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冉厚听出了话音，来子这是跟自己叫
板呀。

来子一硬气，冉厚却有些瓤劲。嘿嘿
嘿，哥儿们，还在为圆圆生气？至于吗？
我说她是财务总监，那是高看她，至多不
过是个小会计，甚至说会计都高看她了，
只不过是个记流水账的人。像这样的人，
在北京一天我能找一车皮。

来子听到这些蔑视的话，也上来了倔
脾气。你北京人咋着？你有钱难道就高人
一等？我三癞子还真不认你这壶酒钱……
想到这里，来子鄙视地端详了一会儿冉
厚，那你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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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子趴在妈妈的床上痛哭流涕，他说

他不孝顺，让妈妈吃了苦受了罪。
妈妈感动了，儿啊，谁家的父母不是

望子成龙啊？谁家的父母能让自己的孩子
走歪门邪道啊……别哭了，你能回来，妈
妈的病全好了。

妈，我到集上买羊肉，买牛肉，买鸡
肉，再买几条大鲤鱼，我听说光吃猪肉不
好……

王妈妈由于吃素，身体缺乏营养，后
来精神又出现问题，就未老先衰。经过医
生的多次劝导，她又开了戒。儿啊，你在
妈身边我吃啥都香，攒着钱吧，盖个两层
小楼，得给你娶媳妇嘞。你爸瘸着个腿，
妈妈我一个妇道人家，唉，盖小楼只能靠
你自己了。就咱农村这风气，没有小楼，
你能娶上媳妇吗？别说……她想说圆圆，
话到嘴边停住了。

妈，我有钱让您吃好的。
王妈妈看到儿子学得这么懂事，本来

想夸奖几句，一出口却说道，苦了俺儿子
了。一句话，说得来子眼泪巴巴。

来子从集上用三轮车拉回来一车年
货，爸妈变着花样给来子做好吃的，小院
里香气扑鼻，欢声笑语。

来子一高兴，思维就更放开了，他开
始构思：既能孝顺爸妈，还能干出一番事
业……忽然，脑子里灵光一现，哈哈哈，
就这样，两全其美。他打起了刘老板的主
意……

春节那天，借着拜年之机，来子去了
圆圆的家。他和圆圆商量了一阵，便去见
刘老板。

爸爸，来子给您拜年嘞……他说，天
暖和了再教你钓鱼，现在他教你打游戏
……

啥？打游戏？那可是毁人的东西啊……
爸爸，你不能光听人家那样说，让来

子给你下载个，你试试……
来子下载了一个斗地主游戏，刘老

板，你在村子里斗地主，老是跟那几个人
来，不乏味吗？你试试这个，天南海北的
人都能来。

我想跟美国的人斗地主，美国人都是
地主，我斗斗美国人。

都能，你想斗斗日本人也中……不过
电脑上都是随机配桌的，得碰巧了。

那就碰碰……
刘老板打了几盘，渐渐熟练了，越玩

越高兴，忽然感到肚子里一阵抗议。来
子，斗地主过瘾了，喝酒。

刘老板今天如此高看来子，让来子很
激动，他不仅喝酒很实在很卖力，还一厢
情愿地把刘老板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刘伯
伯……

哎，叫刘伯伯多亲切，叫啥老板嘞？
以后就叫刘伯伯……

刘伯伯，你看在电脑上打牌多方便，
我看到一个资料，以后可能在手机上就能
打牌，那就更方便了。所以我断定，网络
游戏一定会异军突起……跟圆圆我们商
量，来子有些脸红，说话也有些不利索，
商量……在网络上建一个游戏平台，在咱
村办一所游戏培训学校，想请您投资……

啥？你这是歪门邪道……你没看电视
上的报道吗？我还听人说，打游戏就像抽
大烟，越打越上瘾。游戏毁了多少孩子？
你还办学校，你这是……

刘伯伯，那总不能因噎废食呀？
因噎废食？哈哈哈，你高中都没有毕

业，我可是大学生，要不是被错打成右
派，我早就是大学教授了，还跟我因噎废
食，在我面前拽洋词嘞……

来子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几乎要发

作，他看了看圆圆，又想到那句话，“没必
要来子”……

刘老板也看了看圆圆，忽然觉得自己
的话太重了，嘿嘿嘿，来子，你想赚钱是
对的，刘伯伯我平反之后当老师，觉得太
清苦，就停薪留职下海，你看看我现在
……要不然你就在我的预制厂当个副经
理，拿着工资，还可以去钓鱼……来，来
子，喝酒。

还去给你钓鱼？你这是私人订制啊，
还不是等于把我卖给你啦？来子觉得这酒
又苦又辣，一杯酒没喝干，便要回家去了。

圆圆把来子送出家门，你不用担心，
我再跟我老爸说说，他现在依靠的就是
我，一定会同意投资的。圆圆返回屋子
里，看到爸爸一个人很是落寞地喝酒，便
坐了下来。

真是不懂规矩，今天我推掉了两个酒
场，跟这个小毛孩子喝酒是给他天大的面
子，嗨，走了。刘老板气咻咻地端起酒
杯，一饮而尽。

圆圆开始想给来子打圆场，又一想，
那不是给老爸火上浇油吗？爸，我把妈喊
过来，俺俩陪你喝两杯？

就会说些没用的话，你妈滴酒不沾。
刘老板说着，这就拿酒瓶给自己倒酒。

圆圆快速拿起酒瓶，爸，我给您倒酒。
那咋咋不给爸爸倒满嘞？
爸，少喝一点，对身体好。
刘老板有了笑脸，端起酒杯抿了一

口，还是俺闺女……
爸，圆圆端起酒杯，春节了，我敬您

一杯，祝爸爸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说
罢，便干了一杯酒。 （未完待续）

来 子（连载）

□ 枣红马

父亲在八十四岁那年的夏初，永远地
离开他的满堂子孙，已是三年了。现在每
每想起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常常懊
悔不已。

屈指算算，在与父亲相处的几十年
里，说过多少句话是能够数得出来的。这
原因无外乎三点：一是打我记事时起，父
亲给我的印象总是严厉的，我怵他，所以
是从不主动和他说话的；二是父亲不怎么
做家务，我们兄妹五个，吃喝拉撒全由母
亲担着，母亲有时忙不过来，免不了唠叨
几句，父亲爱面子，觉得有失尊严，于是
就动了粗口。大家知道，小孩子是往往向
着母亲的，所以就很记恨父亲。一记恨，
就不怎么搭理父亲了；三是觉得父亲不顾
家，不疼爱我们。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干
部，那时我们村是公社和县里亩产过“长
江”的典型，为了保持先进，几个村干部
那可是摽上了。春天怎么播种，夏天怎么
管理，秋天怎么收获，冬天怎么积肥……
总之，从摇耧撒种，到放磙扬场，事无巨
细地全操着心，白天领着干活，夜里研究
工作。就是吃个饭，也要端着碗到饭场上
去，很少有与家人坐在一起说话的时候，
更别提照顾关心我们了。记忆最深的是收
红薯季节。一块地的红薯刨出来了，村干
部领着一百斤一堆地用秤分好，然后按人
六劳四分配到户。有的户工分多人口多，
能分几十堆。我家工分少人口多也能分十
几堆，像猫屙屎一样从地这头数到地那

头，看着心里都发怵。因为分得多了很作
难，要把一块一块的红薯削成片，再一片
一片地摆在地上等着晒干，真能把人累个
半死。别人家分了红薯有男劳力削片，而
父亲只能把全村的分完才能回来干自家的
活，这时候，周围的空地都被别家摆上了
薯片，我家再削的薯片就只能用筐子端到
很远的麦地去摆，弄得整夜都睡不了觉，有
时干着干着就栽猛（意为打瞌睡），恨不得躺
在土窝里就睡。为啥是这样？想想又赖在
了父亲身上，就更不愿意和父亲多说话了。

时间长了，好像与父亲有了“仇”，父
亲说什么我都不听，因此我没少挨父亲的
打。那一年大年三十，大雪封门，邻居们
都到我家请我父亲写春联。多年来，整个
村子就没几个识字的，每家包括生产队的
春联都是我父亲写，父亲为了锻炼我，好
让我接他的“班”，就让我上手。结果我一
搭手就把一个很简单的字写错了，这下惹
恼了父亲，父亲脱下鞋就朝我屁股打来。
当时，我一下蹿出屋外，父亲也追了出
来，我急中生智，把鞋甩掉再跑，目的是
让父亲心疼。父亲脱鞋打我是为了让我
疼，教训我长记性，让我学好。我脱鞋是
为了让父亲疼我，我以为他一心疼就不追
了，而且会软下来说：“好了好了，不打
了，回来吧回来吧。”谁知父亲并没有“投
降，”追是不追了，可并没有喊我回去。我
约摸着要是再跑，他会撑不住，会“求”
我回去。谁知及至跑出了村，也没听见父

亲喊，我委屈得大哭，心想父亲八成不要
我了，我还在这个家干什么？跑吧。出了
村往西，不远就有一条南北路，据说顺着
那条路能走到商丘市，商丘市有个火车
站，爬上火车，想上哪去上哪去。我就跑
啊跑啊，跑跑回头看看。还是希望父亲追
过来，叫一声乳名，说一声别跑了，回来
吧。我就会乖乖地走回去。可是只见白茫
茫的雪，哪有一个人影儿？路边有一行
树，我知道树左侧是路沟，树右侧是路，
树就是我的参照物，我就顺着树的右侧
跑。大约跑了七八里，我的脚被冻得麻木
了，就拐到了肖店村的打麦场，那里有个
麦秸垛，我扒开雪，拽下一堆麦秸，把自
己的腿埋了进去，那可真是暖和啊！终
于，几个邻居找了过来，我问，“是我大
（方言，我们那一带称父亲为da）托你们来
找我的吗？如果是，我就不回去。”其中一
个应叔的说：“你和你大真是一对别筋，怪
像爷俩，叫他说准了，他说了，千万别说
是我叫你们找他的，如果说是我找他，他
不会回来的。今天我偏实话实说，就是你
大让找的，你愿回就回，不回拉倒，看谁
受罪！”说着，就把我的一双鞋扔过来。

还说什么呢，我当时就乖乖地跟着走
了，只是，我与父亲的隔膜又厚了一层。

我和父亲说话较少，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除了吃饭那一会外，我很少出现
在家里。冬春两季，我要下地拾粪；夏秋
两季，我要下地割草。晚上呢，因家里房

子窄狭，铺不下床，冬春我得去村里的牛
屋滚草窝，夏秋我得去打麦场上的麦秸垛
旁寻阴凉。到上高中时，没有了生产队，
自然也没有了牛屋和麦秸垛，周日回家拿
粮，我也是去柱叔家与他打通腿，和父亲
基本上不怎么照面儿。

后来，我一直在外面上学和工作，和
父亲说话的机会就更少了。

由于自知对父亲亏欠太多，所以在他
病重住院的日子里，兄妹们轮流值班，而
我除值自己的班外，每天还都会守在他的
床旁，除尽孝外，还想跟他多说几句话。
也许是历史形成的原因，我们之间，总是
话很少很少。

一天，他看病房里就我们两个人了，
就突然问我：“小，你说咱俩谁的身体好？”

我说：“当然是您身体好了！你看我，
这年龄就得腰椎间盘突出了，这疼那疼
的，净毛病。”

谁知父亲马上黑了脸，闭上眼睛，再
也不说话，看着他眼角淌出的一滴眼泪，
我一时无所适从了。

一连几天，父亲给谁都不怎么说话了。
当医生的妹妹终于看出了反常。她把

我叫到走廊上，问：“哥，那天你给咱大说
啥了，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呢？”

我惊诧，急道：“我没说别的呀，就是
夸了他的身体比我好，有错吗？”

妹妹一下来了气，发火道：“亏你还是个
耍笔杆子的人，怎么这么不善解人意啊！”

这一提醒，我一下悟出了我说了一句
多么幼稚的话，旋即奔向屋里，伏在床
旁，抓住父亲的手摇晃着，哽咽说：“大，
大，你放心吧，我的身体比你的好，比你
的好，你看，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父亲已经不能搭话了，两眼只是紧闭
着。我握着的手，也慢慢变得冰凉了……

和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 万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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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
世界最可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

为“今”最容易丧失，所以“今”最为宝贵。
你若爱过去，就应当爱现在。昨天不能唤回来，明天

还不确定。你能够把握的就是今天。因此，可以说今天一
天，当明日两天！

时间这个东西，不能因为你珍惜它在人间留恋。刚刚
说它是“今”，它早已风驰电掣一般成为过去了。茫茫宇
宙，无时无刻不在流转。今日的我，不要糊糊涂涂过日
子。只有抓住今天，才能创造明天。

有人说，时间只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其实，过去
未来皆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所有
的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面。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
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凭
现在将其接连。这就是“今”最为宝贵的道理所在。

时人分厌今、乐今二派。厌今的人是复古派，认为今
不如昔，现在的一切不如以前。乐今派不想过去，也不希
望于未来；把今天可以努力的事情搁置不谈，养尊处优，
安乐偷闲。

厌今是人类的通性，身陷其境。随着一种失望的观
念，觉得现实可悲，可怜；仅仅回想过去，沉溺于虚无缥
缈的虚幻，空耗努力的时间。而乐今是一神惰性，须进一
步了解今天可爱的道理。千万不能不求进取，乐而无为，
乐而忘怀。厌今的人开口闭口都说现在的社会如何黑暗、
如何卑污、如何祸患。要知道现在的一切都是过去遗留的
宿孽，断断不是今日所来。

茫茫宇宙，大千世界。永远由过去、现在向未来奔
流。今日的我，我的生命永远顺着时代的潮流向前奔流、
扩大、继续、进转而发展。所以说，我就是动力，生命就
是流转。

总而言之：吾人在世，既不可厌今而徒思过去梦想将
来，以耗淡今日之努力；也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今
日之努力以谋将来的发展。每一个现实的人都应当面对今
日，创造明天。须知，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
因而，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面对现实，努力奋进，
为后人创造更大的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展、传
袭至无穷极。这就是“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崇高境界。

春去春来，花开花再开。只要你今日努力，就会有对
昨天甜蜜的回忆，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之赞
□ 程玉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父
亲已经去世五年了，在父亲去世五
周年的忌日，我站在父亲的坟前缅
怀他，父亲生前的往事就像发生在
昨天一样，一慕慕浮现在眼前。

父亲 22 岁就开始从事教育工
作，先后在家乡及附近乡镇的学校
任教师和校长，1970年开始任家乡
公社的中心校长，这一干就是 18
年，直到退休。

他工作非常认真，担任中心校
长期间，一有空就骑上自行车到各
个学校检查指导工作。记得有一年
伏天，雨水特别多，眼看就要开学
了，老天爷又下了一场暴雨，父亲
担心学校的房屋安全，就逐村逐学
校去检查。有一天父亲去了梁老家
小学，到了半夜还没有回来，天下
大雨，一家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全，
天刚明母亲就安排三哥和我去学校
找他。我们步行近十华里来到村小
学，看到浑身沾满泥水的父亲正和
学校的老师们在维修教室……

在邻居的眼里，父亲是个有文
化、懂大道理的人，大家都很敬重
他、信任他，邻居中谁家有个不明
白的事都好找父亲问一问，有外边
来了信找父亲看一看。父亲身为中
心校长，在我们家乡也算是个有名
望的人，父亲虽然常常面带严肃、
不苟言笑，但他却是一个宽厚善良
之人，对亲友热情大度，从无慢待。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家里
买了一台 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于
是一到晚上我家就热闹开了，左邻
右舍的老少爷们都来会我家看电
视，父亲让烟让茶热情招呼着，母
亲则在一旁拉板凳擦灰尘。大家在

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家常，或议论电
视里的情节，非常开心。直到所有
电视台结束了一天的节目，邻居们
还要再说笑一阵才满意而归。

对左邻右舍热心，父亲对子女
更是疼爱有加。记得我在八九岁的
时候，患上了黄疸性肝炎，那时候
医疗条件差，没有好的医疗技术和
药物，先在乡卫生院看了几次，没
有明显好转，人也变得又黄又瘦，
父母都非常着急，父亲就四处打听
哪里有好医生，哪里有治疗黄疸肝
炎的偏方，得到消息，父亲就会骑
上自行车带着我去看病。听说杜集
卫生院有位名医，是部队军医转业
的，医术高明，父亲就找他给我治
病。后来，又听说界沟有位土郎中
有祖传秘方专治此病，又连忙带我
去这位郎中的诊所。记得那是下午
去的，等在诊所看完病返回的时

候，天已经黑了下来，父亲骑着自
行车驮着我，小心翼翼走在乡间小
路上，夜幕下已经看不清前面的
路。走着走着不幸发生了，在一个
村口的路边上，一条大狗扑了上
来，父亲连忙护住我，狗猛地一口
咬在父亲的腿上，顿时鲜血直流
……这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在父亲
的关爱和努力下，我很快战胜疾
病，健健康康地回到学校。

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日子里，还
有很多故事和经历，一件件、一段
段，都令我难以忘怀，令我感动。
父亲身材瘦弱，常患疾病，但他始
终为这个家操劳，是他支撑着这个
家，让我们都能健康地成长，愉快
地生活。如今，再也看不到父亲严
肃的面孔，再也听不到父亲的谆谆
教诲，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刻印在
子女们的脑海里。

清明时节忆父亲
□ 朱尚敬

亲 情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的
红

您是南湖红船的红
您是鲜血染成的红
虽然历经无数春夏秋冬
您永不褪色，永远年轻
永远飘扬在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上空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的

红
在大漠，在草地,在凛冽

的北风
在千里雪飘，在万里冰

封
在饥寒交迫的时刻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
在每一场鏖战的血雨腥

风
我看到了您坚强的红
我看到了您不屈的红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的

红
那镰刀，那斧头
穿过一个个悲怆的黑夜
迎来一个个璀璨的黎明
您镌刻了中国厚重的历史
您捍卫了华夏五千年的

文明
在朝阳里熠熠闪烁
在晨曦里翩翩舞动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的

红
您是八角楼上的灯火
您是“十送红军”的歌

声
您是爬雪山前的那碗辣

椒汤

您是过草地时的那碗野
菜梗

您是天安门前载歌载舞
的胜利

您是老百姓常常念叨的
“大救星”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的
红

您是东方升起的太阳
您是改革开放的春风
您是鳞次栉比的楼群
您是工厂里机器的轰鸣
您是新农村建设的舵手
您是老百姓幸福的笑容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的

红
您践行着“一带一路”

的构想
您砥砺着“两个一百

年”的征程
中国力量正在崛起，中

国速度正在形成
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经

济总量逐年攀升
光电信息、智能机械、

生物工程
高新区、航空港、神舟

飞船遨游太空
在亚洲东部，在太平洋

西岸
在全世界,都能听到雄狮

的吼声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

的红
您是中国革命的引领
您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
您是华夏儿女不忘初心

的中国梦

党旗啊，我深深爱着您的红
□ 孙 琰

远方的燕子飞回了家
湖边的柳树发出新芽
阳春三月又见桃花
你看春天她又来了，又

来了
我寻春来到郊野外
看到一地春海棠
唯有陶令偏爱菊
世人谁不爱红妆
我寻春来到小河旁
看到那鸳鸯排成双
鸳鸯已知河水暖
欢乐嬉戏捉鱼忙

枝头的鸟儿叫喳喳
放飞的风筝追彩霞
风吹梨花雪飘下
你看春天她又来了，又

来了
我寻春来到田野中
闻到迷人的菜花香
勤劳的人知春来早
趁着春风农事忙
我寻春寻到心坎上
东方风来春浩荡
青春做伴勤努力
莫让韶华负春光

寻 春
□ 曹思航

平湖广袤好春光，水泱泱，树高昂。百鸟争啼，艇舸竞
飞飏。堤岸海棠花绽放，风摆柳，草添香。

仙桥九曲接长廊，客如墙，阅鱼翔。绿地歌台，狂舞一
双双。更有健身红步道，晨练者，喜洋洋。

江城子·春到商丘日月湖
□ 张存元

清明总是被小雨湿透
麻雀叫醒了一树梨花
母亲睡着我悄悄起身
我要小别郊外的庄稼

麦田集结好等待起飞
油菜抖动嫩黄的枝丫
最是河畔相思的垂柳
轻轻抚平脚下的喧哗

坐在飘香的包子铺边
拿一本莱蒙托夫诗选
当代英雄深邃而孤独
酷似卷入飓风的船帆

装好父亲留下的纸笔
竖直横平刀刻的骨力

金农的漆书斑斑驳驳
原来碑帖是鲜活记忆

母亲胡乱加重着行囊
不知道羊城美腿琳琅
书籍与被褥打包邮寄
可惜荆芥种不到南方

清明来了父亲不再来
黄河依旧雄浑而平静
清明是我每年的父亲
父亲是我低泣的清明

这个清晨我又要离家
海边有我湛蓝的牵挂
不知道还能回家几趟
梨花是否能抚平泪花

清 明
□ 宋立民

惊 蛰
春风始化雨，
万物感新雷。
轻寒还舒柳，
微暖已放梅。
枝头黄莺啼，
檐前紫燕回。
光阴不我待，
天时人事催。
作为须及早，
莫要悔春归。

把酒邀东君，
共春干一杯。
春分踏青

春半景色好，
最宜郊原行。
紫蝶花间戏，
黄莺柳上鸣。
天净白云悠，
日暖和风轻。
共此物华长，
何计功利名。

诗二首
□ 常风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