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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舅爷爷
李治

今年春节， 我带上老婆孩子， 第一次到武汉过年。
舅爷爷望我们去， 有两个月了。

真情

舅爷爷头发全白， 慈眉善目， 依旧精力充沛， 腰板笔
直。

世事无常， 但舅爷爷家国情怀一直不变。
他出生于益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母亲52岁去世， 当

时他还只有十来岁。
新中国成立以前， 他看到过父老乡亲的苦难。 夏天热，

他晚上到河里洗澡， 亲眼见过把人绑上石头， 再往河里一推
了事。

有一天， 他陪小姐夫———也就是我爷爷在资水上雇船运
货， 不料船老大和伙计起了坏心， 互相递眼神要谋财害命。
他们两个人一看情况不对， 赶快把话挑明， 晓以利害， 才躲
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以后， 政府资助舅爷爷上了初中。 中学没毕
业， 他又考上了空军， 后在地勤服役。

转业后， 舅爷爷到邮电部工作， 领导很器重。 他看到战
友们都下到北大荒去了， 觉得过意不去， 主动选择下放， 被
安排进部队企业。 其后又从北京调到武汉， 一待就是50多
年。

他在企业干过很多年采购， 经常出差。 一有任务， 清了
衣服就出去。 家里老大和老二出生， 他都在外面， 都是同事
张罗着将待产的舅奶奶送医院。

舅爷爷和舅奶奶已过金婚。 两人相濡以沫过了大半辈
子。 晚上泡脚， 两人几十年来都是用一盆水一起泡。

去年五一假期接近尾声， 我接到舅爷爷电话， 说舅奶奶
去世了。 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假期， 信给得晚。

舅奶奶病重时， 谁都没有告诉， 她可能怕影响大家， 也
不想让人看到她生病的样子。 她走后， 舅爷爷基本不上床睡
觉。 半夜起来， 睡不着， 一个人打开电视看， 看着看着， 在
沙发上就睡着了。

“搞什么都没有味道了哦！” 舅爷爷淡淡的语调， 压不
住悲凉。 他一生风风火火， 做什么都干劲十足， 但在生老病
死面前， 也无能为力。

真心
小时候， 二姐就说过舅爷爷像父母亲， 心里总是先有别

人。
很长一段时间， 他和舅奶奶要养家里三位老人、 三个孩

子。 两人工资不高， 为了省钱， 出差会坐硬座， 这样每次可
以多5毛钱补助。

但他不占人便宜， 不小心收到假钞， 从不昧着良心用出
去。

几十年吃饭， 他都先不上桌， 让家人全部吃完， 再端起
碗， 把大家的剩饭剩菜一扫而光。

今年春节还是这样， 看到家人客人都吃好了才拣剩下的
吃。 谁要是强劝， 他就会出去走走，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才回
来。

舅爷爷一位表哥曾因揭发领导问题， 被对方设计致脱离
公职， 流落街头， 一度去餐馆舔盘子。 他和舅奶奶从不嫌
弃， 每周表哥来都好吃好喝招待， 走时还要带上一点粮票之
类的。 舅爷爷帮助表哥找临时工作， 也是其去北京找老首
长， 帮助表哥平了反。

这么多年， 舅爷爷总是热心帮助家乡的亲人们。 我母亲
从益阳调到长沙， 我父亲想买台彩电给我看， 舅爷爷知道后
都积极想办法。

我在武汉念大学两年， 每两周带着半个月的脏衣服臭袜
子， 在古田二路生活村舅爷爷当时的房子住一晚， 改善生
活， 走时再带着舅奶奶洗干净的衣物回学校。

武汉的亲人们从不嫌我顽劣。 古田二路那一处整洁的小
院， 家中红色的木地板， 空气中树木的清香， 二姑姑出嫁时
的场景， 都是我一生美好温馨的记忆。

毕业时， 舅爷爷、 舅奶奶又为我联系工作， 因有人对我
说三道四而作罢。 在人生的低谷， 我写信给两位长辈求助，
想找一份工作。 有一位回复， 工作不好找； 武汉舅爷爷回信
说： 来武汉， 地方比长沙要大， 机会要多， 人才市场也很
大， 可以先住到家里来。

尽管我后来在长沙考上了心仪的单位， 但舅爷爷的回
信，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舅爷爷在生活村的老房子其实并不大， 但曾经照顾过很
多很多人， 包括我。 在我很长时间的记忆中， 都曾以为他家
的房子很大。

真正大的， 是舅爷爷的心量。

郑旋

“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
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

2018年10月26日，人生第一次走进殡仪馆，这首歌陪我度过一整
夜。 爷爷走了，怀念他的人应该会有，但不会很多。

爷爷这一生，认识的人提起来都会说，他是个好人。
他并不是富贵人家，有花不完的钱，但记忆里的爷爷买东西从来

都不讲价。我问他为什么，爷爷说：“人家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不容易。”
当然，爷爷偶尔也会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但大多数时候，他通常

要被奶奶念叨，喜欢花冤枉钱。 就这样，在奶奶的“掌权”下，他每个月
到手的退休工资大打折扣。

但爷爷从不抱怨，也依然不讲价。
小时候零花钱不多，每次去爷爷家，他都会从自己微薄的“私房

钱”里掏出一部分给我花。 因为把钱看得不重，所以有人和他借钱，只
要人家开口，他从不让人难为情。 直到他去世，有人还欠他的债。

我想，在借钱的人当中，有的是真的需要，有的则不是。 但说起这
些来，爷爷总是心平气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爷爷的一生以和为贵，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可以和为贵，就少不
了忍耐，他的忍耐会招来别人的不同看法。

软弱、老好人、妻管严……这些他都不在乎。任何一种简单的生活
方式，都能让他快乐。

退休后，爷爷不时会把珍藏的名著小说拿出来翻翻。 有些书破烂
到卷边儿了，他还能用手指比划着一字一句读下去。

爷爷爱听戏，很多年里，他每天都会带着一个水壶，一台老式收音
机，到家附近的桥下坐坐，逢人便把各种戏曲哼上几句。

那个戴着老花镜认真看书的老头， 那个大声唱戏容光焕发的老
头，至今还在脑海里。

现在想来，简单、和气、清贫，也许是上天给他的福报吧。
遗憾的是，福气没有一直跟随他。 去年，因为在外摔跤，爷爷躺进

医院一病不起。 看着他在病榻上意识清醒却动弹不得的模样，我的内
心就像扎进一根刺。

不到两个月，他便匆匆去世了。
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爷爷说话已经相当艰难。“等我下次回来，

你要比现在好一点哦。 ”告别时，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忍住了眼
泪，不想让气氛变得凝重。

“好…好走。”没想到，爷爷也相当配合，点着头从嘴里挤出了两个
字。

爷爷自己没什么文化，对孙辈应该是寄予厚望的。小时候，他总是
叮嘱我好好读书；长大了，总是期望我工作出色。 可他唯一的孙女，并
没有给他争多大的光，过得不算很好，也不算太坏。

人生第一次在殡仪馆度过的夜晚，有朋友发来微信安慰：“只要有
你还记得，他就不算离开。 ”

欧阳倩

除夕的夜，鞭炮烟火此起彼伏，2岁的侄女手舞足
蹈。 绚丽的天空，热闹的氛围，小孩眼中的天堂或许就
是这样。

蓝蓝天空，徐徐海风，朵朵鲜花，奶奶笑眯眯地把
手放在背后。 这是我梦里的场景，这也是我看到的奶
奶所在的天堂。

� (一)

� � � �奶奶去世快一年了， 她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梦里。
正如她的性格———她总是不愿意打扰或者麻烦任何
人。

奶奶中年寡居， 卖废品和卖茶叶是她的经济来
源。

我妈妈回忆说， 小时候无论谁问我奶奶在做什
么，我总是会飞快回答：“奶奶在捡纸捡瓶子。 ”

奶奶做茶叶的场景我倒是还有记忆。 老家附近有
很多茶山，满眼葱郁的时候，奶奶会背个篓子过去，掐
下嫩芽，用小柴火烘干。 用手翻炒，再放在筛子上晒几
个日头。

奶奶做的茶叶，一部分自己待客，一部分就卖给
乡邻。 泡出来的茶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印象，但听到过
别人的评价：“味道很浓，是晒过太阳的。 ”

� (二)

� � � �奶奶住的老家房子，大约40平方米，一间房。
进门的地方是个火炉，烧柴火的那种。 一个黑色

的水壶，一个小的铝制的煮饭锅，还有一个笨重而大
的炒菜铁锅。

小时候，火炉是我们的最爱。 过年时，我们一群堂
兄弟表姐妹会围着火炉烤地瓜：把地瓜埋到燃烧后的
灰烬里，然后再不停添柴火。

过不了几分钟， 心急的我们总是用火钳翻出来，
用手按按。 还是硬的话，又重新埋进去，再添火，反复
为之。

奶奶的床就在离火炉很近的地方。 冬天火把房间
烤得暖和，夏天却炎热难耐。

床的后面堆满了奶奶拾来的柴。 奶奶出门总是习
惯性“捡柴”，枯萎的杉树枝，收割后的稻穗，没有人要
的玉米梗，奶奶总是一捆捆扎好，以备冬需。

一堆堆柴垒得比床还高。 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看
到空缺过，现在想来，或许满满的枯枝，是奶奶生活的

安全感之一。

� (三)

� � � �奶奶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她总是说她是村里很幸
福的老人，哪个邻居给她送了肉，哪个村里干部给了
她钱，哪个后辈去看了她……她总是一脸笑容地反复
说。

她对谁都大方。 尽管她没有钱，但我们过去，她总
是要塞一百两百给我们。“你们在外面，要吃好一点，
穿好一点。 ”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她是个不留钱的老
人，大方得很。 ”

� （四）

� � � �长大后去看奶奶的次数就少了起来，每次都只是
寒暑假过去。

待到回长沙读研究生，奶奶就已经患阿尔茨海默
病，已经不太记得人了。

每次去看她，我总是要跟她反复说我是谁。 待她
反应过来，总是咧着嘴笑：“你放假了吗？ ”

这一句“你放假了吗”她对我说了好几年，即使我
早已毕业。 她的记忆停留在多年前：她的孙女在读书，
放寒暑假会去看她。

再后来， 我对她说我的名字她也没有什么反应
了，只是笑眯眯地、特别客气地说：“哎呀你来了呀，快
坐！ ”———她对所有和她打招呼的人，都说这句话。

去年奶奶来我家住，我有时在家，每次喊她，她都
回我这句。 早上起来她这样和我打招呼；中午吃饭也
是客气地留我：“丫头，你家远不远？ 索性就到我家里
吃饭吧。 ”晚上我还坐在那儿，她又会很客气地说：“天
晚了，你今天就到我们家睡吧！ ”

我们大笑，她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笑，但会跟着
我们笑。

� （五）

� � � �那天，奶奶午后睡起，坐在椅子上安详地走了。
比起想念，无能为力的愧疚更让我不安。 这种感

觉，或许很多人无法理解，但我如鲠在喉。
我想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但一直在学校我无能

为力；在我工作后，面对她衰老的身体机能同样无能
为力。

如果，奶奶再可以年轻几岁，她可以享受我们给
她的更好的生活；也或者，如果，我可以早点毕业几
年，在她有自主意识时带她看看这热闹的世界。 可惜
的是，生活永远都没有如果。

奶奶过世后，我很少发关于家庭的朋友圈。 无论
是一家人团聚的，还是家人游玩的。 我很少拍照，也很
少上传任何照片。 我有遗憾，且愧疚！

� （六）

� � � �现在的我，生活依然单一单调。
每次觉得自己形单影只的时候，我总是会回忆奶

奶一个人呆坐在门口的场景， 然后会不停对自己说：
“孤独是人的本质。 每个人必须拥有与孤独自处的能
力。 ”

每次去奶奶坟前，我从不念叨希望奶奶保佑之
类的话。 相反，我想说，我们都很好，每个你牵挂
的人都很好。 你不用保佑谁，也不用去操心谁。

你应该像城里的小老太太，跳跳广场舞，去想看
的地方走走。 自由而自然，这是我想象中奶奶在天堂
的生活。

王晗

老韩，是我妈，在家里爸和我都这样
称呼她。

老韩是个美人，62岁看起来依旧精
致、美丽。 跟她出门介绍起母女关系，总是
会得到诸如“阿姨好年轻好漂亮啊”之类
的赞叹。 这让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没有遗
传到她的好基因。

所以，从明显“嫩”于同龄人的外表不
难想到，老韩非常爱美。 且不说各种护肤、
保健、养生、按摩一样不少，她还时不时到
我家搜查衣帽间、梳妆台，抱着满意的“战
利品”提醒我：该采购新的了。

“你妈心里住着位‘公主’。 ”爸总这样
安慰我。

老韩喜欢旅游，今年过年，我带着她，
她拖着爸，一起去深圳“猫冬”。

请感受一下我和老韩的日常场景：
“这儿景真美，闺女给我在这里拍个

照。 ”
“哎呀不行这张不好，再来，你就抓

拍，不要显得我很刻意”……
除了爱漂亮，老韩就是这样，热爱一

切美好。
话说回来， 老韩年轻时在我们家乡

那座东北老重工业基地还是颇有名气的
文艺青年， 民歌 、 京剧信手拈来， 提
起“阿庆嫂”， 就知道老韩的代表作是什
么。

除了一颗“公主”心，老韩还像童话故
事里的公主一样，身上有股子坚韧。

从上小学起，我就在文艺范老韩的严
管勤督下开始了长达12年之久的学艺生
涯。 除了上学，课余时间差不多都被练习
手风琴填满。

高考那年， 为了能读上更好的大学，
在老师建议下， 我去参加了人民大学、天
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长生的招
考。 三个学校，三天时间，北京天津两地折
返，爸因为工作抽不出时间，重任就落在
了老韩身上。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冬

天，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老韩背着20来
公斤的琴，带着我东奔西跑。 那个背影，有
朱自清的味道。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场， 一个不小
心，老韩扭了脚，鞋跟断了。“没事儿没事
儿……”嘴上这么说着，却半天没能起身。
回到家后还肿了一个礼拜。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到老韩的狼狈
样，也是第一次有种莫名的悲伤，我家“公
主”是不是不再年轻了？ 晚上回到宾馆，我
蒙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场。

虽然当时幸运地拿到了一张特长考
试Pass卡，可惜我不够努力，高考分数比
当年招生线低了8分。 所以，老韩白辛苦了
一场。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结婚
了，生子了。 老韩和爸也退休了，搬来我工
作生活的长沙定居。

隔三差五， 我都会提醒老韩带钥匙，
过马路注意安全，“出门”要记路，发现好
吃的好玩的就带她去打卡……我们还是
常常拌嘴，“公主”得理不饶人和任性不讲
理，总气得我白眼翻上天。

“妈妈有双大眼睛，眼睛里都是故事，
一个个讲给我听， 伴我开心每一天……”
女儿某天放学回家，把新学的儿歌唱给我
听，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都说生儿育女是妈妈的一次新生，老
韩也是这样陪我一起长大的。

不知不觉， 老韩的鬓角露出了白发；
不声不响，老韩的眼角添了皱纹。 她开始
唠叨，她变得健忘，但做起事来，效率却还
是甩我几条街。

只要跟老韩在一起， 无论有什么事，
我总是习惯喊老韩。 这应该就是为人子女
的幸福吧。

老韩的爱与生俱来，不犹豫，不害怕，
不计较。 为我，也为我的孩子，双手奉上所
有的深情。

你看， 照片里那个温柔如水的女人，
笑语嫣然，眼里闪着光，她是我的“公主”
老韩。 岁月啊，请让她一直这样明媚。

写给在天堂的奶奶：

你只需过你的生活

“公主”老韩心存惦念，便未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