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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父
亲
是
一
盏
灯

父亲如山，

大爱无言。父

亲如灯，温暖永

恒。他以身体

力行的某种精

神境界，照亮着

我们的心灵，开

启着我们的心

智，在人生路上

稳步前行，即使

在风雨中黑暗

中，也能感到那

点滴光明的温

暖。父亲节即

将来临，让我们

高歌低吟，心怀

敬意，感谢父亲

点亮的这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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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老熟人相遇，直呼我的大
名时，我不仅感觉心中荡漾起一股
暖流，更回想父亲期许我为人要勤
俭才能有幸福，特意为我起名“俭
幸”的良苦慈爱用心，感恩之情就会
久久难以平静。

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当我三
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多次跟我讲起

“俭幸”这个名字的涵义，说是养成
勤俭的好习惯将受益终生。尽管
我当时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
幼小的心灵中已播下了“勤俭幸
福”的种子。

父亲不仅给我讲为人要“勤俭
幸福”的道理，更是身体力行作示
范引领。父亲为补贴家用养了两
头猪，每天利用工余时间，总是忙
着到自留地上去剪山芋藤、南瓜藤
以及樵甜菜。我便在放学后，到乡

野地头去割猪草，跟着他到河埠头
帮忙清洗这些猪饲料。一次，父亲
切饲料时不慎将手指割破了，我便
自告奋勇地将切猪饲料的活计承
担了起来。

每当饲养的肥猪出栏，能积蓄
四十多元钱时，父亲就会露出幸福
的笑容，并夸赞道，这里面也有你的
一份辛劳。

父亲一直为圆有自己的房子梦
而努力。为了节省资金，当时他利
用假期自己运建材，在上世纪70年
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后父亲和两位
表亲，摇船、拉纤到张渚运石灰，去
的时候过团氿时，正好遇上一阵大
雨，大风还吹跑了钢精锅的盖子。
要是回来时装石灰淋上雨，那可要
惹上大麻烦了。当三间六架的小平
房上梁时，终于圆了自己房子梦的

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
父亲在万石信用社工作，业务

上是把好手，但还是在晚间努力练
习打算盘和点钞，以便提升办理业
务的速度，多次在片区和全市的比
赛中夺魁。看着父亲的获奖证书，
我发誓要争当学习尖子，也要领回
奖状。那时，乡亲们都忙于农活，往
往利用中午休息时来办理业务，正
在吃午饭时，经常有人找上门，父亲
总是二话不说，放下饭碗就跑到单
位去办理业务。他那急人所难的精
神，更是让我终身受益。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上了小学，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恩师的循循善
诱下，幼时播种在心灵深处的“勤
俭、幸福”种子，开始发芽、生根、开
花、结果。在小学四年级时，班级里
组织了一次“讲讲你名字涵义”的主

题班会，我就讲了自己名字“勤俭幸
福”的涵义，并理直气壮地表示，一
旦发现我懒散了，就叫我的名字给
予提醒和勉励。如今，我没有辜负
父亲的期许，实现了“勤俭幸福”的
人生。

因为我家离学校只有一箭之
地，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一直当起
了教室钥匙的保管员。每天，我第
一个到校开好教室门，静心读书做
笔记，勤奋钻研使我学习精进，成为
了学习尖子。时至今日，昔日同窗

还会笑谈高考复习时我背成语词典
的往事。现在，我还在基层党建工
作指导站发挥余热，经常是在清晨，
我会将刚灵光一现的“金点子”，通
过微信或QQ发给领导和基层参考，
这时他们就会点赞道：“真是勤奋敬
业的早行人。”

尽管现在我已年过花甲，但父
亲对我“勤俭幸福”的期许和言传身
教，将始终激励着我不断勤奋精进，
也更乐享到幸福人生的真谛。

（卢俭幸）

父亲师专毕业，教师出身，这辈
子无论走到哪里，他最喜欢的就是爱
学习爱读书的孩子。后来，他回村当
村干部之后，村里的孩子书念得好
赖，他都了如指掌。谁考了好成绩，
他回家晚饭时必定对此一番称赞“有
出息！”碰上调皮捣蛋者，他当场一顿
思想教育：一定要好好念书，只有念
好书才能走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

“要看更大的世界”是父亲一贯的

宗旨，只要有一点点机会，父亲就会带
我们姐弟仨开眼界、见世面。我很小
的时候，父亲就带家住分水的我们进
城，认宜兴城里的蛟桥、无锡城的三阳
广场和南长街。我们在蛟桥靠路边，
三个人轮着一人“噘”一口赤豆棒冰，
也在无锡城里靠轮船码头的知青叔叔
家中尝到了炸得黄灿灿的老油条，还
曾经搭乘父亲押运的货车，途经上海
虹桥看到了能四通八达的大飞机。

进入中年，我愈发感觉自己行为
处世受父亲的影响颇多，最相像处即
为对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有多困
难，也要尽我所能做到最大限度，孩子
从一年级开始，就被我送到离家三十
公里的市区学校。因为城里有青少年
活动中心和众多兴趣班，课外学中国
画、学手风琴。我听父亲常说：“积钱
不如教子。”知识一定是可以改变命运
的。在自己孩子考上大学，我有了一

定经验之后，我又连续三年帮邻家高
考学子填报志愿，由此分享了外地民
工孩子因为我的指导填报志愿，踩线
录取南京工业大学的喜悦。

父亲走了有十多年，到如今总
还有相识的人问起，他的善待他人
深入人心，他那种对未知事物的渴
求，同时乐意以身投入探索尝试也
被我们姐弟仨传承 。

父亲是位多面手，他当过村主
任又兼村会计，他还会电工活，改革
开放他办过工厂，后来又在物资公
司做过贸易，另外他还懂乐理知识，
会弹风琴。今年春节，我弟弟问我：

弹钢琴时左手弹“哆索咪索”你是怎
么知道的？“当然是爸爸教的。”我
说。父亲驮我上学时，我骑在他肩
膀上，一路过去，他让我在他头上练
指法，还有《打靶归来》这首歌，也是
在他驮我上学的途中教会我的。

世界在变，变则为新，新需学
习，学习是一个终身过程，哪一天停
止学习，从那一天起也许就意味着
你已经开始落伍。当我被评为2018
年宜兴市社区教育“百姓学习之
星”，手捧荣誉证书，很荣幸，我如父
亲，对更新更宽广的世界一直拥有
春天般的激情。 （魏 平）

我的父亲从小就喜欢音乐。他
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刚
刚改革开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我
家里没有收音机，我的父亲便会在

晚上6:25前蹲在村里唯一的大喇叭
前收听《每周一歌》。只要广播里放
上两三遍，他便会唱了，而且还会去
教其他小伙伴。就连音乐课，老师

讲到辞赋的时候，也只有我的父亲
感兴趣，并且了解每一首歌的词曲
作家。

记得他讲过：那个年代，大家都
在热火朝天搞工业、农业，村里就他
一个年轻小伙每天把玩一把吉他，
当时农村小镇哪有什么会弹吉他的
老师？他就自己学，每一个指法都
自己琢磨。好不容易遇到了个专业
吉他老师，父亲便开着自己的摩托
车去上课，每天骑上一小时车去上
课，就这样坚持到了结业。

在那个年代，我的父亲注定是
那个特立独行的人，不惧世俗的眼
光，毅然决然选择了他最爱——音
乐。他就像一座孤独的灯塔，闪着
微弱的光，硬是要闯出一番自己的
天地。

大概就是他小时候在追逐音乐
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困难险阻，所以
他从来不会限制我的兴趣爱好以及
人身自由。无论是写作、画画也好，
还是出门旅行，拍摄也罢，他从来都
是一言不发安排上了。

小时候我很讨厌父亲总是强迫
我去远行。记得在我9岁那年，我在
城里的人民医院迷了路，便着急地
打电话给他，说我找不到出去的路
了。父亲却淡然地回答：“你自己去
问就是啦！”胆怯的我在医院里转悠
了几圈，心里怕父亲到时候在门口
没看到自己，就自己先回乡下了。
不安的情绪在心中涌动，迫于无奈，
我只好问了护士阿姨，找到了出
口。我也曾很讨厌他让我一个10岁
的小女孩跟着一群不认识的孩子们
在一起，组团去世博会。更不满父
亲在我遇到问题不知所措的时候，
就来一句“办法总是有的，但你得自
己去找”。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愿
意遇到事情先自己思考如何去解
决，我认为人这一生，都是自己在给
自己做决定；我喜欢旅行，我认为在
陌生的世界获得安慰与力量，在旅
行中认识自己，变得淡然与豁达，这
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我还喜欢各
种挑战，不论成功与否，至少我曾经
尝试过。

我的父亲并没有把我当成宝
贝捧在手心，而是让我看过世界
后，教会我心怀远方，才会更加努
力前行。

如今，科技发达了，生活富裕
了，曾经不起眼的吉他成为炙手可
热的乐器，父亲一边教学吉他，一边
借助网络的力量来学习正规的作词
作曲，并乐此不疲。父亲的一些原
创词曲作品还频频获奖，但他并不
满足，刚刚他还在和我谈起，他想考
个主播证，专门网上教学吉他……

（张 艺）

我父亲原是赋村街上杂货商店
的“朝奉”，后来居然就成了种田的
一把好手。乡村各种农活，他都拿
得起放得下。而且，他还是一个很
熟练的“船把手”。

说到这“朝奉”，实际上是我爷
爷传给他的。曾在上海工作过的爷
爷因为日寇入侵而回故乡宜兴，成
了一个“落魄秀才”，并在一家木行
（也是米行）当上了二朝奉（账房先
生）。后爷爷不幸去世，杂货商店里

“朝奉”这重担，自然就落到了我父
亲的肩上。曾听我奶奶说，那时我
父亲，身穿笔挺的中山装，梳着顺溜

的“飞机头”，板一张白净净的脸，进
货出货坐账台是很显“朝奉”样子。

至于这“朝奉”称谓，其实也就
是“老板”的意思。

我父亲当这朝奉的职位，到新
中国成立后土改时就结束了。那
时，上头有政策，街坊所有较有规模
的店铺统统折算归公家，职员家在
乡村的，都回乡参加土改分享田
地。我父亲就服从上头规定，回乡
村老家，享受分田份额。从此，他就
在那田地里摸爬滚打，得心应手了
各种农活。

以前，种田的肥料，大多是靠六

畜窝棚里的粪肥和捞挖河泥，并拌
上草料，制成有机肥料。 那时，我父
亲就常常“起五更落半夜”，一个人
摇着一只水泥农船，到西湖头（滆
湖）去，一网网地从河底捞河泥，狠
劲搬起倒进船舱。船头上呢，放着
一只小罐头，里面装了我娘赶早从
稀饭里沥出来的“干粥烂饭”，到时
就当中饭。在那一直要忙到这船上
三只舱的河泥基本装满了，我父亲
方能收网，一点竹篙，扶橹“叽里咕
噜”地把船摇回来。而且，稍农闲
时，生产队里还要组织社员摇农船
到外地去樵（割）青草，樵满船后回

来，再将青草沤制成有机肥料垩田。
每到此时，我父亲明知摇船是

个苦力活，可他还是自告奋勇要当
“船把手”扶橹（把舵）；还有，每到夏
收和秋收季节，生产队要把一船一
船的稻麦谷子运去交公粮，我父亲
也总要抢前做“船把手”，有时还边
摇边唱：“同志们那，开船了啊，嗨作
嗨作……”他总是把船稳稳当当地
摇到目的地。仅此，就常常博得些
村邻的赞夸：“真是好样的船把手！”

说起来也怪，我曾看着父亲扶
橹把舵的姿势很美，就常缠着他，要
他教我扶橹摇船。他起先推说我力
气小，又是个女娃，不该学这粗活。
后来拗不过我，他就手把手地教我，
还指指停泊在岸边的一只三吨头水
泥船，叫我自己上去练。我就真的

照着他说的“顽皮”地偷偷地练成
了，后来竟也在“农业学大寨”中派
上了用场。

记得在我生了儿子满月要回娘
家住一阵子时，我父亲竟与我小叔
摇了一只五吨头水泥船，来到了我
在婆家的住处，乐呵呵地将我连同
儿子扶上船。随后，他就与我小叔
边说边笑着往回摇。我看着父亲那
张黝黑且已皱巴巴了的脸，心里是既
高兴又爱怜。我思忖着：父亲从一个
响当当的“朝奉”，转折到一个会种田
的行家里手乃至村邻尊敬的“船把
手”，真是吃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多
少的沧桑岁月啊！ 如今，我父亲离
我而去已经有28个年头了。然而，
他的吃苦耐劳的“船把手”精神，总在
激励我前行。 （宋杏芬）

记忆中记忆中，，第一次向父亲妥协是在第一次向父亲妥协是在
我孩提时我孩提时。。父亲要求我从乒乓球台父亲要求我从乒乓球台
上跃下上跃下，，我本能的退却我本能的退却、、耷拉下的眉耷拉下的眉
眼并没有让他回心转意眼并没有让他回心转意。。父亲掉头父亲掉头
而去而去，，我无望地呼喊数声我无望地呼喊数声，，但见他渐但见他渐
行渐远行渐远，，我终于一跃而下我终于一跃而下，，平安落地平安落地。。

胆略胆略，，从小就应该养成从小就应该养成。。此后此后，，
我独自送螃蟹到外婆家我独自送螃蟹到外婆家、、独自去菜独自去菜
场买菜场买菜、、能将顽皮的大孩子们管束能将顽皮的大孩子们管束
起来，是我四五岁时令人津津乐道
的故事。

因父亲工作调动，我年幼时与
他相处时间并不太多。每个周末，

他都会从城里骑自行车到镇上，听
闻我有所进益，便会从口袋里掏出
几块“喔喔”“佳佳”奶糖以示嘉许。

我幼年的生活片段琐碎而有
趣。父亲的日记本里记录了从我出
生到10岁的那些日子里，他眼中女
儿成长的样子。在父亲日记里，我
窥见那时的小不点，是个挺酷的丫
头。而我的父亲，用10年时间，耐心
地记述着他最爱的女孩的成长。诚
然，用文字记录关爱，历久弥新。

我年少时的每一个假期，父亲
都会带我到各地旅行。一起爬山、

吹海风、逛园林；一起骑着自行车沿
着氿滨公路骑行。

在成长的其他时间里，我几乎
是一个被放养长大的孩子。骨子里
更为自由、也更自律。作为一名高
中教师，父亲将他日常的大部分时
间都放在了教学上。这是他的终生
事业，我也见证着他桃李满天下。

眼见再过几年父亲就要退休，
他却闲不下来。由他主持的名师工
作室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丰硕成
果。工作室成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
表论文39篇，核心论文10篇。他所

总结的课堂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在全
校有序推进；课堂教学评价表成为

“一堂好课”评价标准进而在全市推
广……

父亲具有旧时“先生”的气质——
他对课题研究极度专注、引导学生
上进从未懈怠。业余，他作为政协
委员亦关注民生，时刻履行职责、拟
写提案。

就像我小时候期待父亲的褒扬
一般，时至今日，父亲获得嘉奖，总
会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我为他高
兴，并故作老成地为他点赞，鼓励他
再接再厉。

每每前往其他城市，我习惯找
一家书局，邮寄一张带有当地信戳
的明信片给父亲，潇潇洒洒写下几

句“云淡风轻”的问候。翻越千山万
水送达的心意，想必我的父亲也将
视如珍宝。

现在的我，是一名文字工作者。
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我对家乡的
风土人情、文化传承有着本能的热爱
和责任感。我描摹着紫砂的前世今
生，也刻画着阳羡茶人千百年来的孜
孜以求……对于写作这件事，我将用
一生去履行。未来成果如何，我并不
能预料。这样的坚持宛若在等一朵
花开——也许绽放的姿态并不尽如
人意，也许它的美难以宜乎众人。但
我不会放弃我的理想，就如我的父
亲，始终执着于教育事业。

蒙以养正。有幸，父女一生。
（朱璟秋）

他教我学会独立和求知

以名励志思父慈

我要带你看世界

从“朝奉”到“船把手”

执着敬业的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