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家看爸妈
□郭之雨
车窗外，八月的风，穿过路边藤蔓，无数叶
片翻腾，尔后听到大片田野，哗——
—那绿，海浪
样，愈发深邃。
我想要的，无非是，每个周末，即使下雨，也
会开上车，慢慢靠近我的家园。
多少个朝朝，多少个暮暮，也不及此刻我的
心情。 而时间又是不紧不慢，妈妈恰好站在门
首，眺望着门口这条水泥路的尽头。
妈妈很有耐心，等我下车，等我抬脚走，才
“
俩孩子呢？ ”我说补课呢！ 爸爸突然站到我
问：
面前，突然开口说：
“
你也该补补脑了。 ”我说你
要不高兴我就走，爸爸黑乎一张长脸，大声说：
“
你敢”?
此时，妈妈却是笑着的。
在爸妈看来，无论怎样，这是一周里最美好
的时光，我何尝不是?
爸妈住的地方，是六间房的老宅，因为就我
和妹两个女儿，翻盖新房时，只盖了三间，另外
三间空宅，被爸爸梳理成一畦畦平整的菜地，菜
地春夏秋三季花事不断。 只一眼，那些红红绿
绿的菜蔬，就被人喜欢的不行。
爸爸先让我看他种的名叫荷花令的仙人掌
类，扁平细长的茎顶端顶着一朵硕大的花苞，还
是上个礼拜天看见的那个一朵小火焰样的花
苞，以为早开过了，却长到这么大，迟迟不开。妈
妈惋惜地说长了这么长时间的苞，花就开一天。
爸爸说等开花时我给你打电话。 爸爸又说，荷
花令开的应该像荷花。
然后爸爸又让我去看他引以自豪的茄
子，紫茎，墨绿的几片叶子，植株不大，却有好
几棵都垂着一颗紫色的长茄子， 一直垂到了
地上，鲜嫩水灵。 两畦土豆也很旺盛，每棵下

面的土都被拱起个包，可以想象一堆小土豆正
在下面干啥。 豆角黄瓜生菜绿豆小葱韭菜山药
南瓜的秧，已经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长到了合
适的大小，在它们身上，时间的赠予最明显也
最快捷。
我和爸爸在菜园转悠的空当儿， 房顶上已
是炊烟袅袅，房里有气有电，但妈妈更喜欢烧大
锅睡土炕。
鱼头汤小火慢炖，片老豆腐于内，看它们在
水花里毫无遮掩地热烈。 知道我来，昨天地里择
了一兜毛豆，也顺便蒸上吧。
我摘了两颗青椒，拽开烧火的妈妈，放到灶
堂里烤，到焦软，蘸着自制的黄豆酱，肆意妄为
的草木清香在肺腑里蔓延，顿觉人生之乐，莫过
田园美妙，这种馨香，自小在齿舌间萦绕，砸吧
砸吧嘴，都是家的味道。
妈妈恨食，做了那么多，吃的这么少，妈妈
没说话， 爸爸开口了，“一句老话， 吃不了兜着
走，下次不是四口一起来，你也别再来。 ”
这是爸爸说的话吗？ 确实是。
爸妈从去年开始种果树， 有柿子核桃花椒
山楂等，其中一棵柿子树上长满了小柿子。 长这
么大第一次看见绿色的小柿子， 它们也是第一
次看见我，所以彼此都很兴奋，都觉得对方就长
这个样子啊？
爸爸说等以后种不动菜了， 这里就改成果
园了。 我没回头看爸爸，但我知道，时间正在分
分秒秒的分离着我们所有人。
光阴不会为谁停留， 我也不会让光阴白白
来过， 我今天在爸妈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汲取
温暖，假如爸妈永远不老，我就有足够的时间，
享受许多这样的天天。

父亲与果树
□吴兴华
父亲一辈子的嗜好， 就是爱与果树打交
道，有着深厚的感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家在桂花坪修建
了两间土墙房子，搬到新家的第一件事，父亲
就在房前屋后栽满了果树。 屋前原来是一片荒
草地，一条小水沟横穿而过，父亲顺沟边栽了
二三十棵李子树，李子树离横沟不远，根系不
缺水，没有受到夏旱的威胁，不几年工夫，一棵
棵李子树长大到碗口来粗，枝繁叶茂，一到三
月中旬花开时，犹如一夜飘来三月的雪，引来
了蜜蜂，迎来了赏花的小鸟。 每到李子成熟的
夏季，远来近处的大人细娃纷至沓来，说是来
歇凉，其实来饱眼福和口福，父亲的热情好客
热闹着春夏秋冬的家园。 屋后原来的一片茅草
坡，父亲也栽满了柑橘、苹果树。 只要一走进半
山腰的山包，就会看见我家的周围，繁花似锦，
犹如一个花的海洋，一个绿茵茵的生态观光果
园。
就因我家院子里周围果树多，一些鸟雀不
请自来，院子里一下子就成了鸟的天堂！ 树杈
上，房檐下，墙孔里，瓦盖口随处可见鸟窝。 麻
雀、 燕子等鸟儿常年在院子的上空翻飞盘旋，
鸣叫嬉戏。 就在这绿树掩映下的农家小院里，
我度过了烂漫的的童年和少年。 摘李子，摘苹
果，吃橘子，掏鸟窝，在树林里捉迷藏……房前
屋后的每棵果树，都有我攀爬的痕迹，记录着
我童年和少年的快乐时光。
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哪日，家住外乡的二
姑来我家， 一走到她熟悉的路口就迷路了，忙
向一位过路的村里人打听，村里人笑着用手一
指， 告诉她前面果树把院子包围着的那家就
是。 七八年未来过的二姑很快就找到了。 父亲
听二姑讲了此事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没想到，
栽的果树竟然成了我家的住宅标志。 在父亲眼
里，果树就是我家的
“摇钱树”。
1982 年包产到户， 农民对土地有了自主
权，父亲抛开思想包袱，把家里较远的三亩承
包地全栽上了柑橘树，建起了一个小果园。 一
株株幼苗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 父亲
就是用这三亩柑橘树维持生计， 养活了一家

人，供我们三姊妹上学读书。 父亲爱树，胜过爱
自己。 浇水，施肥，锄草，修剪，喷药，每道工序
从不懈怠， 打理得丝丝入扣。“种树者必培其
根,种德者必养其心”。 冬闲雪花飞舞的时节，
父亲也不停歇，顶着寒冷风在每棵树下挖出尺
多深的坑，填上猪牛粪和秸秆作底肥，这种独
家发明的施肥方法很有效，第二年挂在枝头上
的柑橘多不掉果，挂在枝头上成熟的果又大又
香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近六十的父亲又积
极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 父亲强拉着我一
起找到村社干部，要求承包村子里的几十亩荒
山荒坡。 签订合同的第二天，父亲又早出晚归，
买种、育苗、栽树、护树……一年四季，沾满泥
巴的解放鞋不知道换了多少双。 就这样，日日
栽，月月栽，年年管，荒山变成了一片苍翠的绿
色果园。
如今， 八十一岁的父亲陪我行走在果园
里，身躯犹如果园外那棵饱经风霜的大青松一
样硬朗，满面红光的脸就像成熟的树枝上一个
个挂着的红柑橘，焕发着童颜的光彩。 看着满
园挂满枝头的果树， 看着行走刚健的父亲，我
突然间觉得，父亲虽然老了，但他与果树结缘
一生的痴迷精神，仍是我们儿女心目中效仿的
榜样，一辈子不能丢弃的勤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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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 我没有考上
理想的高中，于是，我只好回到
家里帮父母干农活。
家里除了种七八亩粮田
外，还种了三四亩蔬菜田，一般
都是春种萝卜、 莴苣； 夏种冬
张 瓜、茄子；秋种青菜、芫荽，冬种
志 香葱、 大蒜等等。 我回家的时
松
候，正好赶上冬瓜上市的季节，
因为母亲身体不好， 我只好和
父亲划着载满冬瓜的小船到离
家一百里外的盐城乡下去卖。
到了盐城的一处乡下，天
色已晚， 父亲就叫我到后面的
船棚里休息，他自己则生火做饭，那时候，没有煤
气罐，带的是泥土灶，父亲就小心翼翼的把夹舱里
的泥土灶搬出来放到船头，然后，又从夹舱里取来
了一捆柴草， 开始生火做饭来了， 草草地吃过晚
饭， 或许是白天行船太累了， 我一头刚倒在船篷
里，便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天刚刚蒙蒙亮， 父亲就催我起
来，叫我守船，他自己则挑着担子，打算挨家挨户
的去卖，我起来的时候，码头上有一个头戴方巾的
年轻女人正在洗衣服，看到我从船篷里出来，随口
问了一句：“
是卖冬瓜的吧！ ”我说：
“
是的。 ”说着，
我便坐到船头，等着有人来买冬瓜，没多久，父亲
回来了，看到空担，我就知道父亲空担里的冬瓜都
被人买走了，心里好生高兴，便准备帮父亲往担子
里放冬瓜，刚用绳子兜起一只冬瓜，这个时候，天
空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忙放下冬瓜，赶紧躲
到后面的船篷里躲雨，父亲呢，也立即挑着空担上
了船，和我一样，钻进船篷里躲雨去了，透过茫茫
的雨雾， 我忽然发现码头上的那位头戴方巾的年
轻女人抱着还没洗好的衣服， 急急地跑上岸躲雨
去了。
这时候， 雨越下越大，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父亲蜷缩在船篷里，叹了口气，说：“唉，这雨下
了，生意没法做了，早饭也做不成了。 ”说到这里，
父亲便望着我，说：“咱们先继续睡觉，等雨停下来
再说吧，”我听了，连忙躺了下来，船篷里空气混
浊，雨打在船篷的声音让人心烦意乱，我根本就睡
不着，不知不觉的两三个小时过去了，雨还在继续
下，有时候还夹带着狂风，差点儿把船篷掀翻。 不
知不觉的又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雨仍然还在继
续下，只是不像刚才下得那么猛了，时而大，时而
小，这会儿，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想生火
做早饭，做梦去吧，柴草早就被雨打湿了，怎么生
火？想上去买吃的，可这儿是乡下，居住分散，有没
有卖早点还不知道呢。我无聊地望着棚顶，有点儿
心神不宁，不一会儿，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正睡得昏昏沉沉， 忽然听到岸上有个熟悉的
声音：“船上有人吗？ ”不会是来买冬瓜的吧，我忙
推醒父亲，父亲醒来后，连忙睁开惺忪的眼睛，说：
“
谁呀？ ”还没等岸上的人回答，我忙掀开草帘，循
着声音看去，茫茫雨雾中，只见一位年轻女子穿着
雨衣站在码头上，手里好像端着什么东西，仔细一
看， 这不是大清早在码头边见到的头戴方巾洗衣
服的那位年轻女子吗？于是，父亲穿着雨衣从船篷
里爬出来，跑到船头，问那位年轻女子说：“你是来
买冬瓜的吧。”年轻女子听了，摇了摇头，说：
“我不
是来买冬瓜的，我是给你们送饭来的。”父亲一听，
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
“
你刚才说什么？给
我们送饭来了？ ”年轻女子笑着说：
“是的，这么大
的雨，你们父子俩肯定无法生火做饭，饿了大半天
了，滋味儿肯定不好受吧，这不，我就给你们送饭
来了。 ”说着，年轻女子就把手上的饭盒递到我父
亲手里，父亲接过饭盒，感激地说：
“
谢谢，谢谢，太
谢谢了。”有点木讷的父亲一个劲地除了说声谢谢
外，他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感激之情。
我和父亲吃饱后，很快就有了精神，没多久，
雨停下来了，年轻女子来到码头取饭盒，我把饭盒
递给她后，便拎着一只大冬瓜执意送到她家里去，
年轻女子急了，说：“我家里有冬瓜，好多呢，你就
不必送了。 ”旁边路过的一位中年女子突然接腔，
说：“
昨天她刚从娘家回来，家里哪有冬瓜啊？ ”我
听了，心头顿时一颤，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虽然这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可我到现在
仍然一直忘不了， 就像发生在昨天， 越来越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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