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之后，如果没有一场秋雨，
总让人觉得没有走出夏日的蒸烤模
式。也许是在清晨，也许是在晚上，
不需要电闪雷鸣的陪伴，趁着大家都
没有留意，秋雨就那么静悄悄地来
了，它把清凉带来，也把秋天的大门
打开。秋雨，分明就是秋天的第一张
名片。

秋天的雨，带来的是清凉惬意。
一场秋雨一场凉，从第一场雨开始，
暑气慢慢消散，静下心来，仔细聆听，
你会听到田间草丛中的那些蝈蝈、蟋
蟀，每天都在尽情高歌，这歌声带给
人们的不再是浮躁，而是感受到天地
万物对生命的热爱。

秋天的雨，像一个魔术师，它一
来，就把残余的暑气扫除得干干净

净。它还随身带着一个有魔力的喇
叭，轻轻吹上几下，就把天上的云彩
也一朵朵吹得散开了。秋雨过后，你
抬头看天空，夏天的浓云早已悄然不
见，古人所说的“七月八月看巧云”，
也就是这个意思。那散开的云朵，让
人忍不住思绪翩翩，也难怪有人用少
女的心来形容秋天的云。大约因为
少女的心最富于幻想，像秋天的云一
样飘忽不定。少女的心，也最天真纯
洁，像秋天的云一样明丽爽朗。

秋天的雨，把诱人的芬芳藏在每
一个小水滴里。不信你看，苹果红彤
彤，梨儿黄澄澄，红枣脆又甜。石榴
婆婆的宝宝满屋坐，就快要把屋子挤
破了；红柿子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喜
庆的灯笼；葡萄沉甸甸压弯了藤蔓，
分明就是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
累累果实，经历了秋雨的滋润，成熟
的味道一天天浓郁起来，样样都令人
垂涎欲滴。

秋天的雨来了，就像打翻了一桶
五彩缤纷的颜料。最容易被颜料浸
染的就是树叶，银杏树的叶子变黄，
枫树的叶子变红；秋雨播撒给田野的
是一片金黄色，农民们沉浸在丰收的
喜悦中；秋雨让天空变得湛蓝，云朵
变得雪白；最懂得向秋雨表达感恩的
是那些迟开的花朵，它们正在风中频
频点头，向秋雨致意……

秋雨缠绵，雨声潺潺，若无闲事
挂心头，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可以
睡个长长的懒觉，可以临窗听雨，可
以伴着雨声开卷读书，可以和好友结
伴秋游，也可以和家人包顿饺子，喝
点小酒，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丝丝缕
缕，琐琐碎碎，都是秋雨中流淌的风
景，雨丝缠绵，微熏着秋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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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风，无意地轻击着打蔫的树
叶，世界宁静与安详。父亲的形象，越发
清晰，越发逼近。
那个炎热的七月，我拿到了梦寐以求

的师范录取通知书。喜悦地高擎着那张盖
有鲜红公章的纸张，乡村的小路，被我的脚
步火速地丈量。目光所及，满眼都是乡邻
的微笑。“老徐——恭喜哦，两个儿子都跳
出农门了！”村民们的道贺，对父亲来说，绝
不亚于地里的粮食多收了三五斗。
一切为进城读书准备着。迁户口、做

新衣、筹学费、置木箱。
日子在清贫中漫步，愉悦在张望里靠近。
那时交通不便。每天，家乡通往城里

的客车仅有一趟。父亲怕错过入学报到，
决定提前一天前往学校。天还没露出鱼
肚白，我和父亲已在崎岖的路上缓慢而
行。父亲扛着新打制的木箱——里面塞
满了我的各种日常必需用品；我则提着网
兜，里面装着一些衣裤和几本与学习关系
不大的小说。到了镇上，父亲敲开一家店
铺，他以买一盒低劣的香烟为缘由，向店
老板打听客车情况。得知还有一个小时
客车才经过，那些唱了四十多年的“乡村
流行曲”便在父亲的嘴里哼起，但他压低

了嗓门，知道这里不是他随意抒情的乡
下，还有很多人在酣睡呢。

随后客车缓慢地到达了城里的汽
车站。
“学校接待处”的牌子吸引着我们前

去。得知我是新生，负责接待的同学把我
和父亲以及携带的东西一一送上宽大的
货车车厢。把东西放于车厢最前端，我们
坐在木箱上，等待货车的启动。父亲的目
光，疾速地扫视我们的东西，他生怕刚才
人多，东西会落下。木箱在，我手里的网
兜在——父亲放心了。他的目光开始打量
着这个偌大的城市，有些新鲜，有些陌生。

学校其实在乡下。货车在城乡间穿
越了近半个小时，我们还没有到学校。原
本安静的车厢，陡然有些躁动，抱怨声开
始蔓延，如铁锅里滚烫的水。“你是来读书
的，要安安心心读书，别没事往城里跑！”
父亲叮嘱我。

前面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货车来
了个大颠簸，我的手不自觉地松开网兜，
顺势扶着车厢的栏杆——我的一本书掉
到了公路上。“我看见你的书掉了。”父亲
眼尖，我默默点头。父亲迅猛地直起身
子，用力地敲打着驾驶室的顶棚——他想

让师傅停车，捡拾起我的那本书。或许敲
击声太小，抑或师傅听力不佳，货车碾过
那段坑洼，加速朝学校奔去。父亲只得高
呼，“停一下——停一下——”，纵使父亲
喊破了喉咙，货车依然没有停止前行的迹
象。“算了吧，一本书，无关紧要的。”我阻
止父亲。那是一本好友送给我的毕业礼
物——一本与青春爱情有关的小说。“读
书人，怎么能随意落下书呢！”父亲驳得我
哑口无言。
“你守好东西在学校等我，我下车去

捡书。”父亲见货车即将爬行一段陡坡，车
速定会缓慢，决定下车捡书。我再三劝说
父亲，安全要紧，一本书不值得这般做。
父亲没有功夫与我辩驳，他移步到货车的
尾部，趁着货车换挡，跳到了公路上。虽
然车速减缓，但因为惯性原理，父亲依然
摔了趔趄。货车“吱嘎”一声，停了。满脸
络腮胡须的司机跳下车，骂爹骂娘地给父
亲一顿教训后，让父亲快速上车。
父亲把那本书递给我——崭新的封面

分布着斑斑血迹。原来，父亲在刚才下车
时，右手背被车栏上的一颗螺丝刮了一条
口子。父亲左手使劲地攥紧右手背，抑制
更多的鲜血浸出。我提议叫师傅停车，找

个最近的诊所包扎一下。父亲阻止，他说
不能为了自己的小伤口，耽误同学们到
校。我立马从网兜里掏出粗糙的卫生纸，
快速地擦拭父亲手背上的鲜血。
学校到了，我建议他到学校医务室去

处理一下伤口，我一人守着东西。他却一
意孤行，总说自己的伤口并无大碍，把我安
排好，趁早返回城里的车站，坐早晨那辆客
车回去。父亲的右手背已经不再流血，只
是那个1厘米长的伤口，让我悲从心生。

报到注册后，父亲到寝室为我铺床。
时间紧迫，父亲把我安顿好，就坐上那辆
返回城里的货车。临走时，我再次劝说父
亲回家后不要忙着干活儿，先找个医生好
好上些药，等伤口痊愈后再干也不迟。父
亲没有言语，他瘦弱的身躯很快模糊在我
的视野所及。
第一次远离父母，国庆节我依然选择

回家。到家时，母亲正给猪喂食。“爸爸
呢，他的伤口好了吗？”“唉，好端端的一只
手，现在留着一道疤痕。”母亲说，父亲不
愿意去诊所上药，就忙着下地干活儿，没
有处理伤口导致感染，腐烂了十多天才慢
慢愈合。“回来了，读书还习惯吧。”父亲不
知从哪里冒出来，一脸的喜气。我没有回
答，立即抓过父亲的右手，一探究竟——
一条“肉虫”，凸现在父亲的右手背上。父
亲原本粗糙的手背，越发难看了。我不争
气的泪水浸满眼眶，父亲却拍拍我的肩膀
说，“咱农民没那么娇气，一道伤疤，一个
标记，一个回味啊！”父亲乐呵呵，我却苦
闷闷。

日子越过千山万水，我毕业教书，结
婚为父。而今，那道伤疤跟随父亲离世多
年，唯有那本叫《窗外》的小说，怔怔地躺
在我的书桌上。
一本书，一道疤，让我永远怀念父亲。

往事钩沉

秋天的名片
张军霞

眨眼又到了暑假，面对着各种各样
的校内外作业，大多数孩子皱着眉、噘着
嘴。而我却常常忆起小时候父亲布置暑
假作业时，我抿嘴一笑。
记忆中，父亲每年都会选一块平整

的靠道边的好地种玉米。玉米出苗后，
父亲至多去蹚蹚地，把垄堆起来，然后
任由杂草疯长。我们的假期作业便是：
除草。
每每放暑假时，我们姐弟4人站在荒

草丛生，几乎看不到玉米苗的地前时，大
眼瞪小眼，长叹一声。心里很是纳闷：在
村里勤劳出名的父母怎么就会让这地荒
成这样？

纳闷归纳闷，活儿还得干。父亲让
我们4个在15天内把这10亩玉米地的
杂草薅干净，自己扛着锄头去了另外一
块大豆地。二弟啥话没说拿起镰刀，把

地头的稗草砍倒，捋出七根垄头，6岁的
小弟占一根，我们仨每人跨两根垄。最
开始大家弯着腰，拔垄沟垄台上的草，可
是在那又闷又热的玉米地里，胳膊上被
玉米叶刮蹭出一道道的红印子，汗水浸
湿后，皮肉涩涩的疼。大家只好改成在
垄沟里爬行着拔草。
二弟干活儿最快，在前面打头，又细

又硬的节节草勒得满手是小伤口。轻伤
不下火线，他双手左右开弓，稗草、狗尾
草、灰菜、苋菜纷纷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随手把小弟的那垄也带上，乐得小弟满
玉米地里去找野葡萄。野葡萄只有黄豆
粒那么大，圆圆的，中有细籽，一如茄
籽。还未成熟的时候，一根细细的枝端，
簇拥着三五颗，或者更多，像许多小小的
碧绿的眼睛。熟透的野葡萄紫得发黑，
像糖丸那样甜甜的。小弟把寻来的野葡

萄用衣襟兜住，小心翼翼地走到我们面
前，用小手将野葡萄放到我们每个人的
嘴里。细细地品尝着，一份美妙的感觉
便弥漫开来。小弟嫌一颗一颗地吃不过
瘾，抓一把塞进嘴里，汁液淌出来，染黑
了嘴巴和脸，衣襟处也变成紫黑色，那模
样逗得我们哈哈大笑。那笑声驱散了劳
动的些许疲惫，带来了劳动的乐趣。
稍作休息，大家继续劳动，并进行了

分工合作，大弟、二弟往前扫荡拔草，小
弟负责归拢薅下来的草，我则负责把拔
下来的草抱到地外边去。拔草让我们学
会了互帮互助，学会了团结。谁也不会
想到，这个习惯会促成长大后的我们全
部考上大学或读研读博；买房时4人更是
集中力量攒钱，一家一家轮流交首付。
令我没想到的，多年以后，我回老家

去看望亲戚，那里的老人对我说：“丫头，
你不知道吗？当年你父亲把那么好的
地种上玉米，不管不问，等着你们放暑假
回来薅草，就为了让你们吃吃苦，这样你
们才能努力读书。还是你父亲厉害啊！”
听了老人的一席话，我暗暗佩服父亲的
睿智。
劳累中透着希望，困苦中成长，这样

的暑假作业值得回味，想想便乐。

过完50岁生日，退休生活还是不
可阻挡地如约而至。那天，我步行在回
家的路上，伤感爬上心头。

回到家，先生还没有下班，婆婆迎
上前来：“丽儿，赶紧洗手吃饭，小华马
上也到家了，吃好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小飞象》。”我听了大吃一惊：“妈，你几
年都不去电影院了，你不是说电影院的
声音大，你耳朵吃不消吗？”“丽儿，这几
天啊，我寻思着用什么方法来迎接你退
休，知道你喜欢看动画片电影，我就买
了电影票，以后，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机
会多着呢。”听了婆婆的话，我包裹好的
情感瞬间如闸门开坝，乘势埋在婆婆怀
里大哭起来。

晚上，老爸打来电话：“丽儿，从明天
起你和小华带上婆婆一起到我们家来吃
饭，你负责买菜、做饭一个月。就这么说
定了。”还没等我回话，老爸就将电话搁
了！“唉，一向做事武断的老爸从来不跟
人商量，也不知道婆婆是否愿意过去
呢？”我回转身问先生。“去，肯定去，两家

凑一家，多好！我们4个人退休在家都
没事干，说不定还能凑个小麻将班子。”
快人快语的婆婆连忙接上了话。

父命难违。次日早晨，我吃过早
饭，买好菜到爸妈家时，三位老人已经
在院子中聊天嗑瓜子了。整个上午，三
位老人偶尔去厨房转悠一下，问询做菜
进度，我一个人忙碌着搞完了6样菜
时，也差不多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

中午饭吃好后，老爸又给我下派了
任务：“一会儿睡一觉，下午我们去公园
转转，你带上相机，帮我们拍照。以后
每天我们都去公园，你就是我们聘请的
专职摄影师。我每天写个菜谱，你照着
买菜做饭。每月逢10号、16号去银行
帮我们取工资；每月逢8号、15号是药
店会员日，去帮我们买药；还有院子里
的菜园也交给你打理了，你妈年纪大，
浇水、施肥什么的也弄不动了，这些你
都记好了。”
“爸，你们怎么这么多事啊？我上

班时你们还不是照样都做了？就指望

着我退休回来？”我嘟着嘴委屈地答道。
抱怨归抱怨，闲着也是闲着，我每天

上午沉浸在锅碗瓢盆中，下午陪三位老
人逛公园，回家后打理菜园，有时还会陪
老人去乡下走亲戚。一段时间下来，我竟
然发现自己的厨艺有所提高，甚至还心血
来潮，从网上下载食谱、美食视频学着做，
每一餐大家都吃得精光。至于给他们拍
的照片、视频更不用说了，我将这些做成
了电子相册，发在家庭群中，在外地的哥
哥们都啧啧称赞。再看看三位老人，身体
也比我退休前强健了许多，面色红润，步
伐有力，说话中气十足。整天陪着三位老
人，我倒也很少想起上班的岁月。

有一天，我帮老爸剪指甲，老爸说：
“怎么样？这退休后的日子与你上班的
日子相比，是不是差不多啊？丫头，我
们都是过来人，知道刚退休时心里肯定
会难受，平常上班忙忙碌碌的，你又是
个‘工作狂’，突然一下子不工作了，肯
定不适应。你退休前我和你妈、你婆婆
就计划好了，派任务给你，让你闲不下
来，没时间回忆工作上的事情，随着时
间的推移，你会从忙碌的工作状态顺利
过渡到退休生活中，这也如婴儿的断乳
期一般。看你现在的状况应该是放下
了，明天啊，你就在家开始追寻你小时
候的‘写作梦’吧。”

原来，三位老人精心设置的这个
“局”，为的是让我顺利度过“退休断乳
期”。别说，效果真好！

一本书 一道疤
徐成文

荷塘瑜伽 韩银 摄

我的“退休断乳期”
王阿丽

特殊的假期作业
王月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