰再现了那些逝去年
代的人和事———衣钵相传， 恩
德无限； 斑驳的场景， 多舛的
人生……

季羡林的文字以真情为
胜，尤其是思念母亲的文字，更
具有催人泪下的感染力。“夜里
梦见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
想捉住这梦的时候， 梦却早不
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
次他回家听对面的宁婶子告诉
他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
出去不回来， 我无论如何也不
会放他走的！ ’”简短的一句话
里面，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悲
伤！ 他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
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他就会
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正是这份
深情， 让季羡林的文字打动了
那么多人。

季羡林多次以崇敬的心情
提到恩师陈寅恪， 以示对老师
的敬仰和怀念。 书中写到， 陈
寅恪先生讲课， 同他写文章一
样， 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
上 ， 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
释、 考证、 分析、 综合， 对地
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 读他

的文章， 听他的课， 简直是一
种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陈寅恪
去世26年后， 季羡林在一篇文
章中还写道：“怎样‘报’呢？ 专
就寅恪师而论， 我只有努力学
习他的著作， 努力宣扬他的学
术成就， 努力帮助出版社， 把
他的全集出全， 出好。” 由此
足见季羡林的拳拳报师之心。

国学大师吴宓是季羡林的
老师， 但却是一个特立独行、
倜傥不群而不为流俗所容纳的
人。 季羡林用简洁的文字， 勾
划出吴宓的音容笑貌： “先生
是一个奇特的人， 身上有不少
的矛盾。 他古貌古心， 同其他
教授不一样， 所以奇特。 他反
对写白话文， 但又十分推崇用
白话写成的 《红楼梦》， 所以
矛盾。 他看似乎严肃、 古板，
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
所以矛盾。 他能同青年学生来
往， 但又凛然、 俨然， 所以矛
盾。” 季羡林描述了一位当代
的有着魏晋风骨的高士， 而且
是一位活生生的、 值得崇敬的
可爱的人物。

读完全书， 感觉季羡林对
老师、 对朋友、 对家人的怀念
文字， 是他散文中的精华。 他
往往记述几件有意味的事情，
见微知著， 看出这些人物之所
以不凡， 总有着异乎寻常的人
格和品性， 从一般的人性展示
出名人的可钦、 可敬甚至可笑
处， 这是最具说服力的。

季羡林用他真诚的感悟与
思索， 激发着我们对真善美的
不懈追求， 这本书应该会带给
我们更多的共鸣。

□高中梅

季羡林的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