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人身边事］

责编：海 鹰 美编：张宁
投稿邮箱：yy1220@xmrb.com12B2014年1月13日 星期一 城市

副刊
摆渡人 ♠万璐畅

宠物宠物
故事故事

闽南闽南
器物器物

联合
主办

我献血我快乐
征文作品选登

厦门市中心血站
厦门日报社

投稿邮箱：zfk@xmrb.com

我献血我快乐
♠戴清林

老照片
老照片

去年四月初，我
和大哥一起去老
家看望了长眠山

上的父亲。
从厦门海沧出发，兄弟俩轮流开车

一天一夜，我们到了小镇独山。推开院
门，两棵梅树梅叶渐出，院墙上黄色的迎
春花像在迎接我们。月季舒展叶片，花苞
在枝头聚集，还有一棵棕榈，都是父亲生
前种植的花草，在院子里静静等待我们。
院墙外，父亲开垦的菜地里，母亲都种了
青菜，绿油油一片。有一棵高大的香椿
树，嫩芽冒出来，“香椿拌豆腐”是父亲春
天最常见的下酒菜。

每当樱桃要成熟的时候，总有鸟雀飞
过来啄食。记得当年父亲挥舞着扫把赶麻
雀的情形，当时只觉得好玩，现在想来，父
亲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嘴边多一丝甘甜……

父亲是茶场的电工。工作一直兢兢
业业。我们读书的时候，每天的早饭都是
父亲为我们准备，只为让整日操劳的母亲

多睡一会。镇上的人都有打牌的习惯，闲
来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打上几圈，很正常。
父亲为了教育我们不要参与，一直以身作
则，远离牌桌。因而，我们兄弟几个都没
有打牌的习惯。父亲惟一的爱好是喝上
一杯，丹凤高粱是大哥从厦门给他带回去
的，父亲最喜欢。冬天，他会把酒倒入小
酒壶里热一下，美美地喝上一点。

我是一个让父亲头痛的孩子，没有
做过让父亲自豪的事情，更没有对父亲
尽到孝心。父亲走了，我心里一直很悲
伤愧疚。年幼时顽皮，没有好好读书，工
作后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有了自己的
家庭和孩子后，才体会到撑起一个家庭
需要勇气、需要担当。

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叩拜，铲去杂
草，休整坟茔，将墓碑上模糊的字重新描
绘。下山的时候，天下起小雨，是父亲对
儿子的叮咛，还是儿子心底没有流出的
泪？或许都有。仰望苍天，愿父亲在另
一时空安好。

怀念父亲 ♠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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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尘世

我是在印尼读小学和初中
的。这张老照片是1960年的

高中、初中、小学毕业生暨理事教
师的合影，当年我初中毕业。

坐在前排左一的老师，就是陈万
功，他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

陈老师是从国内来到印尼谋生的，妻
女在国内。他中等身材，微胖，上课面带
笑容。他常给我们讲趣闻轶事。在印尼，
我们的语文基础都较差，三年语文由陈老
师任教，他生动活泼的教学，使我对语文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作也有了明显的进
步。

陈老师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我们几
个同学有时会去陈老师那儿玩。有一次，
陈老师突然怔怔地看着我，笑着说我长得
像他的女儿。同学们立刻哄笑起来，笑称
我是“陈老师的女儿”。初中时光的我正是

“叛逆期”，同学们的玩笑令我有意无
意地疏远陈老师，可陈老师对我的变

化似乎浑然不觉，抑或是不当回

事，课堂上，他依然乐呵呵地
常提问我，目光满是慈爱，毫不掩
饰他对我的偏爱。

当年10多岁的我，年少无知，
怎能理解陈老师独身来到异国他乡
举目无亲、思念亲人的愁绪？后来我自
己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才体悟到他
对我的情感，看到与他女儿年龄相仿的
我，想起女儿是人之常情。回想这段初中
往事，忆起那时我对陈老师的态度，油然
而生歉意。

初中毕业我离开印尼回国，后来父亲
在信里告知我陈老师去了香港，与移居香
港的家人团聚。自此便没有了他的音讯。

老照片留住了美好的瞬间，望着照片
里陈老师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浮现眼
前，父辈般亲切慈祥。经历了很多很多，
最后更多的是怀念，原来，陈老师是我
深深敬爱的老师。人的一生有许多回
忆，我的追忆里就有个陈老师。

人生已度过半个
多世纪的时光，最

值得留念的，恐怕是老
家那些失而不能复得的器物了。

近日，看了博友介绍他收藏一块刻
工精致，刀法爽利，图案简洁明快，形象
生动，很可能出自木刻家之手的糕印的
图文，我顿时想起孩童时老家那块木制
的“红龟”印。它形似乒乓球拍，厚实坚
硬的木板上，一面刻着一只寿龟，一面刻
着一颗寿桃。

每年农历二月初十，是老家最隆重
的民俗节日。初八傍晚，母亲要用陶缸
泡上十多斤糯米。初九一大早，她就把
我们兄弟几个叫起来，到邻居家磨米
浆。黏稠的米浆经过渗水、压干，就等着
做“红龟”了。晚上，父亲把袋里的糯米
团倒在洗净的“秧船”（插秧用具）里，顺
手抓了三四小块米团放在开水里煮到八
分熟，捞起来放到“秧船”里，倒入一小包

“红花米”（红颜料）后就使劲地揉起来。
母亲把蒸笼架在倒放的凳脚上，我则帮
着把簸箕里的香蕉叶摆在旁边。渐渐

地，米团全变成粉红色了，柔软且有弹
性。父亲抓起一小块捏成小碗状，把加
工好的花生馅包入其中，合上开口交给
母亲。母亲接过放在印模上轻轻压扁，
压匀，抹上花生油，盖上香蕉叶，然后翻
过来，用大拇指轻轻掰下。我赶紧接过
来，用剪刀把“红龟”边上多余的香蕉叶
剪掉，小心翼翼地放进蒸笼里。油灯下，
那椭圆形的“红龟”红光闪亮，线条清晰
柔美。由于“寿桃”图案比较小，有时为
了满足我们小孩子的好奇心，母亲才印
上几个。我们很爱寿桃，因为它很像年
画里土地公公手上托着的那颗令人垂涎
欲滴的大寿桃。

上世纪六十年代，“红龟”印被当做
“封建迷信”给扫到了角落，成了我们小孩
的玩具，有时当球拍打，有时当锤子敲东
西。转眼四十多年过去，当我再次想起已
经找不着了。随之而去的，还有那口做工
精细、小时候用来捣花生米至少有百年历
史的青石小石臼，那张外婆身穿黑色开襟
服饰、裹着三寸金莲的遗照，那只不知道
是哪位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楠木箱子……

儿子上大学后，我
一度失去了生活的重
心，不知如何打发时

光。一个周末，我偶然听
见小区围墙外的绿化带有小猫凄惨的叫
声，心想：一定是小猫被卡住或者饥饿了。
寻声而去，却被一只大黄狗拦住了去路，它
大声朝我咆哮，极为凶恶，实在令人害怕，
我掉头就跑。之后，小区保安告诉我，这只
被主人遗弃的流浪狗刚刚生下六只小狗，
饥饿与焦虑让它对人充满了敌意。看着它
身边嗷嗷待哺的小生命，我顿生怜悯之心，
决心照顾这只可怜的狗。我开始每天给它
送米饭、肉和干净的水。开始，我只是远远
地放下食物和水就跑，生怕它追我。渐渐
地，它看我的目光越来越柔和，还对我摇尾
巴；再后来，它对我友好而依赖，会跟随我
进小区，送我到家门口。它对小狗极力保
护，一旦有人靠近，立刻咆哮警告。我常常
看见它与小狗嬉闹，深情地舔着小狗，悠然
自得地享受着天伦之乐。六只小狗在它的
照料下长得胖胖的，可爱极了。我爸和我
弟还帮它搭起了一个温暖的狗窝，可以抵
挡风寒；我还在狗窝旁的树枝上固定了一

把雨伞，下面铺了一些旧衣服，让它与孩子
们有块干净的地方玩耍。有一回，它一反
常态狂吠不止，我走近一看，原来它抓住了
一只大老鼠，正向我炫耀呢！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它的毛色越来越
光亮，看见我便飞奔而来，扑在我身上撒
娇，然后亦步亦趋、一路跟随。每天早晨醒
来往楼下一望，它已经守在我家门口；下班
回来，它也已经等在小区外。我总是伏下
身来抚摸它的头和它说话，它会趁我不注
意舔我的手和脸颊。在楼下草地上我们静
静享受这样快乐的时光，内心平静而温暖。

一个月后，小狗开始断奶进食，我问
遍了我的朋友圈为小狗寻找好的归宿。当
小狗一只只被爱心人士收养后，孑然一身
的它对我更依赖了，常在小区内游荡，或者
长时间守在我家楼道口，也因此惊吓了邻
居。为了让邻居们安心，我只能将它送走，
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旺仔十分不舍，不
停地喊叫，仿佛叫我带它回来。

现在小区里没了旺仔，安静了许多，
但我却无比失落，每当路过它的狗窝时，总
要多看几眼，时常想念那只有情有义的狗
狗。

他给自己取名change，他喜欢这个
名字；他说他的中文名字叫林森，他愿做
一棵自由的树。

Change parker，他的全名。初次听
闻他是大一上学期选课的时候，学姐说，
他人超好，课很有趣。“全英文授教”这五
个字吓得我落荒而逃。大二下学期，在
同学的鼓动下，抱着大不了挂科的心态
选了他的“批判性思维”。第一次回答问
题，支支吾吾。第二次断断续续；第三次
脱口而出。当回答问题成为家常便饭
时，我恍然大悟：他不是要你的发音多标
准，也不是要你的语法多完美，他只是让
你洞悉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他不是一个
严厉的师长，他只是一个好心的摆渡人，
带你涉水一程。发音可以忘记，语法可
以模糊，而想法却是你脑海根深蒂固的
一部分。最后一堂课，他抱着吉他，唱了
一首民谣。整个教室都是他沙沙的动人
歌声，那一刻我觉得：“你若盛开，清风自
来”很配他。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是我喜欢他的
开始，那么“想象力”则把这种喜爱推向
了高潮。一堂课上，他带了很多张彩画
——全部出自他手。他讲自己画画的构
思，画的寓意……后来的课堂上他陆陆

续续带过沙盒，木雕……他的多才多艺，
让我羡慕。

我们总是说自己喜欢画画，喜欢摄
影，喜欢旅行，所以我们只是喜欢；我们
总是羡慕别人多才多艺，别人高薪高资，
别人功成名就，所以我们只是羡慕；我们
总是念叨“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
易”，所以我们只是念叨。喜欢的时候不
去做，羡慕的时候不去反思，念叨的时候
不去努力，当别人全力前进时，我们仍在
原地踏步。我们一直被教育要敢想敢
做，言传远没有身教来得深入人心。我
们总是用一种纵览全局，慎之又慎的态
度去对待每一件事，所以我们付出行动
的并不多。人生不过百年，喜欢的就去
做，错了再改，没那么艰难。

我会记住和change打招呼时候的挤
眉弄眼，会记住他上课时候夸张的肢体
动作，会记得他对生活的态度，会记住在
这个课堂上我收获的不止是一份喜爱。
而 Change 的确是一个好名字，Change
parker也的确是一位好的摆渡人。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冯儿

第一次知道“献血”这个词，是在小
学学习《白求恩的故事》这篇课文时，课
文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抢救一位伤员、伤
员需要输血时，白求恩说：“抽我的吧，我
是O型血。”

我第一次献血是参加单位组织的活
动，当时是在镇政府大院里，先填表，然
后体检、验血、抽血。印象最深的是验血
这个环节，伴随着微痛，我第一次知道了
自己的血型是A型，那次，我献了300毫
升血。献血后，我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通过宣传资料，我了解到，献血对有需要
的人来说很重要，而对献血者却没有任
何损害。有了这次体验，我对献血没有
了恐惧感，并觉得献血既然对自己无害
而对别人有利，为什么不多献几次呢？
后来，我陆续又献了几次血。到现在为
止，我已经献了1500毫升的血。

献血时，我曾两次与护士小姐“讨价
还价”。第一次，在献血车上，我填表要献
300毫升血，护士小姐就征求我的意见，
建议我献400毫升，我问为什么，护士小
姐说：“先生，你这么健壮，献400毫升没
问题。”我想了想，自己身高接近1.8米，
体重超过85公斤，确实算健壮。在护士
小姐的“恭维”下，我献了400毫升血。另
一次，我填表要献300毫升血，护士小姐
就征求我的意见，要我献200毫升，我问
为什么，护士小姐说：“献血车上只有200
毫升的献血袋。”我开玩笑说：“那我就献
2袋吧！”最后护士小姐说：“这样吧，这次
你先献200毫升，半年后再献200毫升。”

我觉得，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

2013 年对我来说是个丰收年。最
大的收获当数编了一本散文集，收入新
作49篇，其中有15篇在各种报刊、网站
上发表。我还写了各类文章61篇，稿费
达到四位数。

写文章其实就是一种“文字游戏”，
尤其是写散文、小说等，全凭形象思维，
可虚构、可论述、可批评、可表扬。老祖
宗发明的文字有 8000多个，其中 3000
多个常用字够你拆解组合、遣词造句、谋
篇布局，真是畅快淋漓。

我在统计2013年写作数据时，发现
下半年文章写作密集。有回忆过去的，
也有谈论当下的，差不多三两天就有一
篇问世。真是“乐在其中”。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写文章也是一
件苦差事，俗话说“拿笔比拿锄头重”，正
如古诗所称“成如容易却艰辛”。特别是
想要写一篇令自己令别人都满意的文章
很难，非下一番苦工夫不可。

写作首先讲究灵感，有了灵感要有
时间，有了时间要有心情，有了心情要有
干劲——环环紧扣、缺一不可，到最后如
果没有干劲，懒惰了也就功亏一篑、半途
而废了。就拿2013年来说吧，我全年当
全职“保姆”带外孙女，忙得不可开交，几
乎是24小时“全天候”，为确保安全，我
的视线一刻也不能离开孩子，所以写作
都是忙里偷闲，自然就没了累累硕果。
正所谓“天道酬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又是一年春草绿”，时光如流水，在
它的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勤劳的人们才
能有所斩获。

遗失了的“红龟”印 ♠汪三民

流浪狗旺仔 ♠双鱼

丰收的
2013年

♠林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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