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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亲的朗读者

两代情深
LIANG DAI QING SHEN

父亲生日快到了， 我问他有什
么心愿，他只是摇头， 然后说：
“除了看书我没什么爱好， 但现在
眼睛不行了， 时间一长就累， 而且
也看不清楚。” 我自然知道父亲有
多喜欢看书， 自儿时起， 父亲给我
最深的印象便是坐在藤椅上看
书 ， 旁边放着一大杯茶。 退休后，
父亲更是日日与书为伴。 我从来没
想过，有那么一天，父亲居然会看不
了书。
晚上回家路过公园， 正好看到
一位年轻的母亲拿着一本书给孩子
朗读， 声音温柔， 孩子听得很是入
神。 我不禁想起儿时，我也曾经有过
坐在父亲的膝头，听他读书的时光。
想到这里，我不禁灵光一现，既然儿

话说家风
HUA SHUO JIA FENG

父辈之前， 我的家族世代
扎根农村， 爷爷的勤劳是出了
名的。爷爷每天起床特别早，割
稻子的时候，他大概清晨5点就
到田里劳作了。他说，这不能再
早了，割稻子看不清，打谷就更
不成了，危险。 拔花生时，爷爷
会选择4点起床，拔花生不用工
具，就凭手，伸手不见五指也能
拔。
爷爷用他的勤劳撑起了我
们这个家， 不仅给了儿女温饱
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爷爷的勤
劳深深影响着每个儿女。
爷爷奶奶育有四个儿女，
他们都没有选择继承父业。 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
时候，他们成为勤奋踏实、开拓
进取的
“
西部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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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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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父亲可以给幼小的我读书， 那现
在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年迈的父亲读
书呢？
父亲生日那天， 我带着几本厚
厚的书回家。 父亲摸着书的封面，不
停地点头， 之后又叹息：“封面的字
大，我还看得见，里面就……”父亲
遗憾地摇了摇头， 把书放到书柜上
便要走出书房。 我拉住父亲：“
爸，我
来给您读书吧。 ”我把父亲安置在他
坐了几十年的藤椅上， 然后开始给
父亲朗读。
没想到， 给父亲朗读居然会让
我这么紧张， 生怕父亲有一点点的
不满意。 渐渐地，我投入到书的世界
里， 声音里开始有了情绪……书本
一页一页地读过， 我和父亲都沉浸
其中。 那晚，父亲很是开心。
第二天下班后， 想起父亲头天
晚上的依依不舍， 我又来到父亲家
给他朗读。 此后，每天下班后或者晚
餐后，我都会去父亲那里，给他读几
页书。 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件比较辛

家风为勤
父辈远离故乡， 却在夜深
人静时愈加思念故土。 一想到
爷爷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背影，
他们就会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
会在陌生的城市里闯出一片属
于自己的天地。时至今日，他们
还是平凡的，但并不平庸，他们
靠双手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尽
管不大，却是家人心中的骄傲。
周末， 母亲在电话里对我
说：“我和你爸天天辛苦干活没
什么，只要你们懂得珍惜，将来
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 吃得了
苦，靠自己挣个好未来，我们现
在做的一切就都值了。 ”
我家家风为勤， 它和咱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勤俭节约，艰
苦奋斗”一脉相承。
■温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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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且枯燥的事情，没想到，给父亲
朗读，不仅完成了他读书的心愿，也
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 更让我和年
近七旬的父亲亲近起来， 这 样 的

婚恋物语
HUN LIAN WU YU

有一对夫妻离婚了，
竟然是因为一双袜子。
原来，妻子爱整洁，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
条， 物品归置得整整齐
齐。 丈夫却比较随意，东
西走哪扔哪。 比如，妻子
每次换鞋后， 都会把鞋
放进鞋柜， 但丈夫从不
收纳，任鞋摆在地上；妻
子把衣服叠得整整齐
齐， 丈夫每次找衣服都
会翻得乱七八糟； 妻子
会把脏衣服收在脏衣篓
里， 丈夫总会把脏衣服
脱在沙发上、床上、椅子
上……
每次看到这些场
景，妻子就会火冒三丈。
妻子认为家里一定要整
洁明净， 才感觉温暖舒
适，反之就会烦躁焦虑。
丈夫觉得家是让人放松
的地方， 处处受限制让
他无法放松。 两人经常
为此吵架， 谁也说服不
了谁。
有一天， 妻子发现
刚晒好的枕头边上有一
双臭烘烘的袜子， 瞬间
崩溃了。 两人又大闹了

天伦之乐让我觉得安稳、踏实。
至今，半年过去了，做父亲的朗
读者已经成为我的另一个“职业”，
■王子华
我乐此不疲。

婚姻最好的模式是接纳
一场， 最后决定离婚。
婚姻与恋爱不同，
婚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
磨合。 有时扼杀婚姻的
凶手， 往往是一些微不
足道的小事， 比如不同
的个人习惯、 南辕北辙
的爱好、 生活中的小摩
擦等等。 这些鸡毛蒜皮
的小事就像鞋里的沙
子， 日日考验你的承受
力， 挑战你的忍耐极
限。
电影 《爱情呼叫转
移》中，徐朗与妻子因为
挤牙膏到底是从下往上
挤， 还是从中间开始挤
的问题而吵架离婚。 这
并非夸张。 生活中，因这
些小问题闹离婚的夫妻
不胜枚举。 他们并不是
不爱对方， 只是没有找
准婚姻的模式。
朋友小蓉爱运动，
周末喜欢爬山， 平时在
家爱看美剧，爱热闹。 阿
方，懒，宅，休息时喜欢
在家打游戏，看抗日剧，
爱独处。 这样的两个人
不仅结婚了， 还和和美
美地过了7年。

刚开始， 他俩也闹
过不愉快。 小蓉每次提
出去爬山， 阿方要么拒
绝，要么不情愿地接受，
然后一路抱怨， 最后不
欢而散； 小蓉要求阿方
戒掉游戏， 阿方则认为
打游戏是他最好的放松
方式； 小蓉觉得抗日剧
很老套， 阿方则只想看
不费脑子的剧……他俩
经常为这些小事吵闹，
然后冷战。
后来有一天， 阿方
主动提出去爬山。 一路
上， 小蓉看到阿方汗流
浃背， 气喘吁吁， 仍然
强打着精神陪她说笑，
小蓉的鼻子有点酸。 从
那以后， 小蓉不再逼迫
阿方戒掉游戏。 每次阿
方打游戏时， 小蓉就坐
在他身边刷剧； 有时小
蓉也会陪着阿方看抗日
剧， 然后一起吐槽……
在婚姻里， 最美好
的事莫过于： 你欣赏我
的不同， 我接纳你的不
完美。 你和我，最终成了
我们。
■米 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