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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天气微凉，气温适宜。走进
大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家
乡风景，锻炼一下筋骨，真是不错的选
择。

前些日子，天气炎热，孩子们几乎
都待在家里，大门不敢迈出，活动空间
非常狭小。好不容易盼到周末一天，太
阳躲进云层，再也不怕晒，出来走走真
好。一大早，我们就整装待发，带上水
壶、穿上运动鞋，一家人手拉着手，心
情愉悦地往渔岙山体公园走去。

踏上山路长长的石阶，孩子们像一
只只精力充沛的欢乐小鸟，在石阶上跳
跃着、飞跑着，走得贼快，大人们都快
跟不上孩子们的脚步。

走进山里，就是走入了大自然，清
新的空气，让人精神倍感振奋。忍不
住，深呼吸一口，清一下心肺，与大自
然紧密相拥。一路上，山边的野草争
绿，野花飘香，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争奇
斗艳，让人应接不暇。美丽的野花吸引
了天真的孩子们，这里瞧瞧，那里看
看，有时候禁不住花儿的诱惑，顺手摘
几朵，捏在手里不住欣赏，心花也跟着
怒放了。

山里的大自然，好玩的东西可真

多。美丽的花儿引来了美丽的蝴蝶，一
路上，各种各样的蝴蝶翩翩起舞，有白
色、黄色的小蝴蝶，还有各种花纹奇特
的大蝴蝶，很多是孩子们从没见过的，
一下子就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妈妈，
快来看啊，这只蝴蝶真漂亮啊！”孩子们
不时发出惊叹声，我也给孩子们介绍蝴
蝶品种，让他们增长点课外知识。

山里不仅有蝴蝶，还有各种小昆
虫。仔细观察，还会发现毛毛虫出没、
小蚂蚁成群结队搬运食物，还有小甲虫
躲在花丛中，真是有趣得很，让孩子们
脑洞大开。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山顶
二层楼的凉亭里。孩子们加快脚步，一
下子就爬了上去。走了几百个石阶，大
人都累了，孩子还不觉得累。我们在凉
亭里歇歇脚，望远山，欣赏家乡风景。
一晃，一年没来渔岙山体公园，没想山
下变化这么大。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
成片成片，如树木林立，日新月异的城
市面貌呼之欲出，不禁让人感叹家乡变
化之大。我也告诉孩子们，这里是哪
里，那里又是什么地方，让孩子们了解
家乡每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大女儿问
我：“那我们的家在哪里啊？”我手指着

一个地方告诉她：“在这
里啊，就是被树木挡住
视线，看不见了。”大女
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继续欣赏起山顶风景
了。站在山顶，一览众
山小，观城市全貌，心
中汹涌澎湃。

短暂休息后，我们
又继续上路了。渔岙山
体公园过后，还有南山
村山体公园，这里山体
公园村村联合，为附近
市民提供了不少方便。

南山村山体公园设
施完备，山顶建有一个
美丽的小公园，还放置
了供村民健身的器材。
孩子们看到运动器材，就兴奋地跑过去
了。几个孩子分头找自己喜爱的健身器
材，小手小脚愉快地活动起来，不一会
额头就渗满汗水，小脸却乐开了花。

南山山顶公园里有一座象征玉环的
石碑拔地而起，洁白如玉祥云环绕，让
爬坡近1个小时的我，顿时精神振奋。这
雕塑正面刻着“平安玉环”四个大字，

背面写着 《南山碑记》。周围的花草树
木、假山石景精心布置，宛若盆景意
境；宽敞的露天休憩场所，很适合村民
在此运动健身，呼吸清新的空气。走在
木质的露天阳台上，美丽的山村景色犹
如山水画卷缓缓展开，令人沉醉。

孩子们也很喜欢这里，几个孩子围
绕着“平安玉环”的石碑互相追逐，笑

声朗朗。孩子们简单的快乐，也感染了
我们大人。

最后，我们登上了南山村最高的凉
亭，在这里吹山风、观景致，孩子们还
玩起了猜拳游戏“剪刀、石头、布”。在
山顶，我们一家人开心地合了影，为这
段美好的周末时光留个脚印。

小绘文/摄

这里说的妈妈，是老公的妈妈，也
就是我的婆婆，我知道她一直有一个心
愿，就是建新房。

我们家的房子我嫁过来就一直是这
种样子的，那种南方老式的有三个大隔
间，中间客厅，左右两边用来做房间，
楼上踩木板的砖木结构瓦房，2006年的
时候建的，当时村子里土木结构的房子
还很多，能建砖木结构的房子也算扬眉
吐气了，特别是像婆婆这种年轻时候没
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家五口分家出来
还挤在老人旁边搭个棚子住的人，能靠
自己打拼盖一间新房子起来，告别寄人
篱下的生活真的是很有面子的事，仿佛
她的这一生终于能挺直脊背过日子了。

可是才二十年不到，没想到时代变
了，最近这四五年来，国家政策好，大
势推进危房改造工作，以前的土木结构
的房子都已全部拆除重建，并且一建就
是砖混结构的小洋房。我们家本来就在
村子中间，旁边就是科技活动室，还有
一片活动场地，逢年过节都很热闹，妈
妈在家里开着小百货商店，一直以来生
意都很不错。可是这两年国家搞脱贫攻

坚工作，各村各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眼望去都是小洋房，我们家的房子很
显然又落伍了，可气的是隔壁那家盖起
新房来就在一楼开了个超市，人家地点
宽敞，货摆的也多，妈妈的百货生意也
就一落千丈了，再加上老公的弟弟今年
也三十岁了，一直没有娶媳妇，连女朋
友都没有，人长的还可以，妈妈就把原
因归结为我们家没有新房子，于是她想
建新房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了。

本来两年前，当时市里有个七改三
清危房改造的政策，只要拆除重建，就
每户补助三万元，她就召集一家人商量
过了，让老公和弟弟一人拿十万块钱出
来，剩下的她来出，在原有的300平方米
的地基上重新建两套新房子，但是当时
我们刚在城里买了房子和车，房贷车贷
装修贷，孩子又上学，哪里去给她拿十
万块钱去，老公的弟弟更是，没家没业
的，虽然每年都有外出打工，但是不会
节约，怎么可能拿得出十万元来，于
是，她的建房计划就泡汤了，但好歹当
时百货店的生意还不错，那缓缓就缓缓
了。但是今年不一样了，她生意又不

行，小儿子又一直娶不到媳妇，她就觉
得不能再缓下去了。于是又找我，她知
道我心软，并且我能说得动我老公，但
是真没办法啊，每个月的工资还了贷款
买了女儿的口粮和屁粮，糊口都得省吃
俭用，哪里有余钱建房子，除非再贷款
了。我就随口这么一说，她眼睛都亮
了，说可以，她说目前她只有 20万元，
想要建两套房子起来，就算只是毛坯
房，也至少需要 40万元，让我去贷 20万
元回来，让弟弟还我们 10万元，写张欠
条，每个月帮我还一部分贷款，再说不
还也有房子抵着让我不要怕。

说实话，我有点心疼她，差两年就
满六十岁的人了，公公又走得早，什么
都是她一个人在操心，两儿子基本不会
怎么跟她沟通，还好有我和老公的姐
姐，会听她说说话，这几年帮我们带孩

子，也有孩子陪着她，但是明年女儿上
幼儿园后她又只能一个人了，我跟她商
量过，去城里帮我们看孩子吧，反正有
我们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可是她
舍不得她的百货店，也不想给我们增加
负担，现在多少自己有点收入，去城里
我们开支就更大了，再加上弟弟一直没
成家，她觉得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
些年我和姐姐也曾劝过她，要么找个老
伴吧，但是她总说，找了老伴怕给我们
添麻烦，也不想找个人来伺候人家，一
把年纪了，一个人挺好。

我后面答应她和老公商量商量，让
他去跟弟弟商量。于是我们组织家人开
了个家庭会议，老公说，我们已经还着
贷款了，女儿也马上上幼儿园，哪里都
需要钱，房子建起来也只有她一个人在
那里住，弟弟也不会去住，都是空在那

里，因为回去那里我们没法生活，要种
地也没多少土地，要想生活还是得在外
上班，建房没有太大意义呀，还欠一笔
钱在那里，想做什么也做不了。老公的
弟弟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现在想攒
钱自己做点事，不能钱攒不出来，一样
正规的事业也没有还欠一笔债，那样就
更娶不到媳妇了。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这个家庭协商会议，以后我能
不能不参加了，我不想看见老人那失望
的眼神。

没办法，本来我也是做群众工作
的，又只能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我跟
她说再过几年，我们手头宽裕点，房子
我们来盖，你就该吃吃，该玩玩一下，
一把年纪了，别那么节约着为我们操心
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放心，只要有
我们吃的有我们住的，就不会让你露宿
街头。虽然听了我的话她心里是好受
点，但始终还是很失落。

我希望在她有生之年，一定能帮她
完成这个心愿。

深深浅语/文

她两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昏
迷不醒。父亲连夜抱着她去医院，路上，
已经昏迷了一天的她，突然睁开眼睛，清
楚地叫了声：“爸爸！”

父亲后来常常和她提到这件事，那些
微小的细节，在父亲一次次的重复中，被
雕刻成一道风景。每次父亲说完，都会感
叹：“你说，你才那么小个人儿，还昏迷
了那么久，怎么就突然清醒了呢？”这时
候，父亲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温柔和怜
爱。说得次数多了，她便烦，拿话呛他，
父亲毫不在意，只嘿嘿地笑，是快乐和满
足。她的骄横和霸道，便在父亲的纵容中
拔节生长。

父亲其实并不是个好脾气的人，暴躁
易怒。常常，只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
小事，他会和母亲大吵一场，每一次，都
吵得惊天动地。父亲嗜酒，每喝必醉，醉
后必吵。从她开始记事起，家里很少有过
温馨平和的时候，里里外外，总是弥漫着
火药的味道。

父亲的温柔和宠爱，只给了她。他很
少当着她的面和母亲吵架，如果碰巧让她

遇到，不管吵得多凶，只要她喊一声：
“别吵了！”气势汹汹的父亲便马上低了
头，偃旗息鼓。以致后来，只要爸妈一吵
架，哥哥便马上叫她，大家都知道：只有
她，是制服父亲的法宝。

她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她一度替
母亲感到悲哀，曾经在心里想：以后找男
朋友，第一要求要性格温柔宽容，第二便
是不嗜烟酒。她决不会找父亲这样的男
人：暴躁、挑剔、小心眼儿，为一点小事
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可是，做他的女儿，她知道自己是幸
福的。

她以为这样的幸福会持续一生，直到
有一天，父亲突然郑重地告诉她，以后，
你跟爸爸一起生活。后来她知道，是母亲
提出的离婚。母亲说，这么多年争来吵去
的生活，厌倦了。父亲僵持了很久，最终
选择了妥协，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一定
要带着她。

虽然是母亲提出的离婚，可她还是固
执地把这笔账算到了父亲的头上。她从此
变成了一个冷漠孤傲的孩子，拒绝父亲的

照顾，自己搬到学校去住。父亲到学校找
她，保温饭盒里装得满满的，是她爱吃的
红烧排骨。她看也不看，低着头，使劲往
嘴里扒米饭，一口接一口，直到憋出满眼
的泪水。父亲叹息着，求她回家去，她冷
着脸，沉默。父亲抬手去摸她的头，怜惜
地说，看，这才几天，你就瘦成这样。她

“啪”地用手中的书挡住父亲的手，歇斯
底里地喊：“不要你管！”又猛地一扫，桌
子上的饭盒“咣当”落地，酱红色的排骨
洒了一地，浓浓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宿舍。

父亲抬起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依
他的脾气，换了别人，只怕巴掌早落下来
了。她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猛烈地抽搐了
几下，说：“不管怎样，爸爸永远爱你！”
父亲临出门的时候，回头深深地看了她一
眼。她看着父亲走远，坚守的防线訇然倒
塌，一个人在冷清的宿舍里，看着满地的
排骨，号啕大哭。

她只是个被父亲惯坏了的孩子啊。
秋风才起，下了晚自习，夜风已经有

些凉意。她刚走出教室，便看见一个黑影
在窗前影影绰绰，心里一紧，叫，谁啊？

那人马上就应了声，丫丫，别怕，是爸
爸。父亲走到她面前，把一卷东西交给
她，叮嘱她：“天凉了，你从小睡觉就爱
蹬被子，小心别冻着。”她回宿舍，把那
包东西打开，是一条新棉被。把头埋进
去，深深吸了口气，满是阳光的味道，她
知道，那一定是父亲晒了一天，又赶着给
她送来。

那天，她回家拿东西。推开门，父亲
蜷缩在沙发上，人睡着了，电视还开着。
父亲的头发都变成了苍灰色，面色憔悴，
不过一年的时间，意气风发的父亲，一下
子就老了。她突然发现，其实父亲是如此
的孤寂。呆呆地站了好久，拿了被子去给
父亲盖，父亲却猛然醒了。看见她，他有
些紧张，慌忙去整理沙发上乱七八糟的东
西，又想起了什么，放下手中的东西，语
无伦次地说：“还没吃饭吧？等着，我去
做你爱吃的红烧排骨……”她本想说不吃
了，我拿了东西就走。可是看见父亲期待
而紧张的表情，心中不忍，便坐了下来。
父亲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溜小跑进了厨
房，她听到父亲把勺子掉在了地上，还打
碎了一个碗。她走进去，帮父亲拾好碎
片，父亲不好意思地对她说：“手太滑了
……”她的眼睛湿湿的，突然有些后悔：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深爱自己的人呢？

她读大三那年，父亲又结婚了。父亲
打电话给她，小心翼翼地说：“是个小学
老师，退休了，心细、脾气也好……你要
是没时间，就不要回来了……”她那时也
谈了男朋友，明白有些事情，是要靠缘分
的。她心里也知道，这些年里父亲一个人
有多孤寂。她在电话这端沉默良久，才轻
轻地说：“以后，别再跟人吵架了。”父亲
连声地应着：“嗯，不吵了，不吵了。”

暑假里她带着男友一起回去，家里新
添了家具，阳台上的花开得正艳。父亲穿
着得体，神采奕奕。对着那个微胖的女
人，她腼腆地叫了声：“阿姨。”阿姨便慌
了手脚，欢天喜地地去厨房做菜，一会儿
跑出来一趟，问她喜欢吃甜的还是辣的，
口味要淡些还是重些。又指挥着父亲，一
会儿剥棵葱，一会儿洗青菜。她没想到，
脾气暴躁的父亲，居然像个孩子一样，被
她调理得服服帖帖的。她听着父亲和阿姨
在厨房里小声笑着，油锅地响，油烟的味
道从厨房里溢出来，她的眼睛热热的，这
才是真正的家的味道啊。

那天晚上，大家都睡了后，父亲来
到她的房里，认真地对她说：“丫丫，这
男孩子不适合你。”她的倔强劲儿又上来
了：“怎么不适合？至少，他不喝酒，比
你脾气要好得多，从来不跟我吵架。”父
亲有些尴尬，仍劝她：“你经事太少，这

种人，他不跟你吵架，可是一点一滴，他
都在心里记着呢。”

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工作第二
年，便结了婚。但是却被父亲不幸言中，
她遗传了父亲的急脾气，火气上来，吵闹
也是难免。他从不跟她吵架，但是他的那
种沉默和坚持不退让，更让她难以承受。
冷战、分居，孩子两岁的时候，他们离了
婚。

离婚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失眠，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工作也不如意，人一
下子便老了好多。有一次，孩子突然问
她：“爸爸不要我们了吗？”她忍着泪，
说：“不管怎样，妈妈永远爱你。”话一出
口她就愣住了，这话，父亲当年也曾经和
她说过的啊，可是她，何曾体会过父亲的
心情？

父亲在电话里说，如果过得不好，就
回来吧。孩子让你阿姨带，老爸还养不活
你？她沉默着，不说话，眼泪一滴滴落
下，她以为父亲看不见。

隔天，父亲突然来了，不由分说就把
她的东西收拾了，抱起孩子，说，跟姥爷
回家喽。

还是她的房间，阿姨早已收拾得一尘
不染。父亲喜欢做饭，一日三餐，变着花
样给她做。父亲老了，很健忘，菜里经常
放双份的盐。可是她小时候的事情，父亲
一件件都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又把她小时
候发烧的事情讲给孩子听，父亲说：“就
是你妈那一声‘爸爸’，把姥爷的心给牵
住了……”她在旁边听着，突然想起那句
诗：“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初春，看到她一身灰暗的衣服，父亲
执意要去给她买新衣，他很牛气地打开自
己的钱包给她看，里面一沓新钞，是父亲
刚领的退休金。她便笑，上前挽住父亲的
胳膊，调皮地说：“原来傍大款的感觉这
么好！”父亲便像个绅士似的，昂首挺
胸，她和阿姨忍不住都笑了。

走在街上，父亲却抽出了自己的胳
膊，说，你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笑
问，怎么，不好意思了？父亲说，你走前
面，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好提醒你躲一
下。她站住，阳光从身后照过来，她忽然
发现，什么时候，父亲的腰已经佝偻起来
了？她记得以前，父亲是那样高大强壮的
一个人啊。可是，这样一个老人，还要走
在她后面，为她提醒可能遇到的危险……

她在前面走了，想，这一生，还有谁
会像父亲一样，守候着她的一生？这样想
着，泪便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也不敢去
擦，怕被身后的父亲看到。只是挺直了
腰，一直往前走。

晓琳/文

谁能守候你一生

带着孩子爬山去

妈妈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