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糯米饭

王东平

端午节又要到了， 我又想起了父亲的

糯米饭……

父亲与新中国同龄。 五月初五是他的

生日， 难怪我钢琴妹家老公公陆学富经常

开他玩笑：“王昱华啊五昱华， 你属老水牛

的，秧把都打在水田头，你不累才怪嘞！ ”

我们八姊妹，大姐王春已不在了。陆学

富老人也谢世了。 回想起父亲把我们拉扯

大，真的不容易。 记得每年端阳节，我们那

里几乎会发大水。 从云上寨子边仙人岩看

楼下大河，水都是满的，大沙坝那里宽三四

十米的河面波涛滚滚、 汹涌澎湃……云上

坝子、猫田坝子水泱泱的、明晃晃的，大部

分田栽了稻秧，栽得早的有的已经发青了，

只有少部分没栽了，都快“关秧门”了（栽完

秧的意思）。

从四月雨水来， 每家的水牛都在田里

打田，我家的牛也不例外。 父亲早早起来，

吆起牛带着我们冒着雨就往田里奔。 父亲

披着蓑衣、戴着篾帽在前面犁田，我们在后

面铲田埂、筑田埂；父亲耙田、扒田，我们拔

秧、栽秧，一家老小没一个闲着。父亲常说：

“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 ”“勤谨勤谨，衣

饭把稳；懒做懒做，肚儿挨饿。 ”散发着泥土

气息的话，让我们深受启发。

我们寨子里，就有一家，因懒惰食不果

腹衣不蔽体的，全年靠民政救济，几个儿子

都找不到老婆， 被寨邻老人们经常讲 （批

评）。现在，我们帮扶的一些精准贫困户，也

有的人就是因懒致贫。我因此还傻傻地想，

要是能研究出一种“勤快”软件植入他们身

体，让他们勤快起来，别说脱不了贫，发家

致富也完全有可能。 由此也可见扶贫先扶

志智多重要。

父亲一辈子耕田劳作，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风里来雨里去，磨肋巴骨养肠子，耗

子添米汤———刚好够敷嘴， 不背账也没存

钱，抚养我们成家立业，如今一天一天地就

已老了。

后来，我去读贵师大，读到张克《行云》

里的诗句：“尾巴甩碎浓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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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才知道了“牛”的光荣，父亲的确不

容易。

人生七十古来稀。可父亲身体还很好，

只是天晴下雨时肩周炎发作， 让父亲有点

难忍。 然而，父亲苦了累了，也不忘在他的

生日里，为我们焖上一罐糯米饭。

父亲用刷把洗净家里的一大个生锑

锅，从平柜糯米口袋中撮一升多米放进去，

从水缸里舀两锑瓢水倒进去， 从筷箩里拿

一双筷子搅了搅，把淘米水倒进猪食桶，再

把刚从自家地里挖来的洋芋洗净切好放入

锑锅，舀一瓢水进去，看水不够，父亲又舀

了半瓢，淹着米有一个指节深的水，用筷子

搅匀，手端着锑锅晃了晃，就端到灶火上，

拿出筷子，盖上锅盖。

接着， 父亲把我们铲田埂顺带挖来折

耳根（鱼腥草）洗好切成节，装入扁大碗里，

舀一木勺母亲自做的豆食放进去， 从盐钵

（舂辣子的小石臼，也可舂糯米粑等）里舀

一锑勺辣子面洒在豆食上。 辣子面是刚从

灶火盐洞 （土灶半腰炉膛外专设的烘炕辣

椒的洞）里拿出来舂的，炕得很黄，又多少

有点糊，一大股辣香味。

父亲切了一把蒜苔，一块火腿肉。火腿

肉深红的，肉多皮少，看着就想吃。 父亲是

要做蒜苔炒火腿肉。 蒜苔是自留地里扯来

的，火腿肉是过年杀年猪腌制的腊肉。

这时，锑锅开始冒气，一股香气幽幽飘

来，闻着让人着实想吃，口水直淌。

逐渐地，锑锅冒气少了，糯米饭开始干

了，父亲就把锑锅拿下来摆在灶台上，这样

免得饭粘锅。然后，从灶火边二柱旁拿了块

破铁锅片， 从灶火灰窝里撮了两撮煤灰放

在铁锅片里，然后把铁锅片放在灶火上，抬

锑锅放在铁锅片上。 这样就免得把糯米饭

焖糊了！

父亲叫大姐去房侧边菜园里摘点茴

香。 小妹燕子就跟着大姐去园埂边掐了一

大把茴香嫩尖尖来，洗干净放在筲箕里。父

亲转了转锑锅，用麻麻火机点了杆烟吃，很

过瘾的样子。 看灶火旺了，便又抬下锑锅，

在铁锅片里加了点煤灰，又抬上锑锅，并左

右挪了挪锑锅，让锅受热均匀。 过了会儿，

父亲就揭起锅盖， 舀了两勺猪油在糯米饭

上面，并扒均匀，然后盖上锅盖，又磨了磨

锑锅。

母亲从龙井边洗衣服回来， 叫飞林妹

门口晒。父亲脸斜着对着锑锅闻了闻，眼睛

眯起，很陶醉的样子。 “饭得嘞！ ”便用灶边

包锅布包住锑锅两个耳朵， 将锑锅抬到水

缸边煤炭坑旁潮湿的地上， 这样饭就不粘

锅底了。

妈用火钳夹下铁锅片，并捅了捅灶火，

抬上小铁锅洗净，舀一大勺猪油放进去。兄

弟钟伟切碎茴香，赶进锑钵里，从鸡窝里拿

了几个鸡蛋打进去，用筷子搅拌了几转，然

后递给母亲。 油辣了，母亲迅速放进锅里，

“滋滋滋”几下，翻了翻，抬起锅洒了点盐，

茴香煎鸡蛋就好了。

母亲洗净锅，又舀一大勺油，先将砧板

上的肉放进去，拌了几下，扒到锅边，然后

放进切成几节的干辣椒炸了炸， 又放了点

姜丝，扒到锅边，才倒进切好的蒜苔。 听到

“啪啪啪”的声音，母亲几下翻炒，再将扒到

锅边的火腿肉、辣椒、姜丝混合，拌了拌，抖

了抖锅，蒜苔炒火腿肉就好了。

父亲喊“吃饭了”，我们就挪好堂屋头

的八仙桌，摆好凳子。 我拿了个大碗，从豆

食坛里舀了两木勺水豆食， 再从盐钵里挖

了两勺辣子面，做一大碗辣椒水。

姐也做好了凉拌折耳根， 端来了茴香

煎鸡蛋。母亲端来了两大碗蒜苔炒火腿肉，

八仙桌上下两边各摆一碗。 妹和兄弟们在

舀糯米饭。 我请父亲、母亲坐在家神面前，

我们八姊妹就一拥而上开始吃饭了。

一人一筷， 一碗蒜苔炒火腿肉就见底

了。我们那个时候吃肉，是要外公外婆姨爹

姨妈等亲戚来了，才吃一顿的。糯米饭油铮

铮的发亮，拈一嘴吃，香到肚里，心里那个

安逸舒爽，就是想吃，再大口吃。 一嘴酸笋

子，一嘴火腿肉，一嘴酸芹菜，一嘴茴香鸡

蛋，一嘴则耳根，一嘴香蒜苔，吃的真过瘾！

一家人，一锅糯米饭，一桌农家菜，风卷残

云般一扫而光了。

记得那种糯稻， 拔小秧栽的时候都有

香气，秋天稻子成熟的时候，风一刮来，两

三百米远都能闻到糯米的香气。糯稻很高，

要肥田种，杆杆比粘稻粗，穗很大，红色，沉

甸甸的，看着惹人喜爱，鸟雀都喜欢吃。 背

到机房打糯米，闻得到香气，哪像现在的糯

米，煮的时候只有一点香气，吃在嘴里却没

有香气了。

父亲的糯米饭，亮铮铮的，软和和的，

又香又好吞， 加上凉拌折耳根、 茴香煎鸡

蛋、蒜苔炒火腿肉、酸芹菜、酸菜、笋子、莲

花白、豆芽，全部都是自家做的，一家人其

乐融融。

现在，早已没有了煤火灶，没有盐洞烘

炕辣子，都用电饭堡、电磁炉了，生锑锅焖

糯米饭也不可能了。但一想到父亲的生日，

想到父亲端午节的糯米饭， 口水又止不住

滋润口腔……

洗眼睛

周振明

又是一年端午节。 母亲照例蹲在大山脚下那口终年汩汩冒出清澈透明

的泉水边，小心翼翼地撕下一片片鲜艳的花瓣，用手指捏紧浸入水中后，一

边轻轻地擦洗眼角边的若有似无的尘垢，一边自言自语祈求余生能耳聪目

明。 望着母亲那副虔诚的模样，往事如同连环画般一页页清晰地浮现在脑

海里。

母亲出生在县城里一户家境贫困的屠户家，因兄弟姊妹多，未走进一天

学堂，是典型的“睁眼瞎”。在她年满十八岁后，嫁给了憨厚、老实的父亲。与父

亲成家立业后，孩子们接踵而至，整整十年的时间，就生育五个孩子。 母亲在

生养我们的时间里，她几乎没有做活，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全靠会做一点木匠

活的父亲，因为收入微薄，我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奢望。 当时，我们穿着简陋，吃

的是玉米粗粮，心里感觉很憋屈，特别与家境稍好的同龄人站在一起时，一种

自卑感会莫名涌上心头，感觉很不舒服。 每当遇到如此窘况，性格开朗的母亲

常会开导我们：“人生如茶，相信只会苦一阵子，但不会苦一辈子。 ”母亲这番

充满生活哲理的话，时至今日仍激励着我们乐观地面对生活。

我七岁那年（我在家中排行最小），为了减轻压在父亲肩上的生活重担，她开

始出门到工地上扛水泥、挑石砂等。在天晴的日子，母亲会早早起床，检查粮袋里有

多少米，燃烧的柴禾是否充足等，仔细检查直至安排妥当后，她会带着愉悦的心情

走进工地。 真是难以想象，身体单薄的她每天不知要来回多少次，肩扛着沉重的水

泥，一步一步艰难地迈上冰冷的台阶。有时，汗水拌着水泥灰不小心渗进衣衫，不仅

把衣服弄脏，已产生化学作用的湿水泥似无形的嘴，无情地一口一口咬着皮肤，又

辣又痛。 母亲干活很辛苦，但每次收工回家，她总是带着微笑，从不抱怨。 偶尔遇到

雨天，不得已滞留在家中的她还是停不下来，除了把家里里外外一遍一遍地收拾之

外，她会抽空伺弄屋檐下的那几盆花。 那应该是母亲心里，除了我们之外最珍贵的

宝贝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春风驱走了老百姓那种紧巴的日子。 富

足的生活让更多的人们有了富足的心情，我所生活的县城，在清晨或傍晚，会

有闲暇的年轻的男女遛狗逗玩，留着白胡须的老爷爷打太极，身体强健的大

妈跳着欢快的舞蹈，处处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每当逢年过节，那更是热闹非

凡，特别是端午节，人们除了包粽子、煮饺皮外，常会在黄昏时分，一家人手持

各种带着芳香的花朵，走进宁静的郊外，选择一口永不会干涸的水井，慢慢清

洗眼眶祈求拥有健康的双眼。 这就是端年“洗眼睛”的习俗。 俗话说：“穷得锅

都揭不开，怎么会有闲情雅致养花呢？ ”母亲起初是不爱养花的，但每逢端午

节，见我们为了能拥有几朵鲜艳的花朵洗眼睛，向左邻有舍乞讨的可怜样，在

我十二岁那年，她决定在屋檐下种上几盆花。 为了节省经济支出，她把往日用

过到处补着疤痕但还会漏水的铁盆盛上泥土， 种上会在六月期间盛开的月

季、玫瑰花。

为了能让花儿准时绽放，母亲在不干活的时日里，常会手拎一把小锄头，

给花盆除草松土，有时遇到哪家有剩余的猪粪，母亲会讨来施肥。 在母亲精心

的照料下，盆里的花儿长得格外茁壮，在每年的端午节前，月季、玫瑰花都会

如期的竞相开放，不仅引得蜂蝶翩翩起舞，也时常让路人留连驻足。 偶尔听到

人们的赞赏，母亲的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

也许是日久生情，母亲不仅爱上了养花，而且似乎明白，美好的生活离不

开花儿。 她对家中的那几盆花照料得格外的精心。

时光晃如白驹过隙，母亲挺直的腰杆转眼间日益佝偻，额头布满银丝。 母亲

老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家中的那几盆花，依旧在每年的端午节前次第开放。 而她

沿着隐藏于稻禾下阡陌田埂路艰辛行走， 以及虔诚地蹲在泉水边用鲜花洗眼

睛，孜孜不倦追求健康向上生活的样子，更是让我不感慨：人生无论处于任何困

境，都不要放弃追求，有爱在，平凡的日子也会绚烂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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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飘香的

淡淡的艾蒿香气

飘散在五月的乡间

陶醉了日子

浓郁了季节

粽子的味道

和着新麦的清香

糅合出农家独有的品位

调和出人间靓丽的光鲜

这一天是怀古的

在穿越沧桑的纤尘里

汩罗河摇动的水波记得

汩罗河吐蕾的睡莲记得

汩罗河桨声里的渔歌记得

屈大夫那纵身的一跃

成为千古绝唱

定格成历史高峰里

最惹眼的突起

于是

从那一天起

糯米因屈原有了粘度

粽子因屈原丰富了味道

端午节

一个站在收成里的节气

醺醉了五月的乡野

端午节

一个催人向上的节气

喷发着不屈与豪迈

香荷包

艳丽的荷包

招摇在城市乡村

艾草的香气

氤氲了农历的五月

香荷包

那是奶奶用虔诚包裹的心思

送给晚辈的福佑

五彩丝线在小儿的脖颈上闪耀

心形荷包在酣甜的梦里飘摇

心灵手巧的农家女儿

用微妙的情思

缝制成熟的心事

那枚小巧的香囊

足以让心上人醉上一季

端午节

因荷包而多姿多彩

因艾香而多情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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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心里歉歉的。

费琴艾的手机又打过来，他已经启动三菱车引擎。

都还没给办公室主任打招呼，说一下外出的理由呢。

杨达坐到后排座，一脸不高兴，嘴里不停嘟哝：“电

站不好玩，你守你的铺子，与我屁相干。 ”

他从倒车镜看杨达， 突然不轻不重地喊一声：“杨

达！ ”

杨达吓得全身打抖，一动不动趴在靠背上。

她坐在副驾驶座，回头看一眼杨达，杨达像老鼠见

到猫，突然变老实。 又看看戴着墨镜、白手套的郝德仁。

喊一声：“郝杨达！ ”

郝德仁一惊，但没有往下追究。 “回城几天啦？怎么

没对我吱一声？ ”

“我们白果树院子不是马上拆迁么？ 忙着搬家，哪

有空。 ”

“你们家都搬到吉利小区去了？ ”

“该搬的都搬了。 ”

“铺子，这两天，谁在帮你守？ ”

“没有请人，只让开餐馆那家帮我代看着。 ”

“杨达，好好帮你妈看铺子，听到没有？ ”

“听到了。 ”

“她会给你开工资的。 比你糊纸盒得的多。 ”

“嗯。 ”

“不许乱跑乱来啊，有事先问你妈。 ”

“听到了。 我不乱跑不乱整。 ”

她把手包往怀里挪挪，里边装着那份检测报告呢。

她在想，要不要马上让他知道？ 什么时候拿给他看？ 现

在———好像不合适，他开着车呢。

“要是听到你妈说，你不听话不服管，郝叔叔过来，

会揍你的。 ”

“你这口气，像我爹似的！ 你是我爹么？ ”

她看一眼杨达，又盯着郝德仁侧面脸庞，感觉相似

处愈看愈多。 费琴艾笑，“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样？ 你

一会儿疯痴， 一会儿又哪样都明白。 你爹如果管不了

你，那什么人才管得了你？ ”

“郝叔叔，你要是我爹，咋不挨到我妈呢？ ”

“杨达，你又疯了不是？ ”她说。

“我才没疯呢。 你三天两头想挨到郝叔叔，你怕我

不知道。 ”

“再说，再说我撕烂你的嘴。 ”她转身威胁。

三菱车停到店铺前面。 餐馆人潮涌动，好像在办酒

席。

她蹲下身子开卷帘门锁。 坏了，锁被撬开，往上掀

卷帘门，已遭撬变形。 “坏了坏了，强盗进屋了。 ”拉起郝

德仁，往后门走。

杨达小狗一样紧跟。 “郝叔叔，车门还没锁呢。 ”

他笑。 “这傻儿，你说他疯，有时他比起没疯的还头

脑清醒，心里有谱。 ”倒回去，关好门，摁上遥控锁。

后门半开，小偷大概从前面进来，从后门离开的。

里边狼藉一片。 撬开卷帘门，光线照进店，管钱一

点的烟酒丢失最多。 服装拿走的不多。

杨达猎犬一样，吮吸店铺浓浓的潮湿气息。 端起方

桌上的一只碗，让郝德仁闻。 碗里盛着二两残酒。 “日天

的胆子呢，还在你这儿捣了酒。 ”

杨达没停止往空气里嗅，嗅到她床边。 “妈———你

来看！ ”

费琴艾、郝德仁一起站到床边。 床头湿湿的，斑痕

点点，一大股尿臊气。

“报警，让派出所的人过来看看吧。 ”郝德仁说。

她到外间找座机打。 “连我的电话机也拿走了！ ”

“妈妈，把你包包头的手机栽到插座上打嘛！ ”

见到店铺开门，酒席上走过来好几个顾客，要买解

放鞋买作训服。 费琴艾问：“还等不等警察？ ”

“没动过的地方记住就是啦，该卖的照卖吧。 ”

去为顾客取东西，同人讨价还价。 一时，显得生意

兴旺。

郝德仁站到昌河警车门边，驾车的警察，抬脚往轮

胎上踢，轮胎被铁丁扎瘪。 抱文件夹的警察问：“你报的

警？ ”

郝德仁说：“前面那个杂货铺。 ”

警察把费琴艾把杨达叫到外边。 这儿瞄瞄，那儿看

看，也看到方桌上的残酒，也端起来闻。 一个警察说：

“有点像熟人作案。 ”

顾客减少。 警察问费琴艾：“你进城去，都告诉了哪

些人？ ”

“没告诉谁啊。 除了对面餐馆老板娘，因为要让她

照看铺子。 ”

“怎么对老板娘说的？ ”

“我说你帮我带个眼睛，说不定晚上我就回来啦。 ”

“你确切离开了多长时间？ ”

“两个晚上。 ”

“餐馆老板娘后来联系过你么？ ”

“没有。 你们不要怀疑人家，人家馆子生意火得发

烫。 钱像洪水一样往她馆子头灌，同她的餐馆比起来，

我这杂货铺算什么。 ”

警察合上活页夹，嘱咐：“你认真核对一下，给我们

报一个准确的损失单子。 ”

“有用么？ ”

“有没有用，破不破得到案，这都是我们办案的要

求。 ”

警察往对面餐馆去了。

警察走远，郝德仁才给费琴艾讲，他明天就去煤炭

局上任。

“耶———都没提前透个信。 真的？ 那我开煤矿去算

了。 ”

“明天组织部带我过去办交接。 ”

“想办法弄点钱，自己起个房子。 你年纪也老大不

小啦，我也有点指望。 ”

“还没上任呢，你让我搞腐败啊？ ”

她又想到包里的报告单，想给他看。 可他说他得赶

回城去，这段山路急弯多坡度大，经常与电站的大拖车

大挂车会车，恍惚不得，算了。 反正事实已经确证。

“要不趁天还没黑，你走吧，开慢点。 ”

“我都还没准备走呢。 ”他笑。

她也笑。 杨达围着警车转悠。 “要真不走，晚上我好

好祝贺祝贺你！ ”她更诡秘地笑。

警察押起餐馆一个伙计走过来。

“耶！ 这么快就破案啦？ ”费琴艾深表怀疑。 “别弄

错了，餐馆老板娘同我关系似姐妹。 ”

警察拎起一只大塑料袋， 到费琴艾跟前：“我们好

像找到你丢失的电话机了。 这是从他床底下搜出的两

套迷彩作训服，看是不是你店里的。 ”

费琴艾一惊，一眼看到仿海军陆战队的迷彩服。 进

货的时候， 老张还在军服衣领处用蓝铅笔做上专门记

号。 “一点不假，你们怎么查到是他干的？ ”

“他还有个小兄弟， 跑了。 跑得了初一躲不过十

五。 ”

系短白围腰的女老板走过来，问：“真是他干的？ 妈

呀，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本来，我还打算让他们晚

上过你铺子这边来，帮你巡查巡查呢。 ”

“你同你那小兄弟都在我屋里干了些什么？ ”费琴

艾看住桌上那半碗残酒。

“你以为真是他兄弟？”老板娘笑，“是他的女朋友！”

“他同他女朋友在你那床上，做了半晚上他们在其

他地方不方便做的事情。 ”警察夸张地笑。

杨达凑到费琴艾耳朵：“妈，给我也找个女朋友嘛！

我也想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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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玫搬新家新房子， 已是高二下学期暑假。 说是

家，其实只剩下她和父亲了。

院墙已经被挖掘机、 推土机们这些史前巨兽的变

体，咬成支离破碎的短截长段，再看不出墙的轮廓。白果

树依旧金灿，歪斜在瓦砾堆的上方，不管世事的变迁。还

把金黄的落叶，铺到公共水龙头那儿，尽管水龙头早已

荡然不存。 院子的几幢旧砖房子，在一个多月沉闷的大

锤响声中，一层层削平。只剩杨家这一幢这只角的一层。

毁灭正朝这个角落，一步一步逼近。

断砖碎瓦覆盖了水池。 杨玫再不能在歪白果树底

下搓洗衣服，那儿，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杨玫一点一点儿地背、扛，

自行车推。最后搬出的大件是———爸爸。 老杨已经好长

时间没上班，双脚站不起来。 杨玫把轻飘飘的爸爸扶到

自行车上，推起走。

本来劝爸爸先去新房子。 老杨说，他可以帮着照看

东西。照看什么呢，其实已经没有哪样值钱东西，也没谁

对剩下的东西感兴趣。 仍然没搬甚至仍然没打算搬迁

的另一边屋子已无天顶的王家大叔走进屋， 将一只瘪

乎乎的铝锅搁到面前，自嘲地笑：“送你只锅吧，我买了

只生铁的新锅，或许你父女用得着。 ”

老杨斜靠在竹椅子上， 将那只瘪铝锅敲得叮当叮

当。

杨玫回头检查铝锅， 问：“我们家以前没有这样的

铝锅。 哪儿来的？ ”

老杨说：“走。 不要啦，王叔叔送的。 ”

杨玫也没打算要，没觉得它有用处。 连杨家父女的

同情与支持，那王叔叔也无法赢得了。

父女俩在塘弯河桥面停住自行车， 后面砰一声闷

响。杨玫回头，养育她十七年的老房子，正中腾起一股冲

天烟尘，心里咯噔一震。 擦擦眼睛，两只巨臂似的挖掘

机，凌空而拄，眨眼之间，四周的墙壁碎片便化成一团灰

烟。 白果树，哗啦啦，满身叶片发抖。

仍然不肯离开的王叔叔已经变成徒具人形的尘

灰，跳来跳去指着挖掘机怒吼，舍生忘死地试图逼退像

要把他连根铲掉的冷酷机械。

“走吧女儿。 坐久了，我受不了。 ”

杨玫背父亲上五楼。 老杨申请的是一楼，理由是他

日益干枯的腿，没法对付百来级楼梯。 别人的理由强过

他。 共七层的步梯楼，能得到五层，让他没法再不接受。

到第三层，老杨便劝女儿歇气。杨玫咬起牙，扶住尽是水

泥浆灰尘的栏杆，一步步继续往上爬。

五楼采光充足， 补偿这些年在白果树一楼欠下的

一样，杨玫十分喜欢。 阳光丰富得过分了些。 故意敞着

窗户的杨玫，补习数学回来，满床热烘烘的，又得打开全

部窗户，让夜里的空气吹进来，冷却阳光留下的过多热

度。

小马参加过两次招工考试， 来新房子看过杨玫两

次了。

小马又敲门进来， 扛来一台

14

寸彩色电视机，显

像管凸出，屏幕角溜圆。“我们家以前用的。爸爸妈妈说，

你们父女可以暂时对付一阵子。 ”

找不到电视柜。没有准备安放电视的柜子。杨玫腾

出一把高靠背椅子，小马把电视搁上去，抽开羊角天线，

摁开电源，屏幕一片麻花花的浮雕影子。

小马从门外取回外接天线，走到阳台，调整方向，

电视红绿清晰，声音脆响。 老杨坐在旧沙发上，对着电

视。

小马频转旋纽调整饱和度。

“小马，你家现在看好多寸的呢？ ”

“爸爸退休了，看电视的时间比过去多。 我让他们

买了三十二寸的液晶。 ”

“很贵的吧？ ”

“不便宜就是。 等杨玫大学毕业，你们家也可以买

更好的啦。 ”

杨玫系着围腰，在厨房忙。

“君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 ”

“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吃过了也再吃点，你是第一次到我们新家吃饭。 ”

杨玫往方桌上端菜， 搁上三套碗筷， 希望小马答

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