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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素庚

前几天， 女儿把门上的钥匙弄折了。
我很觉得不可思议， 我每天开门数遍，轻
而易举地把门开开，女儿为什么会把钥匙
折断呢？ 我怀着无比的好奇让她示范给我
看。 原来，她没把钥匙完全插进去，便用力
旋转起来，结果钥匙便“夭折”了。

我不禁想起了我童年做的“囧事”，它
们使我时时提醒自己， 做事要小心谨慎，
不敢粗心大意。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们课间玩一种
类似“飞镖”的东西———小木棍的一端插
上尖针，另一端装上可以掌控方向的十字
形的纸。 它可以往树干上甩，尖针就插入
树干上了。 一次，我玩这个东西时，一个同
学挡住了我经常在上面玩的树干，我让他
让开，他不肯。 我就把那个类似“飞镖”的
东西向那个树干甩了出去，不料正插在他
的下嘴唇上。 他立刻哭了起来，我傻了眼。
结果可想而知，我被老师和家长狠狠批评
了一顿。

我七八岁时，有一天，爸爸说需要买
一些窗纱，量好了尺寸，我记住了，我便往
镇上的集市走，找到了卖窗纱的，我说了
尺寸，那个人量好了，我拿上便往家赶。 到
了家里，爸爸打开一看，我不觉傻了眼，窗
纱上断断续续有一个一个的小孔。 爸爸责
怪我没看清，我连忙往集市上跑，那个卖
窗纱的人还在，还好，他给我换了一块好
的，我珍惜地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
回家。

还有一次，我在百货商店了买了一块
香皂，我付了钱，走时，想着别的事，却忘
了拿，回家以后，突然想起来。 我回到商店
以后，那个售货员阿姨笑呵呵地把香皂交
给我，我那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蝉
在郁郁葱葱的树上放开它们嘹亮的喉咙
高歌着。 我爸爸说离村子八里地远的一块
小地块的绿豆地的草长高了，由于连续阴
雨，不能用扒锄锄，只能用手拔了。 我不情
愿地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到了我才发现，
地里确实很湿，我拔着草，不一会儿，一只
鞋被泥沾下来了，我只能脱了鞋，光着脚
拔草。 草几乎和豆苗一样高，我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快拔完时，北面的天空白茫茫

的一片，像雾一样的东西向我扑来。 我感
觉不对，赶紧往地边跑，还没到地边，硕大
的雨点像瓢泼一样下来了，我赶忙骑上自
行车，找了个小屋避避这急雨。 老天爷的
脸说变就变，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浇了
个落汤鸡。 我暖着湿漉漉的衣服，盼望着
雨早点停，左等右等，雨没停的意思，依然
哗哗地下个不停。 眼看就天黑了，我的肚
子饿了，不时打着鼓。

我只好硬着头皮， 推着自行车往前
走。 因为雨下得大，路很泥泞，骑车是不可
能的事。 雨哗哗地下着，自行车不时被泥
塞得转不动了，我找了一个棍子，等一会
儿把自行车上的泥往下捅。 这样太麻烦
了， 我只得在路边的草窝里推着车子，头
上有几声炸雷，吓得我马上蹲了下去。 好
不容易到了公路上，我可以骑着自行车回
到家了。

到了家中，说了我的经历，爸爸说，那
时的雨不会马上停的， 就算马上停了，路
也不好走了。 我一时无语。

还有一件事，我和我小时候的同伴找
到了一个马蜂窝。 那个马蜂窝很大，在我
爷爷房子附近的一个低矮的破旧猪舍里。
马蜂密密麻麻地在蜂窝上拥挤着， 忙碌
着。 我们那时候只觉得好玩。 有个同伴拿
着一个长杆把马蜂窝捅下来，马蜂就像一
个一个的小轰炸机一样向我们袭来，别的
同伴我记不得怎么了， 只记得我的脸上、
脖子上和头上挨了马蜂不少蛰，我觉得疼
痛难忍。 我记得奶奶好像用盐水抹在伤口
上，仍然疼得要命。 以后再也不敢捅马蜂
窝了，见了马蜂，就像见了仇人一样。

在夏天的一个傍晚， 该吃晚饭了，妈
妈叫我去厨房里把筷子拿出来。 当时天已
经黑下来了，厨房里没灯，我在壁龛里摸
筷子，却被某个东西蛰了一下，钻心的疼，
我把手放在水里也无济于事。 妈妈找邻居
的大嫂帮忙，照样疼痛难以忍受。 邻居的
大嫂说我可能被蝎子蛰了。 我那时不知道
蝎子长得什么样，我不断地骂那只可恶的
蝎子，让我的手肿了好几天。

还有一次，我在学校里想起来把书忘
记在家里了，我不得不回家。 那时的小学
在本村里，离家不远。 等我到家时，家里锁

着门，我没钥匙，邻居的家已废弃了，我从
邻居的家房上过去，就到我家了。 那时邻
居的房顶掀掉了，只剩下残墙，我顺着墙
爬过去，不料不小心手触到了外皮已经破
了、露了内线的电线，我的手被电了一下，
感觉像火烧一样地疼。 我差点从墙上掉下
来。 我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疼痛，没有多
大效果。

我还记得我被邻居的小孩用石头在
头上打了个血口子；在巷口我由于跑得太
快，碰到了某人的铡刀上，头上碰出了大
大的一个包；我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钢笔
掉在厕所的茅坑内； 我第一次割草时，可
能是镰刀太钝的缘故，草没割断，一镰刀
下去，割在腿上，割了一个口子。 又一次我
在为牛割草时，不小心把装镰刀的麻袋掉
在半路上， 不得不回家再拿麻袋和镰刀，
被爸妈臭骂了一顿；我在学校放学时找不
到自己往学校带的馒头， 不得不徒步回
家；我七岁时看妹妹时，没看好，她拉了裤
子；有一次去大队上看电影《画皮》，回家
后，每天晚上睡觉必须趴着睡，生怕被鬼
怪挖了心去；在小队的麦地里常有打麻雀
的， 我在捡被打死的麻雀时碰到了坟墓，
很恐惧，转身回走，又一个坟墓，往左转，
又见一个坟，我慌了神，拔脚就往右跑去，
一直跑出了麦地；有一次，我和好朋友们
正忙着掏鸟窝里的小鸟，突然，从墙钻出
一条蛇，它吐着信子，眼睛露着绿光，很是
吓人；我上学的第一天，我看我的玩伴都
在后排，而我在第一排，下课后，我没告诉
老师，便私自换了座位，结果让老师用脚
踹到第一排；上学前几天，我和我的好朋
友去附近的池塘玩水，不知道老师怎么知
道的，把我们的短裤拿走了，我们只得光
着屁股回到家去穿衣服……

往事如烟般逝去，那些囧事依然清晰
地印在自己的脑海。 想起我的窘迫的往
事，我心中便多了些谅解，多了些宽容，也
多了些笑容。 时间会使孩子长大，阅历会
使孩子不断成熟，经历的坎坷是孩子一生
的宝贵财富！

童年的囧事啊，我要好好地把你们珍
藏！

（作者地址：临城县二中）

任付珍

打我记事，就知道贵小叔是一位身强
力壮的棒劳力，论个头属中等身材，但却
是虎背熊腰， 干起活来从来不叫苦不叫
累，对人也特别和善，全村人对他都特敬
佩，特尊重。

贵小叔大名叫任长明，今年已七十四
岁，据说，刚入生产队时，小伙子一顿饭能
吃上三个糠窝或三个菜团子，喝上两大海
碗饭。常说道：饭大养力，他就像一台大功
率的机械一样，担粪、担庄稼、担柴火，一
个能抵俩。 过去排子车也很少，人们往家
运送玉米、麦捆，全凭扁担挑，别人担七、
八十斤，半路上还要歇一会儿，贵小叔却
能挑一百五、六十斤，上坡驾岭一溜小跑。
泼水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主要浇地办法，尽
管处处都建有塘坝，但蓄水少，为多存水，
在坝下边又拦了土池， 因池低垄沟高，又
没有抽水机，就用铁水斗，又叫搕捞，水少
时两人一副斗子往上泼，水多时四个人两
副斗子， 大家都公认贵小叔泼水最轻巧，
舍得出力，动作快，自然配合得好。 所以，
派活时都愿意跟他一起泼水，怪不得他是
同伴人中最先挣到 10 分的人， 后来一直
担任第一生产队长。

大集体时代并不是光靠种地养活全
队人，为提高劳动工值，生产队办起挂面
房和磨面房， 三个人在家磨面轧挂面，每
天需两个青壮年劳力外出换挂面，每人担
60 斤，加上箱子，足有 65 斤，每斤挂面换
麦子 1 斤 1 两半， 外加 5 分钱手工费，全
部换完本人可得到半斤挂面的奖励。贵小
叔有好多次，一天能到沙河水磨头一带跑
两趟，所以，他的孩子不缺挂面吃，正因为
他带头干重活，社员们都一心扑在集体事
业上，大家捧柴火焰高，生产队工值一天
获利四、五毛钱，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因

为外出卖一个馒头才需要二分钱二两粮
票。

要说他能出力， 还处处都表现出来，
生产队冬季要造田修地，偶尔放一天假让
打柴火，他能赶在天亮前爬上三里外一千
多米高的峰台垴上，一天能扛回两担子菜
树叶，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就在柿树
落柿盖时，半夜打着马灯转，赶明拾一挎
篓。

土地下放到户后， 他一面种好地，多
打小麦、玉米，一面治理山坡，栽种了八、
九百株板栗树，现在每年收获二、三千斤
板栗。

开门过时光，怎能没有事，在我的记
忆中，他有一个儿子刚能来回跑，因病伤
亡，有一个女儿五、六岁时也不知是中暑
或误喝农药，半天时间也没了，前后相隔
七、八年，伤子的悲痛让他变得少言寡语，

悲痛过后照样挺立在乡亲们面前。
时过境迁， 一家人在贵小叔的操劳

下，过得相当富裕，儿子是位瓦工，经常在
外盖房子，儿媳养着两千只鸡，他管着树、
种着地，老伴在家做饭管家。 就是这么一
个顶呱呱的人，2012 年二月二龙抬头的
前夜，患上脑血栓，昏迷不醒，在医院抢救
了一个月，命是保住了，可变成一个常年
卧床、不能说话、不能吃饭、不知大小便的
人，家里人伺候得再好，也顶不了他的受
罪，每次回家看望贵小叔，他都落泪不止，
急得嗷嗷叫，毕竟心里清楚，病不由己。

一个身板特硬的汉子， 就成了这样，
可惜可叹， 要让他行走是绝对不可能的
了，但愿他少受罪，多见几年日头吧，也愿
上岁数的人记得吃好穿好，到不能吃的时
候就晚了。

（作者地址：邢台县城计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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