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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闲聊时，父亲总会

不经意间说冬天很冷。我说要

不买个空调吧，父亲说我弟弟

那屋有空调，也空着，不想去，

他得看着猪。

我记得父亲以前是不怕冷

的。在我小时候，父亲每天都

起得很早，等父亲喂好猪牛羊，

烧好饭，才喊我们起床，他拿着

烤得热乎乎的棉衣，让我们穿

上。那时候母亲还没生病，父

亲也不舍得让母亲干活，怕她

冻着。父亲说母亲是小姐的身

子丫鬟的命，稍微干点活，手就

会生冻疮。父亲每次都是把猪

牛羊喂好，把饭菜端到堂屋里，

有父亲的日子，母亲很少出去，

最多就是到院子里的墙根下晒

晒太阳。父亲有时候忙活得热

了，连棉袄都会脱掉，母亲有时

候担心他冻着，就把棉袄给他

披上，父亲嘿嘿地笑，“二丫娘，

你看我都要冒汗了，我不怕

冷。”

我那时候也不敢出门，经

常冻得流鼻涕，两只小手插在

棉袄的袖筒里，依然冰凉。父

亲忙好后，常常用他的那双大

手给我取暖，我的小手在父亲

温暖的大手里，慢慢传递着父

亲的体温，一会就不冷了。那

些时光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

自从母亲生病后，父亲就更加

忙碌了，他常常都是伺候好了

母亲，再去打理猪牛羊，再去掏

红薯，劈柴火……那时候我也

懂事了，主动帮着父亲烧火。

父亲虽然每天很忙碌，但他依

然乐呵呵的。我们家还是温

暖，随处都能听到欢快的笑声。

母亲去世后，我和弟弟都

成了家。我们平时都在外地，

整个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起

初我们担心父亲孤独，让他和

我们一起到城里来，父亲总是

摇摇头，“我还有几头猪要伺候

呢，走不开。”

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发

现父亲正在猪圈边聚精会神地

站着，连我走到他身后都不知

道。我听到他和猪说话，

“小黑，你吃饱了吗？”

“嗯，花花长大了，唉，长大

了也要走了！”

……

我听着父亲自言自语地和

猪说话，当时不由得鼻子一酸，

眼泪流了下来。

后来二婶子告诉我，“你父

亲不愿意进城是因为他舍不得

你母亲，他每天都去你母亲的

坟前站一会，有时候站的时间

很长。”听了二婶子的话，我终

于明白父亲为啥怕冷了。我回

城后就给弟弟打电话，“弟，咱

们以后要常回家看看。”弟弟刚

开始迟疑了一下，听我说了情

况，他毫不犹豫地说：“好。”

父亲有一双棉手套，是他

从部队里带回来的。在那贫瘠

的年代，那双棉手套是那么显

眼，常常让周围的人羡慕不已。

小时候，每次父亲用那双

戴着棉手套的大手抱起我时，

我就会觉得特别温暖。尤其当

父亲脱去手套，把我冻得发红

的小手放进去时，那带着父亲

体温的手套，顿时让我的全身

暖流涌遍。记得有一次，我趁

父亲干活的时候，偷偷戴上那

双棉手套，居然发现它里面很

凉。于是我把手套翻过来看个

究竟，才发现这双手套只有入

口处有毛毛，里面早已被磨得

光秃秃的，甚至有几处布还被

磨破了。我气得把手套扔到地

上。

我跑到父亲跟前，噘着嘴

对他说：“爸，我刚才戴你的手

套了，咋不暖和呢？为啥你戴

过的就暖和呢？”

父亲看着我把手缩在棉袄

的袖子里，小脸冻得通红，忙放

下手里的东西，用两只大手在

一起来回使劲搓了几下，然后

再把我的手放到他的手心里。

熟悉的体温伴着父亲身上特有

的味道，让我的脸上顿时多云

转晴了。正高兴着，我突然看

到父亲的手背上有很多裂口，

不由得鼻子一酸，赶紧把小手

从父亲的大手里抽了出来。我

跑着过去把手套从地上捡起

来，递给父亲：“爸，你的手冻裂

了，快把手套戴上吧。”父亲接

过手套，戴在手上，然后他又用

戴着手套的大手，轻轻地抚摸

着我的头，黝黑的脸上露出了

暖暖的笑容。

那些年的冬天，父亲每次

出行，必戴着那双手套。无论

是去挑沟挖河，还是赶集上县，

抑或是在冰天雪地里行走，那

双棉手套都一直伴随着他。紧

握的铁锹上，留下了棉手套的

痕迹；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车

把上，留下过棉手套的温度；还

有冰雪也在棉手套的手心里慢

慢地融化。

后来，父亲被一堆冰冷的

黄土覆盖，我站在土堆旁，任

凭泪水在寒风中肆意地流

淌。而父亲的棉手套从此是

孤单的，因为它的主人永远

地离开了它。同村一个老爷

爷对我说：“娃儿，那双棉手套

跟随你爸已经二十多年了，

没有这棉手套，你爸也过不

去冬天啊！”按照老爷爷的嘱

咐：我把棉手套和父亲生前

的衣物都一并拿到村口烧

了。火光里冒出一缕青烟直

奔北方飘去，我知道，北方的

地里是父亲的新家。

恍惚中，我看到父亲黝

黑的脸庞嵌在高高的云端里，

他的手上戴着那副棉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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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从

枝头飘然而下，落叶归根，冬

天来了，天气冷了。我打开

衣柜，找到了几件羽绒服，还

发现了一件穿旧的棉衣。看

着这件棉衣，我想起了往昔，

想起了母亲种棉花给我做棉

衣的情景。

小时候，棉花都是生产

队里的，后来土地承包了，每

家才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种了

许多棉花。棉花易生虫子，

尤其是棉铃虫和红蜘蛛，要

经常给棉花打药。母亲背着

一个笨重的大药筒，左手上

下扳动摇杆，右手拿着喷杆

喷洒农药。一行行地打过

去，头上太阳似火烧，打药日

当午，汗滴棉下土。农药剧

毒，母亲脸上身上的汗水肆

意流淌，不敢用手擦，手上沾

满了药。药打不到的地方，

还要用手把一棵棵棉花叶，

仔细扒开检查，找出害虫。

夏天来了，棉花在母亲

的精心照顾下开花了，绿油

油的田野里，满是娇艳柔嫩

的花，颜色有淡黄色的、粉色

的和红色的，棉田成了一个

绚丽多彩的大花园，鲜艳的

花朵，像彩霞一样落满人

间。蜜蜂被吸引来了，唱着

快乐的歌，亲吻着每一朵花

蕊，蝴蝶穿着漂亮的衣服，忽

上忽下，在花间翩翩起舞。

秋后的阳光照着大地，

收获的季节到了，棉花开始

了第二次开花。硕大的棉桃

经历了春夏的风雨磨难，此

时露出笑颜，变成了朵朵雪

白的花，呈现在我们面前。

远远望去，一片洁白耀眼，像

天上的云朵飘落下来。母亲

腰间系着一个大包袱，喜洋

洋地拾棉花。熟透了的棉桃

笑得张开了嘴，露出白白胖

胖、蓬松柔软的棉絮，用手一

抽，一大朵棉花就出来了，母

亲双手舞动，动作飞快，不一

会儿，从田地的一头就拾到

了另一头。地头上棉花堆得

像雪山一样。

拾棉花是辛苦劳作后的

一种享受，母亲的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

那时，我正处于青春彷

徨期，仍记得跟着母亲去拾

棉花时，收音机里正播着路

遥的小说《人生》。我一边拾

棉花，一边听，高加林的经

历，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他

进城了，我为他高兴，他又回

到村里了，消沉沮丧，我也为

他难过。

棉花拾回家，摊开晒干，

母亲用平车拉着到镇上把棉

花弹好。冬天寒冷的夜晚，

北风呼呼地响着，在昏黄的

煤油灯下，母亲支起一架纺

车，嗡嗡嗡地纺棉线；白天架

好织布机，唧唧复唧唧，织布

一匹又一匹，给我们做衣服，

做鞋子。棉花体内蕴藏着太

阳的光和热，帮助我们抵御

严冬的风寒。

棉花不是花，可它比花

还美丽，它洁白素雅，朴实实

用，在那个艰苦岁月里，带给

我们舒适温暖，体贴呵护。

如今，时光流逝，岁月染白了

母亲的黑发，使母亲的腰身

不再挺拔，母亲也早已不种

棉花了，可母亲种的棉花，一

直温暖着我那颗漂泊异乡的

心。

昨晚一觉醒来已是子夜

时分，习惯性地起来看看孩

子睡着后有没有踢被子。回

到自己床上打算继续睡时，

忍不住又打开手机，偷瞄一

眼，发现还有几个夜猫子没

休息。一问之下才知道，原

来一哥们和我一样，半夜三

更醒来担心孩子饿着，起来

给孩子喂奶粉。末了他还来

了一句:“养儿方知父母恩

啊！”就是这句话，一下子赶

走了我的睡意，把我的思绪

瞬间带回到几十年前。

那时候我们住的还是土

坯房子，家里只有一张大床，

还是父母结婚时的那张床。

四个小孩都和父母挤在一起

睡，晚上不是这个哭就是那

个闹的。父母总是不辞辛苦

地起来喂这个孩子喝水，给

那个孩子喂奶。

特别是冬天的夜晚，父

母最担心的还是我们晚上尿

床。毕竟那时候家里仅有三

床棉被，铺一床，盖两床，如

果被我们尿湿了，连个换的

干被褥都没有。所以父亲的

角色就更重要了，他常常在

深夜里不管多冷，都要把我

们一一抱起来，把着我们撒

尿。然而，我们还是会有那

么一两次，把床给尿湿。

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冬

夜，我由于睡前稀饭喝多了，

就尿了床。父亲被惊醒后赶

紧将我抱到他睡的地方，然

后拿来烂被单子垫在被我尿

湿的地方，他就睡上去了。

那晚之后，我学会了一

首童谣:尿床精，扒床撑，半夜

起来数星星。老天爷，咋不

明，宝宝的屁股欺生疼。

从那天起，弟弟妹妹常

常在吃饭的时候，唱起这首

童谣，他们边唱还边嬉笑地

看着我。每当这时候，我都

会像做错了事一样，羞得把

头深深地埋在碗底。

第二年冬天，收了棉花，

家里多了两床被子。父亲干

脆带着我和弟弟，把被子铺

在喂牛用的草窝子上面。你

还别说，那里软软的，睡起来

真是特别温暖。但父亲依然

会在半夜起来，点起煤油灯，

抱着我们去撒尿。这样的情

形，一直持续到我读小学。

我小时候睡觉不老实，

总是喜欢踢被子，父亲不知

道一夜要起来几回，给我盖

被子。终于有一次，我冻感

冒发烧了。父亲在深夜里去

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

打针。那个老医生离开时，

对父亲说:“可能是床铺下面

的麦草热气太大了，孩子才

会不停地踢被子。”

陷入自责的父亲，把我

们抱在母亲的床上，让我们

继续睡。他则连夜找了几块

木板，两头和中间用土坯垫

起来，再在木板上面铺了一

层麦草，最后他又把被子铺

在那层麦草上面，这回真有

些床的感觉了。从那以后，

我们很久都没有再踢被子，

而那张床一直到新房盖好，

才被拆掉。

时光飞转，眨眼间就过

去了很多年，父亲离开我们

也已经整整十八年了。现在

母亲一个人带着弟弟的孩

子，守着老家的新楼房。我

猜想，母亲夜里醒来后，一定

会起来给小孙子把尿水，或

是给小孙子盖被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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