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么多年，最爱的，还是夏夜的这份烟
火气。

母亲以前也在夏天的晚上摆过摊，卖
卤菜。卤毛豆，是母亲最拿手的。卤好的
毛豆清清爽爽，没有多余的酱料留在毛豆
皮上。青色的毛豆，在母亲的卤水里愈发
青翠。从卤罐子里
捡起一夹毛豆，用手
一挤，毛豆裹着卤汁
钻到嘴里，尝起来非
常入味，特别是毛豆
脆脆的口感，嚼几下
鲜甜的味道立马跑
了出来。
母亲卤出毛豆的第

一件事，就是舀一大
盆 分 给 临 近 的 邻
居。那时候，母亲的
大锅就架在门口的
黄土灶上，只要母亲开锅卤菜，香气必定从
街头飘到街尾。邻居都会过来看看我妈那
口大卤锅又在卤什么。邻居们经常会说，
我妈卤的菜真香，母亲每次听到这些夸奖，
只是笑笑，等第一锅毛豆卤好了，母亲也利
索的喊邻居们来尝尝。我们那条街的孩
子，夏天吃完晚饭后，必定拿个塑料袋来找
母亲装毛豆吃。

母亲的毛豆是外公种的本地毛豆。外
公的种植技术非常高，外公后院里，种着各
种各样的蔬菜。外公喜欢用红色布绑大棚
的竹骨架，那一片人家里，就外公的菜园子
最富变化。外公夏天的时候，喜欢戴个草
帽蹲在田里干农活，外公干完自家的农活，
看到旁边别人家的园子有要整理的，就会
过去和那家一起除草、挖洞、栽种、培土。

外公似乎很享受干农活，每次看到自家的
地，总想着要怎么打理，或者再种点什么。

这几天很馋母亲的卤毛豆，但母亲和
我隔了很远的城市。我只好和母亲以在线
视频的方式，教我怎么卤毛豆。起初，我用
家里剩下的调味品，按着母亲的步骤逐次

加入锅里做卤水。可
卤水的味道怎么也不
对。我想着是不是调
味品的牌子和家里不
一样，才导致卤水变味
的。我让母亲把家里
的油盐酱醋的牌子都
拍了照片发给我，我再
去超市采购。

第二天，我买好了
调料。卤料也按母亲
的配比称买。熬了会
儿，熟悉的香味慢慢出

来了，我将洗好的毛豆放了下去，开始计
时。不过，煮出来的毛豆，还是不好吃，豆
子软了，没有脆感，也不甜，豆皮也变得黏
糊糊、软趴趴的，完全没有母亲煮出来那份
清爽、脆生。我懊恼地给母亲打去视频电
话，母亲说“是不是豆子的原因啊”。隔了
几天，母亲去邻居家摘了一大袋本地毛豆
给我寄了过来。我又开始卤毛豆了。

嘿！母亲寄来的毛豆可真神奇。卤完
后，完全没有了我上次出现的状况。咬住一
夹毛豆，豆皮在前齿间一滑，毛豆滑滑地蹦到了
嘴里，咬一口，可脆生了，微咸的卤水，和脆生的
豆子碰撞在一起，就是夏夜最鲜甜的美味。

对我来说，夏夜卤毛豆，卤出的不仅是
夏夜生活的惬意与闲适，更是对家乡的怀
念与牵挂，对故土的喜爱与留恋。刘平安

夏夜卤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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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和老家的弟弟通话闲聊时，他
告诉我，他的别克车开了快10年了，打算年
底换台新的。

放下电话，我感慨良多。
我和老弟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

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想自己
有辆车可是件想都不敢想的事，和许多同
龄人一样，那时我和弟弟最大的企盼是将
来能够开上辆拖拉机。

弟弟上世纪 80年代初初中毕业返乡
后，学了8个月的汽车修理，掌握了钳工、
焊工、补胎等基本技术后，1986年在家门
口搭了个棚子开了个小修理铺。刚开始是
小焊小修，补各种车胎，虽然挣的是小钱，
但生活费解决了，渐渐手上还了点小积蓄。
因外出修车只能骑自行车过去，很不方便，
弟弟萌生了买车的想法。要想跑得快，就买
一脚踹”，当时摩托车时髦，也很实用，修理
工具往车后面一放，快捷方便灵活，于是弟
弟在 1988 年买了他人生的第一辆“坐
骑”——一辆二手幸福250摩托车。车刚到
手那阵子，弟弟心情大好，除了出去补胎显
得很得意之外，还经常忙里偷闲抽空骑着
车、车上放着音乐出去兜风，这在当时还是
很抓人眼球的。

弟弟文化不高，但勤快踏实吃得苦，本
分厚道讲信用。给人修车时不仅质量可
靠，而且价格合理，服务态度极好一年四
季、哪怕是雨雪天半夜三更有师傅打电话
找到，他都会立马从床上爬起来去给人维
修。这样时间久了便在驾驶员中有了较好
的口碑，生意也逐渐好起来，尤其是成家
后，有了帮手，加之弟媳泼辣能干吃得苦，
小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1998年，弟弟
实现了他的汽车梦：花了 3万块钱买了辆
七八成新的五菱之光双排小卡，除了价格
美之外，这车大小合适，可装货、乘坐几个
人也行，经济实用，弟弟两口子很是满意。
有了车弟弟如虎添翼，几十上百公里的生

意可以接下来，轮胎生意也做起来了。
2004年，弟弟盖了新房并专门修了两间大
门面用于卖胎、搞修理。

因为长期修车尤其是修理大车导致了
腰部损伤，2011年在朋友的撮合下弟弟放
弃修车补胎改行开起了小饭馆。记得
2012年春节前弟弟早早地就告诉我，现在
不搞修理了，准备买台轿车，在车行看中了
别克，但年内没货，如要需加一两万元的
价，我建议让他过了年再买，弟弟仿佛憋不
住了，说新车就是要过年用，准备多花点钱
节前买回来过年享受，结果花了小三十万
年前把车买了回来。我们回家过年时，弟
弟载着我，不停地给我介绍他新车的各种
功能，为了显示车好技术好，还总爱超车，
并洋洋自得地说，好车就是好，提速快。

因为开饭馆生意不好，搞了一年，
2013年又转行办起了免烧砖厂。当时我很
为弟弟这个大跨度的转行担忧，劝他慎重，他
似乎很胸有成竹，筹资租场地、修厂房、购置
设备，请工人，竟然很快投产。这些年他边生
产边建设，先后又投资一百多万元，购置了
铲车、叉车、搅拌机、破碎机等设备，基本实
现了机械化操作，成了当地环保砖生产大
户。

当问起他生意如何时，他总是呲着大
瘪嘴笑呵呵地说“还好，还好”，问起这几年
疫情对生意的影响，他说“有些影响，但从
政府到民间住房等基本建设从未停过，砖
的销路还是有的。”

谈到车时，弟弟一脸自豪地说“有车子办
事效率高多了！”他说前不久砖机有个部件损
坏，上午到市里去买，结果没货，他打电话联
系省里的厂家，厂家说有货，弟弟一上午直接
就赶到省城，当天就把部件买了回来，好几百
公里，没有车是不敢想的。

视频通话结束时老弟又呲着大瘪嘴笑
哈哈地说：“下次你乘飞机回来我开新车去
机场接你！” 张和平

老弟换车记

“七一”临近，看到单位正准备开
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小时候父亲
给我讲故事的场景又清晰地浮现在我
的眼前了。

那是我上二年级的暑假，我的耳
朵里面突然疼了起来，父亲买了药灌
耳朵也不行。后来，父亲带我去医院
检查，医生说是中耳炎，里面有一个小
疖子，要把它处理掉。于是，我们和医
生约好了第二天去医院处理。晚上回
到家吃完晚饭后，耳朵开始疼了，手又
够不着抓不到。看着我龇牙咧嘴直喊
疼，父亲一会儿给我用冷水敷，一会儿
轻轻揉，但都不管用。父亲知道我喜
欢听故事，灵机一动说：“我讲故事给
你听，一定会好。”我听了，手按着耳朵
赶忙说好。

“我讲一个《肖飞买药》的故事，肖
飞单枪匹马闯县城，闹得人仰马翻。
于是鬼子派出摩托车对肖飞穷追不
舍，肖飞是怎样脱险的呢？”父亲一开
讲就把我吸引住了，手按着耳朵不感
觉疼了。因为在夏天，我们吃饭、乘凉
都在自家的门口。精彩的故事把隔壁
家的孩子也吸引住了，连“啪嗒、啪嗒”
蒲扇拍蚊子声都没了。故事讲完了，
我们还感到意犹未尽，父亲赶忙让我
去睡觉了。

第二天，我们来到医院，医生用刀

轻轻处理掉后，擦上药，很快就完事
了。白天还可以忍受，到了晚上，耳朵
里又开始隐隐作痛，于是缠着父亲再
讲故事。父亲把《烈火金刚》中的精彩
章节挑了一章又给我讲了。

就这样，整个暑假只要父亲不在
单位值班，我就以耳朵疼为理由一直
恳求父亲讲故事，父亲差不多把《烈火
金刚》讲了一遍。他是娓娓道来，我和
邻居家的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天天盼
着早点天黑。后来，父亲索性买了《烈
火金刚》这本长篇小说送给了我，这本
书一直陪伴着我到小学毕业，每年暑
假我都会翻出来看一遍。

后来自己成了家，看到孩子不开
心哭哭啼啼的时候，我也就采取讲故
事的办法来哄孩子。也许真是遗传基
因的作用，儿子每次听到我讲故事马
上变得安静起来。就这样在他没上学
前，《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堵枪
眼》《邱少云在烈火中永生》《刘胡兰铡
刀就义》《烈火金刚》等全部讲了一遍。

如今，儿子都已经走上了工作岗
位。我和儿子说：“这个讲革命故事的好
传统要坚持下去啊，你得接过接力棒。”

儿子接道：“是啊，您将来退休了，
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又可以给孙子或
孙女讲革命故事啦……”我和儿子同
时大笑了起来。 徐新

难忘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外漂泊很
多年，和父亲交流机会很少，有时在家
也难得和父亲说上几句话，每每和父
亲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该如何与父亲
沟通，或者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那
种父子之间的亲情。

从小到大，父亲对我的爱总是默
默的，他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感受着父
爱的伟大。自从我毕业在外工作，和
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很多，无形之

中多了些陌生。但每次回家，母亲总
是告诉我：“你爸很是想你啊，你的小
名常常挂在他嘴边，有时我让他给你
打电话，他总是不愿意，你爸怕给你打
电话，干扰你工作。”听母亲的话，我无
言，我唯能做的，便是多抽出一点时间
来陪陪爸，哪怕是在家里多呆一会儿。

前年冬天，天特别冷，我正在外面
工作，微信忽然收到一条添加好友的
信息，紧接着父亲打来电话，让我添加
他的微信。我当时很惊讶，我这才知
道爸为了方便和我联系，下载并学会
使用了微信。没想到父亲也用上了微
信，年过半百的父亲，在生活中喜欢一
切都简简单单，加之最近几年，为家不
停地操劳，眼睛老花得厉害，看字也比
较困难，可是没有想到，父亲为了便于
和我联系，竟然学会使用了手机微信
的各种功能。

从那以后，我经常会收到父亲发
来的微信：“儿，一个人在外要学会照
顾自己，天冷了多穿些衣服，千万别受
凉了，好好注意身体。”有时字数很少，
有点儿像电报，大意差不多都是注意
身体、干好工作之类的话。收到这些

温馨的话语，我浑身便会流动着一种
暖流。父亲的爱是含蓄、细腻、理性而
深邃的。我在外地很少能够回家，每
逢节日，我都会收到父亲微信祝福和
微信红包。记得去年过春节，我答应
父亲一定要回家过年，由于临时走时
匆忙，手机未能充电，一路上手机是关
着的。谁知路上又逢堵车，整整晚到
家了5个小时。

推门进家时，我就见父亲一个人

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走动，见我回来了，
父亲没有说话，连忙去厨房准备餐具
了，这时母亲在一旁对我说，你这么晚
回来，怎么也不回个微信或打个电话
啊，你爸可急坏了，不停地牢叨你的名
字。你真是的，下次来晚了一定要记得
给你爸回个微信，免得他总是担心。我
急忙充电，打开手机，微信不断地闪烁，
我知道有很多信息发了进来，打开一
看，全是爸发来的，整整塞满了我手机
的微信空间。看着爸的微信，我眼前早
已是一片模糊，那一条条的微信，字虽
不多，却凝结着父亲深深地爱。在饭桌
上，我给爸爸敬了三杯酒，我祝他身体
健康，爸依然没有多说什么，一饮而下。

从那以后，我工作再忙，也不忘给
父亲发个微信，我开始和父亲用微信进
行语音或视频聊天了，从那一条条的微
信中，我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我无私地
爱。父亲很多的微信内容我一直保留
着，虽然其间换了几次手机，但父亲微信
的信息一直保留在我的手机卡里，保存
在我的心里。父亲的微信是我生命里
最温暖的字眼，伴着我漫漫的人生路。

张宏宇

父亲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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