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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活

金色夕阳

老伴找到老伴找到““新组织新组织””
自从搬到新家后，每天早

晚，我都会和老伴去附近的公
园散步。有天早上，我刚好手
头上有点急事需要处理，老伴
等不及，便独自一个人去了。

两个多小时后，老伴兴冲
冲地回来对我说，她找到了“新
组织”。什么“新组织”？老伴
笑而不答，只是叮嘱我第二天
早上和她一起去公园。

第二天，我和老伴一块来
到公园。进门后，不由分说，她
便拉着我朝公园左侧一个亭子
走去。远远地，我就听见唱歌
的声音。待走到跟前一看，
嗬！竟然是一个近百人的合唱
团。大家围成一圈，最里面坐
着十几个伴奏人员，有打鼓的，
有拉二胡的；台上，则站着一个
约五六十岁，看起来气质很不
错的女指挥家。大家在她的指
挥下，歌声嘹亮、振奋人心，正
在唱着《洪湖水浪打浪》。老伴
开心地对我说，这就是她说的

“新组织”，她打算也加入到他
们的这个合唱团里。

原来，老伴一个人来公园
散步时，并没有按照我们平常
的“既定线路”行走，而是一个
人随意地溜达。转着转着，就
来到这边，最后被合唱团吸

引。她先是站在旁边听了一会
儿，发现他们唱的都是《希望的
田野》《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
等红歌，刚好老伴也会唱这些
歌，于是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
起来。她听旁边一位半年前加
入到合唱团的“女歌唱家”说，这
个合唱团是大家自发组织起来
的，只要喜欢唱，随时都可以加
入进来。两人越说越投机，相约
以后每天早上来这里唱歌。

其实，年轻时老伴便喜欢
唱歌，在家里，我曾多次看到她
一个人边做家务边唱歌。她的
声音清脆悦耳，唱的那些歌也
非常好听，她们单位以前的几
次文艺演出，老伴也都参与其
中。确确实实，老伴有唱歌的
天赋。不过，后来由于忙于家
务，再加上操心照顾我瘫痪在
床的老父亲，老伴的歌声慢慢
越来越少了。相应的，她脸上
的皱纹则越来越多。后来，干
脆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

现在好了，虽然现在只剩
下我一个人每天独自散步，但
一想到老伴正在和她的那些

“老伙伴”进行大合唱，我心里
便非常开心，老伴也到了该享
受自己爱好的时候了。

（侯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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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风

下班路上遇一同事，她盛情
邀我一起去养发。她一路以身
说法，指着自己一头披肩长发
说：“你看，是不是没有什么白头
发了？”

我知道，凡是花了钱体验了
那些高档服务的，都渴望得到他
人的认同。于是我认真看了看
她的头发：“嗯，白发的确很少。”

我说的是真话。同事四十
不到，本来就不该是白发比黑发
多的年纪。

到了养发馆门口，我有点想
溜，同事却不让：“今天我请客，
你就当陪我。”

同事说到这分上，我再走就
不太好了。那就体验体验吧！

一进去，我便享受到了上帝
般的待遇。馆里的小女孩给我
倒水，热情地请我坐下，并帮我
把背囊锁进了柜子。听说我是
第一次做头发养护，店长便要帮
我做头发测试，说要看看头发色
素流失的程度。

店长是个年轻姑娘，眼睛都
会说话。她拨开我额头上方的
头发，有点惊讶：“哦！白头发不
少呢！”她又拿了一部仪器放在
我头皮上划来划去，然后指着我
眼前的屏幕说：“您看，您头发的
色素流失还不算严重，幸亏你来
得及时，头发还有救。”

我对着屏幕笑了。我相信，
每个进来体验养发的人的头发
都是有救的。

接下来便是洗头。姑娘服
侍我躺到洗发专用椅上，轻柔地
给我洗发，手法训练有素，水温
也刚刚好。姑娘一边洗一边介
绍给我抹的洗发水，说有特别好
的乌发功效。

“市面上有卖吗？”
“没有，只有我们店有。”
我没吱声，闭着眼睛在店里

舒缓的音乐声中享受着昏昏欲
睡的美妙。

姑娘给我洗好头，便让我坐
到外间的椅子上。她把我的椅
子放成躺椅，然后拿了一把小镊
子一样的工具。

“您平时拔过白头发吗？”
“拔，经常拔。”
“您自己千万不要拔，拔了

会破坏毛囊，白发会长得更多。”
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但我

看过一些报道，知道这个完全是
谣言。我笑笑，不说话。

“这次我给您拔一小部分白
头发，拔了以后上点保护毛囊的
药，下次您来，再拔另外的。”

“多久来一次？”
“前三个月，每次洗头都要

来，后面就十天来一次差不多
了。”

按这样的频率，白头发是来
不及长。

姑娘嘴里跟我聊着天，手上
的活也没落下，我的头皮因为拔
头发有点小小的痛。

拔发环节结束，姑娘便给我
头皮上消炎药，接着又麻利地在
我头皮上喷了一小瓶东西。那
瓶子外面全是英文，我睁大眼睛
也看不懂。姑娘说喷了这药以
后，拔掉的白发再长出来就是黑
的了。

最后的程序是头皮刮痧，那
是为了给头皮活血。

七弄八弄的，一个半小时过去
了。一套养发的流程我全部体验
结束，说句公道话，的确很舒服。

“您下次来约什么时间呢？”
姑娘拿出他们的价目表，放到我
面前，最关键的问题也来了：“您
是不是办张套餐卡呢？”

我扫了一眼价目：单次养
发，249元。套餐优惠价，每次
183元。乖乖，一年下来差不多
要万把元吧？万把元，我能做好
多事了吧？

真不好意思，请原谅我这小
气鬼。一说到钱，我平时暗暗下
的对自己好一点的决心就能瞬
间崩溃。头发白就白吧，自然规
律不必违抗。再说，年纪大了，
美在气质和内涵，有些一头银发
的中老年女性，美得照样很自
信。

我起身拍了拍同事的肩膀，
转身用微信付钱。

同事说，别呀，说好了我请
客的。

难得的花钱体验我可不能
让给别人。只是，开卡，就免了
吧。我的头发没那么金贵。

（朱雪飞）

那天傍晚，我散步途经闵
惠芬文化公园，听到有人叫我。
一看，原来是昔日学生小严，在
我的记忆中，小严原来是个大胖
子，同学们都叫他“严胖墩”。现
在一看，感觉没原来胖了，但更
精神更健壮了！我便笑着说：

“胖墩你是不是在减肥啦？”
他指着旁边一起的小唐，

说是参加他组织的跑团，每周
坚持两次长跑活动，原来体重
220斤，工作时转个身都要喘粗
气，现在体重降至了160斤。他
说：“真得好好谢谢跑团的领头
雁唐建峰。”

小唐告诉我，他自己原来
长期坐在电脑前设计广告，缺
乏运动，久而久之便高血脂了，
医生建议他加强运动，于是
2015年初就开始长跑，一个阶
段下来，效果明显。他就想把
自己长跑健身的有效成果，与
朋友们分享。2015年 3月间，
他与周边的朋友们一起组织了

“万善跑团”，自告奋勇担任牵
头人，通过朋友圈扩散，逐步扩
展到100多人。在政府机构的

支持下，2018年10月，他们在
“万善跑团”的基础上，整合成
立了“万石镇文化体育俱乐
部”，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除
参加长跑运动外，根据成员的
爱好，还组建骑行队、衔歌飞扬
志愿者团队等。

余庄村的孙俊东，他是做
茶壶生意的，通过长跑不仅强
健了体质，在宜兴市“九运会”
上获得了5千米第一名的好成
绩，当他领到获奖证书后，第一
时间就向小唐报喜，并在群里
与团队成员分享喜悦。

“努力奔跑吧，我们都是追
梦人！”在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口
号感召下，小唐带领团队成员，
开展了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
动，比如走进芳桥“开心农场”，
与自闭症少年儿童一起劳动、
教他们做手工，积极投身文明
城市创建活动，他们身着“善美
志愿者”红马甲，有的在绿化中
捡白色垃圾，有的在帮助环卫
工打扫街道，有的在学校门口
指挥车辆，疏导交通……

（卢俭幸）

父亲的生日父亲的生日
万家灯火

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大
约四岁。年幼的父亲跟着奶
奶，只读了四年小学。奶奶不
识字，久而久之，居然把父亲的
生日给忘了，她只知道是小麦
收割的季节。

并不快乐的童年，使我父
亲性格里多了几分坚忍和倔
强。他很早就参加了田间劳
动，干着和年龄不相符的农活，
后来他还当上了生产队的农技
员、生产队长。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
了，父亲稀里糊涂地被关了几
个月的“学习班”，天天写材料，
父亲硬是练出了一手好字。“学
习班”出来后，父亲靠田间劳作
挣几个工分钱，还要供我们兄
妹上学，生活过得相当拮据。

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初期，
我父亲便成了第一批供销员，
其实就是做些买进卖出的生
意。家里慢慢添置了自行车、
电风扇等大件。可是好景不
长，因人太老实，父亲要么钱被
骗了，要么进了假货，父亲“拎
一皮包钱回来”的愿望没有实
现，反倒亏了近万元。亲戚朋
友，该借的都借了，怎么办呢？

当父亲摇着头告诉我，谁
谁谁的钱，他答应年底还的，没
办法还了。他问我，怎么办？
我一下子感到，眼前那个为全
家遮风挡雨的父亲老了。我也
应担起责任了。

接下来的四五年时间里，
全家人倾力还债。漫长的日子
过得有多苦，只有我们自己知

道。当最后一笔欠款还清的时
候，正值年底。我清楚地记得，
大年三十，我买来红纸，写了副
对联贴到了大门上：春上枝头
寒霜去，福降人间紫燕归。

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
好多人开始“寻根”。是啊，乱
世藏黄金，盛世修家谱。我带
父亲去了趟老家。几经周折，
我们还真找到了一本老家谱，
我们惊喜地发现，上面清楚地
记着我父亲的生日！原来，父
亲两三岁时，爷爷带他回老家
喝过祠堂酒。

父亲属虎，已八十有三。
知道了生日后，也正儿八经地
过了三个生日。

有次，我开玩笑地问他，如
今知道了出生日期，要不要去
算命呢？他很感慨:“命有什么
好算的？都是自己奋斗出来
的。再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好
到顶了啦，肯定是好命！”是啊，
他这么一说，我眼前立刻浮现
出一个温馨的画面：夕阳西下，
余辉洒满农家小院，父母亲在
石台上享用晚餐。旁边，看家
护院的“小虎”把盒子里饭菜吃
得满地都是，引来十几只麻雀
帮着收拾残局。各吃各的，相
安无事……

父亲的生日，既然知道了，
我们便不会忘记。我也知道父
母年纪大了，儿女能做的最好
的事，便是多些陪伴。其实，我
们也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愿这
样的陪伴能久些，更久些……

（于鸿飞）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和女
儿商量，高二升高三了，这个暑
假可不能浪费，该补课的补课，
该做的习题也做起来，每天除
了必要的休息和锻炼时间，其
余时间必须争分夺秒，充分利
用……女儿来不及听我把话说
完，眉毛就揪起来了，连连问
我：“Why（为什么）？”

女儿说：“我同学的妈妈没
有人像你这样整天只会叨叨

‘学习学习’，他们都是说等孩
子考完，带孩子去吃好吃的，带
孩子出去玩一玩。”我问她：“玩
了以后呢？时间忽拉一下，暑
假结束了，新学期开始了，然后
再体恤孩子上学辛苦，想着也
别太管吧，是这样吗？”

看着女儿怔住，我不由地
笑了，想起已是无数次，女儿就
这样在我面前提起“同学的妈
妈”：“同学的妈妈可好了，才不
像你这样还监管我的伙食费动
向，人家妈妈可都是一下子给
一个月的钱，由着孩子自己怎么
用。”“别的同学都有手机呢，就
你还实行手机管控……”“人家
同学也化妆啊，人家妈妈才不
管，有的还给她们买化妆品呢。”

女儿说起这些，总是满满
的羡慕，就好像别人都过着神
仙日子，而就她在受我无止尽
的压迫，我也曾和她说过，如果
我不监管她的用钱动向，她很
可能学着那个同学，该吃饭的
时候不吃饭，整天和垃圾食品
相伴；我也曾提醒她，那个天天

玩手机的，成绩在班里垫底；而
且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美容
化妆是以后的事，再说了，就算
我同意，学校也不允许吧……

知道说多了女儿也听不
进，干脆，我拿出手机给她看我
收藏的几个视频：视频1，一个
孩子成绩特别优异，不用父母
担心不说，每天回家还给开着
小饭馆的父母帮忙；视频2，刚
刚高考完的一个孩子，已经联
系好工作，准备出门打工了；视
频3 ，一个小暖男，看着年纪小，
但厨艺精湛，每天给家里做不一
样的美食……我反问女儿，这里
面的主人公要换成你呢？你有
没有过体恤父母，有没有过学习
不用父母担心，有没有过想着
要努力去为家里做点事？

是的，我告诉女儿，毫不隐
瞒地说，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去
羡慕，羡慕别人的孩子乖巧、懂
事、学习优秀，但我同时深深地
知道，羡慕别人解决不了自己
任何的问题。很多事，要想和
别人一样优秀，需要的是我们
去付出努力，我或许可以不管
她，放任她，但那样是对她的不
负责任，给她创造的也必将是
带有遗憾的人生。

看着女儿变得沉默，我没
有再说什么，我不确定她是不
是已经听进了什么，但我想终
有一天她思考后会懂得，趁着
现在所有的结局都未曾写好，
埋头努力，未来才会可期。

（管洪芬）

家有儿女

妈妈也会羡慕妈妈也会羡慕

那天，我走进农贸市场，在
西门口见到一位商贩正在叫卖
荸荠。

看到这一小箩一小箩的荸
荠，我想起了 1963 年的冬天。
当时，我在闸口公社钟溪小学任
教，正逢上三年困难时期的后
期，人们的生活条件仍然很艰
苦。学校里，年轻教师要多吃点
苦，多担一点责，平均每天都要
上三四节课，我还兼任学校少
先队的大队辅导员。刚刚20岁
出头的我，总感到肚子空空的，
特别是晚上，办公要坚持到夜
里9点钟。有时饿得实在不行，
我就悄悄倒上一茶缸白开水，
放入少量的盐，“咕嘟咕嘟”喝
下去充饥。

冬季的一天夜里，正当老师
们准备下班休息时，学校大门被

“咚咚咚”地敲响了。吴纯芳校
长让我去开门，看看是谁来了。
校门一打开，是三庄大队党支部
书记邵永棠。

他就住在校园西隔壁。只

见他肩扛一只沉甸甸的箩筐跨
进了办公室，“呼啦啦”一声，将
半箩筐荸荠倒在了地上。他认
真地对老师们说：“老师们辛苦
了，这荸荠是我送给你们填补身
体的……”说完，他就匆匆走
了。此情此景，让全校八九位老
师十分感动。

三庄大队位于滆湖边上。
每到冬季，全大队 3 个自然村
20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
会摇着小木船到芦苇滩上割芦
苇，并将芦苇加工编织成芦席、
帘子，到苏锡常地区出售。有
时，他们会将芦制品换回几百斤
荸荠，让全家老少填饱肚子，度
过饥荒。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大
队支书在那个困难时期，能把老
师的温饱问题记挂在心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半箩
筐荸荠的故事却始终让我难以
忘怀。老支书离开人世也有好
多年了，但我永远记着他哩！

（朱斌培）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云云 钦钦（（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

纷繁世相

··微微 语语 录录··
我有一个朋友，每次看到她，她总是笑得一脸灿烂。
我不知道她在笑啥。在我看来，她的生活着实不怎么样，出生在普通的家庭，上了普通的大学，在

普通的单位工作，嫁了一个普通的人，生了个普通的孩子，人长得也是普普通通……
那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都长吁短叹，为连绵不绝的雨，也为房价的上涨、工作的不

易……只有她，大声地笑，大口地吃。
我们忍不住问她，为啥这么开心。她说：“没发工资，没收到什么好消息，也没有中彩票。可是，人

在世上活着，就算再苦再累，也要开心啊。”
是啊，活着，再苦再累也要开心。生活越是艰难，内心就应该越是灿烂。——选自“叶子的子叶”的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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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箩荸荠半箩荸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