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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连 王维钢 掉队
◆江西彭泽 吕雪冰

父亲

老砚台
◆安徽颍上 罗会松

重要任务
◆上海 张志松

刘老师回到家，将装有学生作业本的包扔向饭
桌，一屁股坐在桌边的椅子上，沉着脸。良久，他从口
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后猛吸了一口。

想起今天的事，刘老师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从
教四十多年来，啥时丢过这脸？

刘老师家住在海拔 500 多米的双峰山上，那是个
茶场，住着几十户茶农。由于山上交通不便，没有人
愿意上山教书。初中毕业那年，场长找到他，问他愿
不愿意到茶场小学教书，他答应了。

当年山上学校只有几间破旧的瓦房，五个年级，
几十个学生。由于老师不够，刘老师教的是一二年级
十几个学生组成的复式班。刘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
看见教室里几张断了腿的长条课桌凳，相互搭着摆放
在一起。教室前面 H 型木条上架着一块掉了漆的黑
板，木条的一角高高翘起。刘老师有些悲凉，他想退
却，可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像吸铁石一样，紧紧地吸
住了他的心。他果断地走向黑板，在上面写下了自己
的名字，黑板翘起的一角随着刘老师的笔画“咚咚”地
敲打着墙面，也敲打着刘老师的心。

多年来，刘老师觉得自己像头奶水不足的母牛，
唯恐自己知识的乳液，不足以使这些小牛犊子强大，
他于是拼命地猎取知识。为了弄懂教学上的某个知
识点，多少次放学后，他一个人下山向山下的老师请
教，经历的艰辛，他从不向他人说起。尤其是那次晚
上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狼，现在想起背心还蹭蹭冒冷
汗。别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真应验了，那年，
他考取了国家正式教师，没多久，他还出名了。

想起自己出名的经历，他不禁哑然失笑。记得那
年，在一次全省书法比赛上，他的作品荣获全省第一
名，他在山上坚持从教十几年的先进事迹也被报道。
一时间，他名声大噪。也就在那年，他被评为全省教
育先进工作者，可他没有参加表彰大会，他不想耽误
学生上课。

天慢慢地暗了下来，四周的一切变得模糊，刘老
师手上的烟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烟屁股烫到了手，
他才感觉到，赶紧扔掉烟头。在这漆黑而又冷清的环
境中。刘老师有些茫然，有些不知所措。他又担心起
在省城的妻儿，也不知他们过得怎样？

刘老师觉得这辈子对不起家人。自己平时忙于
教学，家里种茶、摘茶、做茶，都很少动手，倒是为自己
买书花了不少卖茶叶的钱。自己一生清贫，儿子结婚
时，想让刘老师凑点钱买房子，他拿不出。儿子现在
还住在租居的房子里，他总觉得亏欠了儿子。去年儿
子生了小孩，为减轻儿子的负担，他让妻子去给儿子
带小孩。这一年里，刘老师每次下班回家，打开门，总
是被孤单冷清的气息包围着，这种气息渗入到心里，
让刘老师倍感孤凄甚至有些颓废。他想妻子，想儿子
一家，想和他们一起幸福地生活。

这种思念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自己，刘老师有时
会不自觉地把这种思念转化成对年轻的老师的关心，
对他们嘘寒问暖。看着这些年轻老师一天天地成长起
来，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轻松和高兴，仿佛头上几十年的
紧箍咒被取下。轻松，这种透彻心扉的轻松，挤走刘老
师原有的上进心。他开始迷信于自己老的教学方法，
对那些新的教学设备视而不见，不去钻研现代化的教
学手段，就连学校组织的培训也常不参加，就是参加也
是应付了事，犹如庙里撞钟的和尚，过得却也心安。若
不是今天发生的事，刘老师会觉得自己把一生都奉献
给了教育事业，是光荣的一生，是令自己骄傲的一生。
可今天的事却让刘老师无比愧疚。

上午县里来人把学校所有的黑板换成了一种叫
“电子白板”的东西。装好后，技术人员给老师讲解了
使用要领，并在每个班进行了试用。这种“电子白板”
就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白板中间有两块活动的板
面，将这两块板面合拢就像一块黑板一样，可以在上
面板书；向左右拉开，里面装有一个多功能显示屏，这
个显示屏，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万花筒，远程课堂，图
案设计，读音纠错……千变万化，要啥有啥。演示时，
同学们眼睛一个个瞪得像铜铃一样，就连班上最调皮
的学生都竖起了小耳朵。

第二节课，教室里没有平时的叽叽喳喳声，同学
们端正地坐着，眼睛齐刷刷望着新装的“电子白板”。
大步流星走向教室的刘老师脚步猛然一顿，挺直的胸
板不自觉地缩了一些。走到讲台上，刘老师轻轻地叫
了句，上课。同学大声地回道，老师好！放在平时，看
似礼节性的问候，对刘老师是莫大的安慰，今天闻之
如锥，扎心。刘老师缓缓转过身，“电子白板”中间，两
块可以活动的板子，紧紧地闭合着，就像一只紧闭的
眼睛。刘老师多想让学生透过这只眼睛，看到五彩缤
纷的世界，可他不会使用。

整节课刘老师没在黑板上写一个字，在学生目光
的注视下，刘老师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做错事的学生，目
光在教室里游离，话语在喉咙里打转，身后的“电子白
板”将刘老师往日的自信吸得一干二净。刘老师只好
叫学生自习，当下课铃声响起时，才偷偷地吐了口气。

下节课是数学课，小刘老师肯定会用“电子白板”
为我们讲课。

是 呀，上 节 课 小 刘 老 师 不 就 给 我 们 示 范 了 吗？
走，我们赶紧上厕所，别迟到。

两个学生的对话像一股电流，直击刘老师的神
经，刚放松的心被击打得冷冷地疼……

收回纷乱的思绪，刘老师站了起来，按开了电灯
开关。强烈的灯光使刘老师很不适应，他用手在自己
眼前挥了挥，屋内显得空荡荡的。

我刚走进办公室，局长突然打来电话，叫我去
他办公室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任务。我听了，心里
不免有点纳闷，局长交代有重要的任务，到底是什
么样的重要任务呢？不会是上级来检查吧，可这与
重要的任务根本就沾不上边呀；不会是来了外地的
大客商吧，可这与重要的任务同样也沾不上边呀。
想了好久，我还是想不出头绪，没办法，我只好硬着
头皮走进了局长办公室。

推开局长办公室的门，局长见我进来了，立即
从真皮沙发上站了起来，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一边说：“找你来，就是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办。”我听了，顿时受宠若惊地说：“谢谢局长信得过
我，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肯定百分之百地把它办
好。”局长一听，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好，我就等你
这句话。”说到这里，局长端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了
一口后，又说，“为了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咱们

局里马上要举办一场硬笔书法比赛，每个人都要参
加，不得遗漏一个人。”说着，就交给我一张详细的
硬笔书法比赛的材料，我接过材料，差点儿没翻白
眼，举办职工硬笔书法比赛，这算哪门子重要任务
啊！既然局长已经发话了，我当然不好拒绝，况且，
举办职工硬笔书法比赛，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也是
一件好事，我何乐而不为呢！便说：“好吧，我马上
去办。”说着，我就准备转身离开，刚走出门外，局长
突然把我喊住了，并且还加重了语气说：“记住，每
个人都要参加，不得遗漏一个人，包括看门的张大
爷，清洁工李阿姨也不能例外。”我听了，转过身来，
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局长，您放心好了，我肯
定不会遗漏一个人的。”

传达书法比赛有关事项后，职工参加硬笔书法比
赛的积极性突然一下子高涨起来。不到两天，就纷纷
把自认为最满意的硬笔书法作品送到我办公室，包括

大字不识几个看门的张大爷也送来了几幅硬笔书法作
品；至于干清洁工李阿姨，当然也不甘落后，尽管字写得
歪歪扭扭，但我还是当场鼓励她写得不错，有进步。说
得李阿姨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

因为局长此前就交代过了，不得遗漏一个人，
于是，我整理了一下桌上堆得老高的硬笔书法作
品。确定一个不漏全部参加后，我才抱着一大撂硬
笔书法作品跑到局长办公室。刚进去，局长就直接
开门见山地问：“都参加了没有？”我肯定地点了点
头。局长拿过桌上的一封信，扬了扬，气呼呼地说：

“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竟然给我写了一封匿名举
报信，说我有问题。你现在就给我鉴定一下，这封
举报信的字迹，和参加硬笔书法比赛的字迹，看看
有没有相仿的。如果发现有字迹相仿的，请马上告
诉我，我就不信找不出来……”没等局长说完，我顿
时眼前一黑，差点儿没瘫坐在沙发上……

傍晚，王宇正在做饭。妻子回家后一头钻进厨
房，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老公，告诉你一个消息，你
们 新 来 的 张 局，他 父 亲 住 在 我 们 医 院 了！”“ 真 的
吗？”“消息绝对可靠，张局在医院里呆了一个下午，
几乎没离开 605 病房，他一会儿给老人翻身，一会儿
给老人喂饭。”王宇紧紧地握着拳头，喊了声“老婆，
你简直就是克格勃的！”

王宇办事滴水不漏，兴奋之余他若有所思地说：
“明天我还是要再证实一下，那个老人到底是不是张局
的父亲。这事不能走漏风声。”王宇一边嘱咐妻子，一边
用力颠起了炒勺。今天颠勺的声音比往常都要响。

妻子爽朗地笑出声来，“OK!老公，你的机会就
要来了！”

周一一大早，王宇急急忙忙地走进办公室，眼
睛一直焦急地盯着张局的办公室。他想第一时间
弄清楚老人的身份。

他似乎没有多少心思工作了，可找张局的人总
是络绎不绝。

临近中午，王宇才见缝插针进了张局办公室。
努力抑制自己情绪，他拿出文件时，很有礼貌地请
张局审批。

张局签完字后，端起杯呷了一口茶水。他趁机
小心翼翼地问：“张局，昨天您在医院里护理病人，忙
前忙后的。那个老人是您父亲吧！”张局有些愕然，
但又觉得好笑，难道自己身上被按了定位软件？这

消息传播得可达光速了。“哦，老人是我战友的父
亲。战友出国了，他父亲生病没人照顾，我有时间就
去医院照看一下。”张局侧仰着头，看了小王一眼随
口说，“我父亲在老家，身体还好。”王宇假装神情自
若地点了点头，很有礼貌地退出了张局办公室。

张局，二月初从外地调过来，大家对他的情况知之
甚少，都想挖掘出他更多的信息来，以便更好地走近他。
可妻子这次提供的信息却一文不值，王宇不免有些失望。

三月末的一天，张局战友的父亲去世了，善后
工作一直是张局在忙。那几天，张局看起来的确很

憔悴。大家都说张局很仗义，对朋友重情意，不禁
油然而生出敬意。

几天后的清明节，王宇到乔山给父母扫墓。
在墓园南边的树葬区，王宇远远地看见了张

局，张局正伫立在一棵松柏树下，默默地低着头，过
了好久才离开。

王宇有些不解，他走近树下，看见树下的石头上
钉一个铜板。上面刻着：父亲张 X，生于 X 年 X 月 X
日，卒于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儿子张民敬立。

张局的名字叫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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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港市工作多年之后，我被任命为燕南市市
长提名人选，不久就要赴燕南市就职。异地升迁本
是喜事，父亲却有些不安，晚上看电视看到零点左
右，饮食也有所减少，身体状况更加让人担心。

父亲主动提出要到燕南市去走走。
趁着离任上任的间隙，我也想多陪他一些时

间。父亲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书，落下一身的病
痛，做儿子的拼命工作没有尽到孝道，萦怀歉意。

他反复打他大学时一位好友的电话。对方一直未接。
他发信息给对方：“老同学，我是郑直，我和老

同学三十年没见面了。很想见见你。我们同学、同
班、同锅、同一个架子床，大学生活细节历历在目，
难以忘怀，特别是快要退休的时候。”

对方一直没有回音回信。
我告诉父亲，也许这位换了手机。
父亲说：“但愿老同学一切平安。”
父亲从博物架上取下一个砚台，小心翼翼地擦

了又擦，对我说：“我们去看看他吧。”
我开着车，三个小时之后到了燕南的一个县

城。路上，父亲没有说一句话。
导 航 引 导 着 我 的 车 停 在 一 座 巍 峨 的 大 楼 下

面。台阶很高，我要搀扶父亲，他摆摆手，吃力地来
到大门前面。

大厅正面的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
门前保安神情严肃地站着。门侧斜坐着着装统一
的工作人员。

父亲往前走两步，两个保安把他拦住了。
保安严肃地问：“你们来这里找谁？”

“我找刘念。”
“有什么事？”
“我们是老同学。”
坐在那里的女黄牙慢吞吞地说：“刘县长不在。”

“我来一次不容易。”
“走吧，我们县长很少到这里上班，除非开会。”

女黄牙慢慢吞吞地说。

父亲惊讶地把眼睛睁得很大。
我和父亲只好离开。
走下台阶，父亲不甘心又走上去。
我只好跟着。
看到父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女黄牙旁边的

女凤眼说：“我帮你找找县长的电话号码。”
女凤眼终于查到县长的电话号码，然后念叨着

一串数字。
父亲说：“号码没变啊！我打。”
女凤眼阻止说：“不许你打，县长忙。”
女凤眼打了县长办公室的电话，回话：“县长不

在。”
“老同学，我是郑直。刘县长，我是郑直！”父亲

看到老同学从大厅横穿而过。
县长回了一下头，径直走向电梯，随即双门闭合。
过了一会，女黄牙接到一个电话。
接完电话，女黄牙谄媚地告诉父亲：“县长在七

楼中间的县长办公室等你。县长日理万机，接见你
一次非常不容易。”

“我懂，我就来这一次！”
我和父亲终于来到县长办公室门前。
我感慨地说：“见到县长真不容易。”
父亲说：“与许许多多的人相比，我们够幸运的了。”
县长办公室很宽敞，很精致，很凉快。
见到我们，县长坐在豪华办公桌前一动不动。
我和父亲都很尴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有事吗？”
“来看看你。”
县长燃着一支烟，看着天花板慢慢地吸着。
我让父亲坐下，父亲不肯。我只好陪站。
县长打了一个电话。
一会一位男士进来说：“县长您真的要到食堂吃

饭？”
县长站起来，眼睛终于瞟了我们一眼，说：“走

吧！”

我们走过一个院子，上了二楼。父亲问：“全家可好？”
县长不语。
桌子上摆了几样菜。服务人员月儿眉说：“办

公室打来电话，说这是您喜欢吃的几道菜。”
县长坐在上座，示意让我父亲坐在旁边。他打

了几个同学的电话，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父亲、县
长的这些同学都是位高权重的人。

父亲听着他打电话，一言不发。
一会来了几位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县长和她

们亲切交谈。
父亲默默地吃着饭，一言不发。

“你们吃过饭就走吧！”县长不耐烦地说。
父亲从纸袋里拿出一个反复包装的砚台。

“老同学，这是我们同桌时共同使用的一个砚
台，你把它赠送给我了。这个砚台有百年历史，价
值不菲，还给你吧！”

县长看着微信，不看砚台一眼。
父亲的手有点抖。
砚台被月儿眉接了过去，随手放到一旁的橱窗上。
我们走了。
县长昂首挺胸地向另一边走去。
忽然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小心撞到县长。
县长正想发火，抬头一看，立刻陪着笑脸。
对方急急忙忙地问：“你今天陪郑市长吃饭了吗？”

“李书记，我陪几个大学生吃饭，哪有郑市长！”
“县委办公室张秘书认识他的车牌！”
父亲赶紧拉起我的手，走向电梯，我有种父亲

回到青年、我回到童年的感觉。
出电梯后，我用手机认认真真地拍下了“为人

民服务”几个大字。
看到这，父亲紧紧地捏着我的手，我更有父亲

回到青年、我回到童年的感觉。
一路上，父亲没有说一句话。
一路上，县长不停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一个没接。
透过反光镜，我看到父亲不停地擦着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