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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开 锁
靳秀萍

她解下围裙，顺手去开厨房门，打不
开。 锁子卡住了？ 不会吧……她内心一
惊，再用力拧，还是打不开！

锁子卡住了！确信无疑。她的愤怒顷
刻之间就如火焰山一般燃遍全身， 她觉
得自己简直要燃爆了！ 为什么偏偏是今
天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野兽，
随时可以撕裂眼前的一切猎物。

她拿起一把小刀，在门缝撬了一下。
她使劲地摇动着门框， 奋力上下拧动锁
把手，门还是纹丝不动。

她茫然若失， 心里咒骂着不管家事
的老公，又懊悔自己的粗心大意。她不停
地换着工具去撬， 一次次的失望彻底摧
毁了念想。 她颓然地倚墙而立，慢慢地，
从失去理智的急躁中恢复了平静。没事，
不就是等他一天吗？ 她心里这样想的时
候，感觉自己的心却在一点点地往下沉。
今天老公出个短差， 她本来打算早早去
给嫁女的同事帮忙的， 不想意外地被关
进厨房，连手机都没拿，真是天有不测风
云啊。

厨房好久没有清理了，算了，改日再
给同事解释，今天就权当大扫除了。说干
就干， 她开始清理油烟机、 橱柜、 灶具

……她擦拭着， 拿起一块抹布往柜子最
深处探过去。 忽然， 她感到一种钻心的
疼，急忙抽出手来，血立刻从中指上涌了
出来。她这才想起，里面放着一把早就不
用的削骨刀， 血滴答滴答地溅落在地板
上。

窗外黑乎乎一片， 她觉得自己仿佛
置身于一片荒原之上。打开厨房窗户，凌
厉的北风瞬间就灌了进来， 她打了一个
寒噤。注视着黑黢黢的地面，忽然看到了
一点亮光，蓝莹莹的，她心中一阵窃喜，
大声喊道：

“下面的朋友，请您帮我打个电话好
吗？ 我被关在厨房里了。 ”

亮光并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停下
来，仍旧在以原来的速度移动，慢慢地，
直至消失在她的视野尽头。 北风肆意啃
噬着她的脸、脖颈，夹杂着零星飘落的雪
花，她顾不上冷，她在焦急地寻找下一个
目标。远处分明有人影在走动，她又一次
鼓足了勇气， 十几层的高楼吞噬着她的
声音。她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近，又一个个
远离她而去， 刚刚燃起来的希望就如同
这黑夜中的星光一样， 随即就被黑暗吞
噬了。

天蒙蒙发亮，不行，得抓住早晨这个
机会，她心中这样想的时候，就再次趴在
窗户，看到了一个人影，好像是背书包的
学生，她再一次鼓足勇气喊出来，人影却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谁要打电话？ ”上方，隐隐传来一个
模糊的声音。

好像是楼上的那个女人？ 对， 就是
她！

她一时有些懊悔， 一想到又让那个
女人看自己的笑话， 简直就是在伤口上
再撒一把盐。

近几年来，她的失眠像扎了根一样，
四处求医也没有好转 。 夜里只要有一
点轻微的声响 ，她就睡意全无。 自从楼
上那个女人生了二孩 ，她的悲剧就降临
了……清晨， 楼上厨房里的豆浆机声响
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磨难， 更不用说
大小两个孩子咚咚的跑步声和哭闹声，
她简直快被折磨疯了。一天傍晚，她忍无
可忍，敲开楼上的房门。

“我睡眠不好，晚上你能不能管管你
们家小孩，别太闹了！ ”她礼貌地说。

“小孩子就这样不听话，不好意思。 ”
女人冷冷地道歉。

她悻悻地回到家。 她本没有打算和
楼上闹翻，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她万
万没想到， 儿子的婚房在楼上的一次漏
水事故中面目全非。眼看儿子婚期临近，
她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再次冲上楼， 砸开
了楼上女人的家门……

从此，偶尔在楼里碰面，她们俩甚至
都不会坐同一趟电梯。

“说一下电话号码。 ”楼上又一次传
来了那女人的声音。想赌气不说吧，可老
公要是今天中午还回不来， 她得等到什
么时候？说吧，她那次站在人家门口又叫
又骂、 惹得上下楼的人都来围观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 她觉得自己已经虚弱得像
风中的稻草， 也不知是什么支配着她推
开窗户，对着楼上，说出了老公的电话号
码。

……是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
宛如茫茫海面上朦胧的灯光， 她一阵欣
喜。

“师傅，厨房在这里！ ”她听出这是老
公的声音。

“大姐，你没事吧？快点，师傅！”是楼
上女人的声音。

她，静静地等待着开锁那一刻。

疫情之下，更懂读书
徐光太

又一次拿起孙辈们的课外书，这次是配有拼音和彩图的《经
典宋词》，竟然有 73 家 200 多首，精选了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代表
人物的经典词作，令我大饱脑福。 特别羡慕孙子们有这么好的精
神食粮。

有一年春节，疯玩了几天后，两孩子吟诗作别。 一个说“海内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个说“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大的
吟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小的应道“遥知兄弟登
山处，偏插茱萸少一人”。 词穷了就上百度搜，最后请出白居易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作罢。 一旁
的我欢喜之余，心生喟叹。 想当年，我们小学不说，初中高中课本
上仅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几首，没有课外书，从未听过“三
秋桂子，十里荷花”、“七八颗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读汉语言
文学专业时，我们才能欣赏一些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 很
早以前港台的一些电视剧插曲，左一个“昨夜星辰”，右一个“在
水一方”，或者就是“庭院深深”，我就觉得他们怎么有这么丰富
地表达情感的词汇，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吃老祖宗的饭。

读大学时，感受与现在也很不一样。 那时读李清照就觉得她
是在谈情，陆游在说爱。 特别欣赏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
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可现在看李商隐几乎都是朦胧诗，意境
特别美。 喜欢边塞诗，“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醉卧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让人血脉喷张，豪气勃发，现在就只是
静静地享受其美感。

近日，找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翻读了一遍宋词
部分，有专章介绍了辛弃疾词的意境与艺术特色。 辛弃疾的词，
作为豪放派大家，更是前无古人，纵横万里贯通古今。 舞榭歌台，
金戈铁马，一股英雄气，具有豪壮且苍凉、雄奇而沉郁的风格。 比
如“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
长江滚滚流”；再比如“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
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
深闻鹧鸪。 ”一次友人领我登郁孤台时，我背诵着竟然热泪盈眶。
他的这个风格与他主张抗清的经历，与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
而又不与投降派妥协地这样一个坚定的意志， 以及他周围环境
的恶劣，形成复杂内心矛盾有关。 他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几
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 雄奇阔大的意境，生动而
夸张地描绘与想象，构成辛词豪放风格的特征。

近年来，出版界出版了许多研究或赏析宋词的著作，形成了
一个高潮，使得人们欣赏到更多的古诗词的美，体会到更多更丰
富的情感。

今天，我们有幸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怀着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尽情地在书海里遨游吧。

“醉”在路上 清 光 摄

签 约 保 姆
刘 卫

这些年来，父母渐入老境，相互照
顾感到力不从心， 萌生出想请保姆的
念头。

经社区指点， 他们找到附近信誉
良好的家政公司。 提了要求和能出得
起的薪酬， 那位中年嫂子主管热情地
说 ：“正好我们有一个叫阿芳的在歇
工。 她的‘本本’齐全，真实有效，干活
利索，人也细心。 我打电话叫她过来，
看您二位对其有无眼缘。先试工一天，
不管满意否， 雇主出八十元的基础费
用。如认可，双方签正式用工协议才能
上岗哦！ ”

父亲一生都是靠口头承诺来处
事，缺乏签约意识。 没想到，第一次当
雇主， 他预感届时下笔签字似有千斤
重。 和坐在轮椅的母亲协商后， 父亲
说：“行。 先让阿芳试工，费用照付。 我
儿子一直做出口生意，协议观很重，让
他来把关。我理解，签份协议对双方都
好嘛！ ”

阿芳试岗一天，父母很满意。 第二
天，母亲无法出去。应约，我如期而至，
在家政公司举行三方商谈。主管先问：
“阿芳，你认可雇主的工作环境吗？ ”阿
芳认真地点头。接着，主管把她的各种
“本本”，包括身份证、健康证、中级营
养师证和从业资格证等摆出来， 让我
一一验证。 主管话语严谨地说：“她的
工作能力和人品我们作担保， 以维护
公司的美誉度。 这是我们标准的用工
协议。 请一条一条地看仔细。 如有异
议，在不违背总体原则的前提下，双方

可以协商修改。一旦签字，当事人应该
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以保障自身
的权益。 ”

父亲老眼昏花， 对如何签约没概
念，让我逐条讲解，能办得到的就照章
执行， 办不到的再行协商。 作为生意
人， 我对家政公司按约派出员工的程
序感到很欣慰。

身负重托， 我把那七八张纸的内
容逐条拜读起来。的确很详尽，也有可
操作性。它把各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
作了具体的规定， 也将风险预估得很
足，产生纠纷的解决路径写得很清晰。
譬如，划分了保姆的工作范围，烧饭，
做卫生，陪老人做理疗，晚饭后推轮椅
上的老人“散步”；配餐不能只讲对老
人胃口， 要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合理膳
食的好建议； 保姆的个人卫生用品自
理；每年有三次探亲假，分别规定假期
的时长，每次主雇方只出二百元路费，
但不赠送实物； 保姆的报酬根据当年
的物价水平一年一议； 辞工须提前一
月告知，等等，不一而足。 除个别地方
需经商榷修改补充外， 我觉得这份协
议经授权后可以代签。

因为有约在先， 阿芳和父母相处
得很愉快，心无芥蒂。 她全心全力，无
微不至，干活到位，堪称优良，其工钱
我们从不拖欠。各方皆大欢喜。父亲总
结道，市场法则下，他的老一套看来是
行不通啰！签正式协议，当事方都认真
履行，不蒙不哄，就能大大减少潜在的
烦恼。

小 桥
蔡永平

那年，文斌和秀梅相会在小桥上，
流水潺潺，杨柳依依，两人眼含柔情，
心里酥麻，掉进了情网里。相恋三百多
个日夜， 文斌牵着秀梅的手， 走过小
桥，幸福地结合了。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琐碎的，烦
人的。 文斌不吃辣，秀梅无辣不成饭；
秀梅天天傍晚去村文化广场跳舞，文
斌窝在家里不出门；秀梅赶集买衣服，
文斌冷了脸劝她省着点……

两人常闹气，争吵，秀梅狠下心要
了断了这段感情。 秀梅和文斌去镇上
办离婚手续。

三月的乡野， 桃红柳绿， 碧草萋
萋。 两人冰冷脸，一前一后，不紧不慢
地走。

来到河边，春水暴涨，小桥被浑浊
的河水淹没。秀梅是特殊期，沾不得冷
水，秀梅皱紧了眉头。

文斌蹲下身：“梅， 你上来我背你

过桥。 ”秀梅爬上文斌的背，文斌一步
步挪向水里的小桥。

湍急的河水，漫过了文斌的大腿。
秀梅看到文斌紧咬牙关，闭上双眼，冷
汗从鬓角流下来，身子颤抖打摆。秀梅
知道，文斌怕水，对大水眩晕。

瞬时，秀梅想起和文斌的过往，小
桥上的羞涩，小桥上的心跳，小桥上的
甜蜜……文斌所有点点滴滴的好显现
在眼前，秀梅心儿颤动，眼睛湿润。

“斌，我们回去吧，这水太大了。 ”
秀梅颤声地说。

“梅，不怕，有我呢！ ”文斌双臂用
力，托起梅。

“斌，去了，回来就没人背我过桥
了！ ”梅抽泣。

文斌停下来，顿了顿，他掉转身，
大踏步返回岸边。

几个放学的山伢子， 站在岸边拍
着手高喊：“猪八戒背媳妇喽！ ”

舌尖上的回味
胡凤茹

今年春天，因疫情，大多的时间是
足不出户的。

居家的日子常常食欲不佳。早餐，
我突然想吃儿时母亲烙的玉米饼，那
时我们叫它锅贴焦，是用玉米糁做的。
记得小时候， 一年到头吃不上精米细
面，我们那儿是旱田，玉米高粱成了我
们的主粮。 玉米碾碎，筛成面粉，那可
是金贵的细面，掺些麦面做馒头，只有
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贵客了， 我们才
能吃上一口。剩下的玉米糁子，才是我
们的一日三餐。玉米糁一般用来煮粥，
如果没有干粮，母亲会把粥煮得粘稠，
就着咸菜，吃起来那个香。玉米糁还能
烙成玉米饼。母亲手很巧，把玉米糁掺
点玉米面和成糊糊，锅烧热了，滴少许
油，再把面糊倒进锅里摊开，小火慢慢
煎熟，正反面都煎得黄亮亮的，像一块
大锅巴，吃到嘴里又香又脆。除了玉米
粥、 玉米锅贴焦， 还有一样最好吃的
“玉米鸡蛋糕”，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玉米鸡蛋糕”是母亲独创的，一听这
个名字， 也许你会想到是由玉米面和
鸡蛋做的。 其实不然，那个年代，能吃

上鸡蛋可是富裕人的生活， 对于我们
只是奢望。

记得那年秋天， 我和姐姐跟着乡
亲们去十几里外的农场拾黄豆， 中午
不能回家吃饭，只能带些干粮充饥。有
的人家生活条件好点， 就会用白面摊
成油饼带着。 我家里穷， 很少见着白
面， 母亲就会用玉米面掺少量的玉米
糁和面，然后搓成一个个圆饼，在锅里
煎得又黄又亮，很像一块块鸡蛋糕，吃
起来很香。该吃午饭了，大家把带的干
粮拿出来吃。 乡邻们还真以为我们吃
的是鸡蛋糕，很羡慕。我和姐姐看着她
们吃着白面油饼，也直流口水。乡亲父
老都很厚道，出门在外不分彼此，一起
分享。她们吃着“玉米鸡蛋糕”，赞不绝
口，都夸母亲手巧。

好多年没有品尝到母亲亲手做的
玉米锅贴焦和“玉米鸡蛋糕”，可那味
儿已根深蒂固。 如今的鸡蛋糕甜得腻
人，永远比不上母亲做得香脆。 如今，
母亲正处在疫区， 期待解封的日子早
日来临，与母亲团聚，再次尝一尝母亲
亲手做的玉米佳肴。

如 歌 往 事
聂 浩

小时候的我 ， 是一个放任而自由的孩
子。 那时的村子里，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两
三个孩子，稍一集合，就有几十号人，玩起来
有规模，有气势。 夏天晚上，月亮刚刚爬起，
暮色还没完全笼罩大地， 我们饭碗一推，嘴
都顾不上擦，就在大人的呵斥声里一个个溜
出去玩儿。 家里家务多，大人们都有自己的
活忙，是没有功夫管我们的。 男孩子玩滚铁
环、打陀螺、斗鸡，或是撅起屁股摔纸炮；女
孩子则选择跳绳、跳方格、踢毽子，或是做游
戏。这样的疯玩，一直到月亮升到正空，各家
大人们拉着嗓子在屋后长一声短一声地喊
每个人的小名，我们才不得不回家。

七八岁时，到了上学年龄 ，我和其他孩
子一样，背起母亲缝制的小书包去学校。

没上几天 ， 刚上学的新奇感喜悦感逐
渐被渐渐增加的束缚枯燥所代替。 无奈，我
开始逃学。 上学途中偷偷拐个弯，到村后的
树林里玩，等到放学时再若无其事地回家。
父亲是学校的校长，授课老师一问父亲，底
细被揭出来，一顿揍是难免的。 没办法，我

只好无奈地再次加入上学的行列。
有一天，玩心上来了，快到学校时，趁送

我的母亲不备，我偷偷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厕
所。过了一会，听到脚步声都远了，我才做贼
似地跑到村后的小树林。 那是春天，树林里
高大的白杨树刚抽出新叶，地上铺着褪下的
叶皮儿，沟塘里的水青得发绿，除了各色的
鸟在树林里欢腾，鸣叫，四野一片寂静。我眼
巴巴地看着它们，一种孤独，无奈而又失落
的感觉猛然涌上心头。 一瞬间，我突然意识
到，属于我的无忧无虑尽情玩乐的童年生活
结束了。

再后来，便是不停地上学。 小学毕业是
中学，然后是中专。

小学时的校园是土房子 ， 连我们趴的
桌子也是土砌成的， 上学只要从家里拎一

个小板凳即可。 小学六年，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一年级留级时得到的那张奖状和老师给
我发奖时满面的笑容。

时光飞逝，小学毕业时父亲托人把我送
到远方的一所中学读书。那所学校离家有二
十多里路。初次离家的我，一到周末就想家，
即便下着大雨， 也要一路踩着泥泞往家赶。
周日下午，再和一群人背上母亲准备的咸菜
和米回学校。晚自习，有时停了电，同学们就
点起蜡烛或是汽油灯继续读书。教室里除了
摇曳的烛光或是汽油灯燃烧时发出的滋滋
声。下了晚自习，在月光下，一些同学就会拎
桶到学校唯一的一口井边打水，铁桶碰着井
沿，在深夜里发出“咣当咣当”的回响。

那年开学，我离开家乡，一个人背着简
单的行李到南方那座陌生的小城读中专。

学校环境很美 。 西边就是佛子岭下游
的淠河， 站在二楼教室外就能看到西边更
远处的睡美人山。 西南边的黑石渡大桥横
跨淠河，放晚学或是周末，大家都喜欢到那
青山绿水间洗衣服。 许多个清晨，我和几个
好友一道，起个早，在朦胧的山雾里沿着淠
河边的小道往佛子岭方向跑步 。 那时虽然
面临前途未卜的压力， 但来自全市五个县
的我们还是在那儿度过了比较难忘的三年
时光。 只有毕业分别时，最后被我们送上车
子的那几位女同学满面的泪痕和哽咽的话
语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随后，我的人生轨迹就和许多人一样 ：
毕业、就业，成家，然后几经周折，在这座小
城定居下来。

如歌往事，往事如歌。 有时回首 ，虽然
童年和读书时的那段时光有许多苦涩 ，但
其中也有这些细碎的点点滴滴的小美好 ，
正是这些往事如点点繁星点缀了我的生
活，使我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在失意消沉
时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自信。

种在沙漠深处的树
阿 果

看好友女儿蔓菁的结婚相册， 新人拍照的取景地居然在千里
之外的阿拉善， 他们在“蚂蚁森林” 合种的爱情树———花棒的基
地。 其中一张， 新人分立在基地木牌的两旁， 女的白色婚纱摇曳
生姿， 男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让背后的荒莽地， 有了柔软， 有
了浪漫， 有了生境。 蔓菁的脸上， 带着春风般和煦的笑。

蔓菁脆生生地说， “阿拉善” 这个地名就叫人欢喜， 阿拉就
是我们， 种一棵树等于行一份善， 所以我们去那里拍婚纱照， 给
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一个难忘的印记。

我也笑了。 迄今， 我也以行走和生活缴费获得的能量， 种下
了 11棵树： 柠条 2棵、 梭梭树 3 棵、 沙柳 2 棵、 花棒 1 棵、 沙
棘 1棵、 榆树 1棵、 侧柏 1棵， 分别在鄂尔多斯、 临夏、 阿拉善
等地。 种树， 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个抓手， 多了这个抓手， 生命
就多了一层意义。 去年， 我还参与了“我有一棵树， 长在阿克
苏” ———2021“我为汽车种棵树” 大型公益活动。 通过植树造
林， 助力环境保护和阿克苏经济发展。 今年春节前， 我还收到了
冰糖心苹果的爱心回馈。

种树， 听起来很简单的事， 在贫瘠的沙土上， 却不容易。 先
要用麦草在沙地里打出一平方左右的草方格沙障， 然后在格子中
间挖出至少有五十厘米深的坑， 把树苗种上， 浇上一桶水， 才算
完成。 疏密有间的沙障， 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 如铺开的渔网。
花棒要在沙漠里站稳脚跟， 根系要努力伸展到十多米深远的地
方。 每一棵在网眼里挺身的树， 三年内是老僧入定的样子， 恐怕
只有天边月， 懂得这份隐忍、 寂寞与苦涩。

我有一个五年计划： 在“蚂蚁森林” 攒 215.68 千克能量，
种一棵胡杨。 那将是能活千年的树啊！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小
说《中洛锡安之心》 中写到： 我们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后代子孙
种树。 当某一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树将代表自己活在天地间，
我种故我在。

一念中的善意
马清贤

一周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书，电话忽然响
了。

看看是个陌生号， 我还是习惯性地摁了接听
键：“喂———”

“爸爸，我好想您啊！您怎么还不回来啊？小婧
现在可乖了，妈妈再让吃药时我也不哭鼻子了。 我
就是好想爸爸啊，您赶紧回来吧，我想爸爸想得好
难受，好难受……”

电话里传来一个稚嫩虚弱的女童音。 听着她
急切的呼唤，我不忍像往常一样说句打错了，再挂
断电话。而是不由问了一句：“你是谁呀？是不是打
错了……”

“不，不会错的。这是妈妈给我说的号码啊！爸
爸， 我是小婧呀， 您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了？ 是不是您见我病了，不想要小婧和妈妈了？ 爸
爸，您回来吧，我好想好想您啊……”女童音有些
哽咽，欲哭无声。 不用说，一定是强忍着眼泪不让
流出来，恐怕爸爸看见了说她不是乖女儿，不回家
看她。

以我不甚丰富的想象力， 我已猜到这个名叫
小婧的女孩，是一个患病的小女孩，很长时间没有
见到爸爸了， 她十分渴望她的爸爸回家看她。 那
么，她的爸爸哪里去了呢？ 是真的因为女儿有病而
撇下她们母女出走了吗？ 假若如此，这个小女孩的
病情一定不轻！ 可能是不治之症，甚至不久于人世
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抽搐了一下，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多么懂事的孩子啊！尽管她打错了电话，
我却不能让她失望，将错就错吧。 我想，这时候的谎
言，对身患绝症的孩子来说，也是美好的安慰。

于是，我说：“乖女儿，爸爸也想小婧了，很想
很想的。 爸爸在外边忙完了，马上就回去。 你现在

身体好些了吗？ 都哪儿不舒服？ 吃药了吗？ ”
“妈妈，爸爸说他马上就回来了！ ”好像是女孩

冲着一边的妈妈高兴地说。
女孩又对着电话说 ：“爸爸 ， 亲小婧一个好

吗？ ”
并不是太高的要求，我理应满足她，就对着手

机“啾儿———”了一下。
“妈妈，爸爸亲我了！ ”女孩又给她妈妈报了个

喜讯。
电话里隐隐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乖女儿，

挂了吧。 爸爸出差在外边很忙。 ”
女孩却撒娇：“不嘛。 我也要亲爸爸一个，啾

儿———”
听见女孩妈妈的声音，我怕弄出尴尬，立马对

女孩说：“好了，好了。 爸爸还有事，小婧再见！ ”
“爸爸再见！ ”
我看着一串陌生号码，虽然感觉此事蹊跷，但

我问心无愧，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不想，昨天下午，我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

个女人。 电话接通，她不容我问话，一口气说完了
她要表达的意思，就挂断了电话。

她说：“我的女儿小婧患白血病死了， 今年刚
刚六岁。 她的爸爸为给她筹钱看病，两个月前不慎
遭遇车祸死亡。 她爸爸去世，我一直瞒着她，只说
是他出差去了很远的地方。 小婧临死前两天，非要
给她爸爸打电话。 不得已，我就给她胡乱编了一个
号码，不想是您。谢谢您！您是个好人，您很善解人
意，满足了我女儿临走前的期望，使她不留遗憾地
含笑而去。 我再次谢谢您！ 谢谢您……”

尽管小婧不是我的女儿，听到她病死的消息，
我心里还是为她难过了一阵子。

小婧，一路走好，你的亲爸爸在天堂等你……

五彩地絮语

人生百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