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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物思人

本报“清明寄哀思”征文活动，很多市民写来文章缅怀逝者

又是一年清明时 本报为你寄哀思

《罗隐传说》和《罗隐民间传说故事
集》，摆在我书橱醒目的位置。睹物思人，
当我眼光落在这两本书上时，便会想到罗
益平。真没想到，他会英年早逝，离开他
付出毕生心血的罗隐研究。

认识罗益平，起源于罗隐文化。2008
年初，新登盛伯勋老师告诉我，罗益平准备
出一本关于罗隐的书，要我把有关罗隐的
故事寄给他。我只在报纸上知道他，并未
见过面，我把搜集的罗隐故事寄去，并留了
电子邮箱。

同年2月20日，罗益平在电子邮箱中
给我回信，邀请我加入罗隐研究会。两天
后的深夜，他又给我写信，除了谈罗隐，还
说起自己读完高中后参军到过老山前线，
退伍后分配在新登人民医院工作。

同年3月28日，富阳罗隐研究会在新
登成立，我应邀前去，这才和罗益平见
面。他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因会务缠
身，我俩没有深谈。

2009年，《罗隐传说》一书拿出初稿，
罗益平特地来我家，要我提提意见。我看
了一个多星期，提了一些建议。为书稿之
事，他到我家来了四五次，和我进行反复
探讨。每次留他吃饭，他总是婉言谢绝。
因为共同的爱好，我和他接触慢慢多了起
来，我也知道他是罗隐第45代孙。

2011 年 3 月，传来让人吃惊的消息，
罗益平患有肝脏恶性肿瘤。他在上海动

手术的时候，我打了电话，躺在病床上的
他对我说，手术非常成功。他转到新登医
院疗养。一个月后，我去看望，他身体虚
弱，但精神不错。这年底，他任副主编的

《罗隐传说》一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但他还不满足，身体稍有恢复，便编
撰《罗隐民间传说故事集》和《夜话新登查
村》。我对他说，要注意身体。他虽然嘴
上答应，其实心里清楚日子不多了，要抓
紧做好这两本书的出版工作。

2012年1月21日，腊月廿八，他突然
打电话给我，说是在我家楼下了，要我下
去一趟。我看他拎着一只沉重的蛇皮袋，
里面竟是两条岩石岭水库的大鱼。我真
不知说什么是好，他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还要对别人的看望进行回报。

耗尽他最后心血的两本书由团结出
版社出版，他特地来富阳，在桂花西路给
我打电路，说是送书来了，但已没有上楼
的力气，要我下楼去拿。考虑到停车不
便，我让他在西堤路和城西街交界处等
候。他是和女儿一起来的。罗益平对我
说，不能再拖了，再不送来，恐怕送不成
了。

想不到这竟成了永别，20 多天后的
9 月 4 日，他走了。等我得知，他已火化
后入土为安。又是一年清明到，我想，
罗益平可能和他的老祖宗罗隐在一起
了吧。

当我捧起《罗隐传说》时
□陈志荣

一转眼，亲爱的奶奶陈香芬女士离开
已有四年，但是奶奶的音容笑貌却始终萦
绕在我心头。至今，我还珍藏着奶奶遗留
的一些物品，其中就有一件上世纪 60 年
代的社员证。

社员证上写着临安县板桥乡，后面又
附着富阳县新建乡的选民证。同一个人，
却是两个不同的地址。1966年，爷爷工作
调动，从祖居地大源镇到临安牌联供销社
工作，全家也搬迁到板桥乡落户。由此拉
开了我们家特殊而又艰苦的生活序幕。

我的伯父和父亲相继出事，爷爷也
因病去世，全家落入深渊。奶奶凭着裁
缝手艺，独自拉扯幼小的我和弟弟，照顾
我的母亲和 80 岁的太公，一家人艰难生
活。那时，我家经常受到村民歧视，家里
的瓦片经常被砸，但奶奶非常坚强地带
着我们挺下来了。记得我8岁那年，奶奶
带我去舟山黄兴岛住了一个月。我俩坐
着闷罐子火车，一路颠簸着到宁波，换船
到了黄兴岛。在岛上，幼小的我每天都
会坐在悬崖边看大海，那是小时候最开
心的一段时光。

改革开放后，我的伯父和父亲开始
走上创业道路。上世纪 80 年代，奶奶带
着伯父全家在杭州松木场做裁缝，由于
技术好，很受欢迎。1986年，伯父带着做
裁缝挣的 1 万元回到故乡大源镇创办了
食品厂。念初二的我也从临安转学到大

源镇中继续学习。奶奶除了忙厂里的事
情外，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在奶奶
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传统妇女坚韧不拔
的品质。

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全家在富阳城
区定居。我虽然常年在外做销售工作，
但只要有空，会经常去看看奶奶。而奶
奶对我也是事无巨细，什么事都要过
问。当年我结婚的房子在六楼，装修时
奶奶还三天两头前来照看。平时每次去
看奶奶，她都要往我手里塞吃的，祖孙之
情溢于言表。

进入 21 世纪，80 多岁高龄的奶奶变
得沉默了，平时家人一起聚餐也寡言少
语，但她对我们小辈的那份爱却始终没有
改变。晚年的奶奶挂念在加拿大的堂弟
堂妹，她非常喜欢堂弟的两个儿子，专门
让我给她买了个视频播放器，每天放在床
头看着玄孙的照片，这也成了她晚年最开
心的寄托。

2014 年夏季，89 岁的奶奶突发脑溢
血，几个月后离世。如今，奶奶已经在天
国，但是我对奶奶的思念之情却从来没有
改变，这不光是祖孙亲情，更是一种血浓
于水、相依为命的感情。每次想起亲爱的
奶奶，不轻易掉泪的我，眼泪都会忍不住
夺眶而出。

又是一年清明节，愿奶奶在天国安
好，亲人们都很想念你。

忆奶奶
□蒋国良

清明愁雨忆祖父
□李治钢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
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节日，辈辈沿袭，

代代相传，虽是一种形式，但满载着生者
对逝者的无尽思念。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8年了。想
起祖父，眼前便浮现出他老人家一身深
蓝色咔叽布中山装，一双胶鞋，身材修
长，腰板笔直的模样。说来惭愧，平时喜
欢写点文字的我，却从没写过一篇回忆
祖父的文章。并非祖父不值得写，而是
不知如何下笔，我怕回忆会加剧内心的
感伤。可转念一想，此时不趁着这份浓
烈的思绪，写下对祖父深沉的回忆，又更
待何时呢？！

祖父是个普通的人，就像中国亿万
普通的农民一样，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
有瞩目的成就，只有一生的辛勤劳作和
默默付出。祖父生性耿直、为人善良、淳
朴温厚，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倔强和坚强，
仁孝忠厚是他留给乡亲邻里的印象，更

是传给我们最大最正的家风。
祖父一生经历坎坷。听父亲说，因

我曾祖父去世早，家境贫寒，祖父未及幼
学之年，便独自上下富阳谋生，不知吃了
多少苦头。解放初期，祖父成家立业，曾
到宁夏支边，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由
于家大口阔，劳动力少，先后把七个小孩
拉扯大，供她们生活读书，更是不易。祖
父除了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外，还
在村里的诊所当赤脚医生贴补家用，现
在老家屋里还留有很多民国时期的医
书。

祖父读书不多，但知识渊博，会写毛
笔小楷，懂周易八卦和岐黄之术，总有不
少周边乡邻上门求教求助。祖父乐善好
施、宽厚仁慈，特别是对弱势群体，都能
及时伸出援手，给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和
服务。祖父家教甚严，规矩很多，吃饭时
不能翘腿、吃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筷子
不能插在碗里、跟长辈说话要讲礼数等

等。祖父总鼓励小辈要多读书、读好书，
在他的严格管教下，父亲和叔姑们从小
就懂得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理，是个
知书达理的家庭。

祖父是个坚强的人。祖父因胃癌离
世，那时我刚高中毕业。病症确诊时，已
是癌症晚期，回天乏术，除了吃点从医院
配来的药剂，祖父还自配了许多中草药
方，聊以慰藉。患病期间，病痛的折磨，
给祖父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祖父总是
坚强地隐忍，从不抱怨一句。直至后来
祖父身体日渐虚弱，消瘦得不成人形，说
话声微无力，躺在床上，时醒时昏。可以
想见，七十岁的老人在疾病面前是多么
痛苦与无助。

如今，祖父已化作大地的尘土，浓
缩在儿孙们的记忆中。每年清明，在祖
父饱经雨侵风蚀的坟茔前焚香祭酒、寄
托哀思，就是为了缅怀这份亘古不变的
亲情。

又是一年清明时，霏霏细雨，点点愁思，几多离人泪。特殊的日子，人

们的情感世界，亦会“触景生情”。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份对已

故亲友的思念，虽然已是天人永隔，但这份念想却始终将我们与他们牢牢

连在一起。

继本报3月29日推出“清明寄哀思”征文活动后，很多读者写来文章缅

怀逝者，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真挚的情感，用文字来悼念逝者先人，寄去哀思

的同时，以更好的姿态过好当下的每一分钟。

记者 许媛娇 满腹哀思

时间定格在2018年3月19日中午11
点10分。当我和妻子喂完妈妈最后一根
面条时，突然妈妈把前面吃的面条吐了
出来，尽管我用吸痰器吸，妻子用手抠，
妈妈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我们而
去。从今以后再也听不到亲娘唤儿声
音，儿子也永远看不到妈妈的音容笑貌，
母子从此阴阳两隔。

回想妈妈一生，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她的热情好客。无论是公社的干
部，还是一般的朋友，到了我家，妈妈
都热情款待，有鸡宰鸡、有鸭杀鸭，白
米饭三碗，把客人招待得舒舒服服。

改革开放以后，妈妈和爸爸住富阳收
废纸，家里成了亲朋好友的中转站，几
乎每天都有客人，也都不厌其烦招待
他们。

妈妈的一生也是勤劳上进的。虽然
是一级残疾人，双腿有几十年关节炎，一
只眼睛完全失明，可是她学会了生产队
大部分的活，什么踏料、晒谷、拔秧、种
田、掀纸筒、翻纸筒等等都是好把式。家
务事更是一天到晚不空闲，我吃她做的
饭整整55年，顿顿有滋有味。1995年爸
爸病逝以后，妈妈一个63岁的老人留在
富阳街上继续收废纸，赚钱补贴家用，果

品公司、劳保商店、新华书店都留下她的
身影。

我也清楚记得妈妈的生活习性。菜
里喜欢盐多放一点；水果不太喜欢吃，偏
爱吃花生、瓜子；空闲时听听越剧，兴趣
来了哼上几句；闹场喜欢赶，小麻将有时
会打几圈；香烟到80岁才戒。

妈妈去世之前，瘫痪在床的五年里，
如同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从来没有提
出一点过分的要求，总说你们吃什么自
己就吃什么，知道家里造房子，经常担心
安全和资金，为此还用顽强的意志戒了
将近70年的烟瘾。

迟到的祭文
□陆全林

思念我的父亲
□方玖珍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父亲与众不
同。上世纪20年代，作为家中独苗的父
亲，妻子陆续生下了7个女儿，在当时生
活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要说服重男轻
女思想根深蒂固的长辈，把女孩留下来
养大，是何等不易啊！

那时祖父患有气管炎，祖母又是“三
寸金莲”，每个孩子都曾有过多次严重的
疾病与灾难，全靠父亲教书所得的微薄
收入支撑着整个家的生计，全家困窘处
境可想而知。从我记事起到祖父病逝，
父亲常年穿着的总是最便宜的衣衫，每
逢我母亲要他去量做新衣时，他总是说：

“不用了，还是给妈和孩子们做吧！”
上世纪50年代末，教师寒暑假都要

开会学习，父亲在余杭学习40多天，只花
掉了6分钱的理发费。1958年父亲在大
源勤功村任教，响应国家号召，把每月28
斤大米交给集体大食堂，和社员们一起

吃大锅饭。父亲把番薯丝饭节省下来烘
成干带回家，给年迈的祖母充饥，自己则
吃番薯、青菜，胃疼了就喝上几口热盐
汤，却舍不得花钱医治。但在祖母病重
期间和我的右手被蛇咬时，父亲都是在
放学后跑到上官药店去买药，然后翻山
越岭地送回来给我们。

1962 年春天，父亲惊悉在湖源任教
的六女儿患病，59岁的他立刻请假步行
50多里山路（那时农村还未通汽车）去看
望。父女相见，百感交集，痛哭流涕……

后来父亲退休了，当时拿到手的退
休工资打了6折，每月26.7元。父亲非常
知足地说：“我的身退休了，心却不能退
休。”于是，他主动提出免费为学校代
课。每逢春节前夕，忍着胃痛的父亲总
是把亲手写的春联给各家各户送去。父
亲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他每天翻过大山
去拿订购的报纸回来看，同时学习毛主

席著作，晚上或下雨天总是督促儿女们
自学。

最令我难忘的是，1965年12月25日
早上，我临时决定跟随应丈夫之邀的好
友去青海探亲。当汽车在大源骆村站停
下时，没想到年迈带病的老父亲，冒着严
寒，翻山越岭赶来了，颤抖着冻僵的双手
从车窗口递上来一封信和一包东西，还
未等开口，车子就发动了。老父亲在信
中拜托好友一路照顾我，包里是番薯干
和笋干菜，是生怕女儿到了大西北不习
惯那里的饮食可以备着吃，还有一小盒
清凉油给我预防晕车擦太阳穴用的。我
捧着这一包东西，忍不住泪珠滚滚：这是
父亲爱女儿的一颗心啊！

虽然父亲离开我已51个春秋了，但
他老人家数十年如一日，似那涓涓流水
永不止息又如高山淳朴深厚的父爱，仍
历历在目、铭记在心，直到永远……

父亲是奶奶最小的儿子，因崇尚晚婚，
直到奶奶快70岁时才得以迎来我的诞生。

在我浙西老家有一个习俗，婴儿满
月要剃个“满月头”，把婴儿的胎毛甚至
眉毛全剃光，这样孩子将来的头发、眉
毛会长得又黑又密又漂亮。 因为“满
月剃胎发”毫无科学依据，父母当初不
以为然。可听母亲说，奶奶当时不顾家
里人反对，硬是撑着年迈体弱的身子，
执意抱着襁褓里的我，沿着泥泞的山村

小道，翻山越岭十余里，跑到临村求一
位老理发匠为孙女剃“满月头”。奶奶
对我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岁月如梭，慢慢长大的我逐渐理解
了奶奶的深情，但鉴于返乡的归途实在
遥远，加上父母平时工作忙，因而无特殊
情况，我们每年只在春节期间回归故里，
与奶奶团聚。

多少次，当奶奶喜出望外地把保存
许久的饼干、糕点递给我吃时，因为自

己在城里吃惯了各种零食，所以不觉得
稀罕，每回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只尝了
一点点就舍弃了……记得当时奶奶的喜
悦之情瞬间消散，啊，少不更事的我在
不经意间凉了奶奶火热的心。

国人信奉慎终追远。在未来漫漫数
十载的教书育人生涯中，我会继承奶奶
的仁德和勤奋，秉承一颗善心，踏实做好
一名人民教师。

我想这是对奶奶最好的回报。

奶奶，我又想你了
□刘欣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