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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亚裔社区门诊 2015年服务时间  

日期  基础科医生  专科医生  特别服务  

6/27/2015 Wendong Jiang 蒋文东   

7/25/15 David Yan 严皓 Jane Chen, dentist, 陈剑，口腔科 
HepB 
screening 

8/29/15 Xiong Guo 郭雄 Amy Dich, Pediatritian, 陈雅瑜，小儿科  

9/26/15 James Zhang张晶   

10/31/15 Qinwang-Joy 王勤   

家庭科：胡培怡，毛海洪，严皓，Juan Chang，郭雄   
内科：何成诗，杨红梅, 张晶（神经科），韩新强（心血管科），王勤（肾科），李志雄
（神经科），田建明 （消化科）   

其他专科：张宏星（药剂师），李清（眼科），Millie Chang （口腔科），陈剑（口腔科），王重光（口腔
科）， 
Gene Hsiao (整形外科) ，陈雅瑜（小儿科），萧苏红（针灸中医科），   

地址：印城华人教会（地下室） 
            3450E. 116th Street,Carmel,IN 46033 
时间：周六上午 9-12时； 
            就诊两天前预约，额满即止；必须有电话回复。如无电复，恕不就诊。 
预约电话：317-550-9703 
亚裔社区门诊是由印城华人医学会（ICMA）组织的为没有医疗保险的印州亚裔居民服务的免费门诊。 

·版面编辑：叶   莹

        我父亲于1957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省会南宁。 1957年，百花运动结束，
反右运动开始，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成立，国共内战还在继续。我父亲家
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
妹妹，也就是我叔叔和我姑姑。我父亲
生于一个动乱的年代，却一辈子过着与
世无争的生活，他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家
庭和睦，父母安康，儿女孝顺，温饱之
余能培养点兴趣情操，也就安稳过了这
辈子，可是生活总是与意愿相悖而驰。
        父亲小学时遇上文革，中学四年学
工学农，光在校农场就待了两个学期，
之后下乡叁年，从南宁北上到山水甲天
下的桂林古城，我父亲争取到了在军
队航修厂里干活儿，就是在那儿遇到了
比他小叁岁的我母亲。我母亲当时正当
青春年华，人漂亮又自信，歌声也是家
喻户晓，满腔子的热情，在队里干活儿
比男人还积极，在那样保守的年代，在
水田里能把裤腿儿挽到大腿根去插秧，
从田里上来两条腿都爬满了水蛭，也不
吭一声，别的姑娘一般都扛二十斤的货
物，她非要扛四十斤，搞得其他女知青
只好跟着她扛四十斤。当时追我母亲的
小伙子排着老长的队，我爸愣是凭才华
和诚心把我妈追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他
们没有花前月下，而是每天晚上放工后
骑着自行车走上几十公里的路去上夜
校。

        他俩结婚的时候，家里的条件不
好，就只留下来一张黑白的结婚照片，
照片里他俩穿着租借来的礼服，我母亲
腼腆地笑着，我父亲傻呵呵地笑着，那
张照片在他们离婚十几年后依然被我奶
奶压在书桌的玻璃下。结婚以后，我父
亲得到单位公派去南京空军工程管理部
第一职工大学攻读学士学位的机会，年
近叁十的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只怕机
不可失时不再来，只好离开新婚的妻子
去南京上学，当时我父亲舍不得花钱，
放假也舍不得买票坐火车回家，我母亲
有次在家等急了，打电话骗我父亲她生
了大病，叫他赶紧回家，我父亲吓得赶
紧买了火车票坐了十几个小时赶到家，
发现我母亲是骗他的，气得说不出话
来。小时候我最粘的就是父亲，父亲总
是给我买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带我去各
种新鲜地方玩儿，在家像小孩儿一样陪

我疯，我俩常常被我妈骂，这时候我
俩总是傻呵呵地看着对方笑。我感冒
发烧了鼻子不通气儿躺着难受，他就

拿被子裹着我让我坐在他怀里睡，一坐
就是一夜。每次父亲晚上有事要出门，
我就哭天抢地地不让他去，吵得整个
院子都知道我父亲要出门了，就算我母
亲，舅舅，外婆，表姐，保姆一块儿劝
我，我也非得跟着他走，可是很少能够
得逞，因为家里人看我不吃软的，就开
始教训我不懂事儿，最后我只能眼巴巴
的看着我父亲溜走。

        1998年，我父母亲离婚了，我母亲
啥也不要，只要我，非要跟我父亲争到
底，我父亲自从认识我母亲以来，一
直是让着她的，这次他不想让，可是
想到我母亲有份国企的工作，又有单位
的房子，而自己做生意忙起来没法子陪
我，就让了步。我爷爷奶奶劝他回南宁
和家里人在一起，但是我父亲为了看着
我长大选择了留在桂林。本来毕业之后
该进政府干公务员的活儿，可是听从了
我母亲的话，我父亲跟着我姨妈开始经
商，做生意一忙起来，回家的时间越来
越少。本来他俩想天真的瞒我瞒到十八
岁，可是我又不是傻子，眼看着我父亲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回家都不进
我母亲的房门，总是跟我一起睡，我就
知道他俩肯定是离婚了。我选择了装
傻，心想着说不定哪天他俩就和好了。
        我母亲带我和她男朋友一起出去旅
游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父亲回家的频率
越来越少，我开始担心哪天我母亲会带
着我搬去和她男人住在一起，这样我父
亲就不能回来看我了。越怕越来，某天
我母亲乐呵呵地说要给我一个惊喜，然
后她男人带着比我大叁岁的女儿接上了
我们娘儿俩，来到一个陌生的住宅区。
进了刚装修好的一户四室一厅的房子，
我母亲跟我说，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了。我一声不吭地跟着她看完了房子，
然后对她说，“要住你自己住，我跟我
爸去”，我母亲当街就甩了我一巴掌，
质问我怎么能那么自私。当天晚上，母
亲和我连夜收拾好了住了差不多十年的
房子，那个我一直等着父亲回家的地
方，第二天我们就搬进了新房。

        有次我父亲接我去他那儿住的时
候，我说，“老爸，你一个人不闷吗，
去谈个恋爱吧。”我父亲嗷了一声，

笑着不说话。我父亲离婚后也不乏追求
者。自己一个人经营着有员工五十多人
的酒楼，酒楼上上下下五层楼的维护
都靠着自己当年修飞机的电械工程师的
手艺操弄着，从来没花钱请过人，员工
们都敬爱他，因为他从来不摆架子，员
工们都能跟他开玩笑，员工家里面的事
情，我父亲也常常关心着，遇到什么事
儿他们都会来找我父亲帮忙。每年，父
亲都会带着全酒楼的员工去秋游和春
游。酒楼经营到第十七年的时候，城市
发展得太快，各种豪华酒楼十几家十几
家地开满了街道，连我父亲的徒弟也在
街对面开了家新馆子跟我父亲竞争，由
于政府官员多年的赊账吃喝，酒楼终于
还是经营不下去了。我父亲便拿钱遣散
了员工，把酒楼关了。

        第一次见到我后妈的时候，闹了笑
话。我父亲说要给我看看他女朋友，我
心里估摸着是一个跟我父亲年纪相当的
可能也是离异带着孩子的女人，结果我
后妈居然年轻到我叫她姐姐也不奇怪。
我后妈见到我之前看了我小时候的照
片，以为我会是一个长发及腰高挑淑女
的女孩子，结果见了我才发现是一个剪
着不及耳短发的假小子，见面礼送了我
一个漂亮的紫色发卡，我到现在也没舍
得用。我父亲结婚那天，没请我母亲
去，我自己偷偷去了，过了几天有人告
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在家哭了一天，问
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我说，“告诉你又
能怎么样”。我17岁那年，我同父异母
的妹妹出生了，去医院接她回家那天，
我晚上哭得枕头都湿透了。

        酒楼关了以后，我父亲就到当地一
个五星级酒店做了行政办主任，一个人
管着好几个部门的事儿，每个月拿固定
工资，给比他年纪还小的老板打工，年
底的红包还老是欠着。我后妈常说，“
要不是你爸人好，我才不跟着他吃这个
苦，一个老实人，总是被别人欺负。”
来了美国第二年，我同父异母的第二个
妹妹出生了。

        给我父亲打电话，问我奶奶好不
好，他说奶奶年纪大糊涂了，要我父亲
叁兄妹轮流二十四小时陪着她，然后一
不高兴又抄起家伙叫他们滚。保姆被打
走了六个，其中有人被打成重伤还赔了
钱，还跑到派出所去闹，说子女抛弃了

她，搞得电视台跑过来采访，问他们叁
兄妹是不是真的不管老人。我父亲年近
六十的人，每个月陪着我奶奶坐车往返
南宁和桂林，十二个小时往返的车程，
就因为我奶奶今天闹着在南宁跟小儿
子，明天又闹着去桂林跟大儿子。

        有一次跟我父亲发脾气“从前你一
直把我的照片方办公桌上面的，现在怎
么收起来了？前几年你生日给你打的围
巾你也一直收在柜子里。从九八年你们
离婚开始，爸爸这个词对我来说都是很
陌生的，虽然你每周都来看我，可是对
我来说你就是一个很帅的很疼我的叔叔
罢了。我从懂事开始到现在，遇到危
险，遇到困难，遇到烦恼的时候，你从
来没有出现在我脑海里过，你也许在经
济上把我养大，但是我的内心全部都是
靠自己保护着自己成长起来的……”我
想不出来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只
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今后不要
像你爸爸一样，为了别人而活着。”

        父亲节前几天和我后妈用微信聊
天，她随手拍了一张我父亲的照片给我
看，我问，“这帅哥是谁？”我后妈
说，“你爸。”我翻出来小时候和我父
亲的艺术照，才发现他已经是个小老头
了，虽然白头发不是很多，可是脸上写
满了岁月的痕迹。五十七岁的小老头
儿，依然像二十几岁的少年一样拼命地
赚钱，二十四岁的大女儿尚不能经济独
立，两个年幼的女儿嗷嗷待哺，何时才
是他退休的那一天。来美国第五年了，
每两年才回家二十天，每次看父亲，都
好像老了十几岁的样子，那个当年让我
骑在肩膀上的男人已经老了。他曾经对
未长大的我有很多的期待，而现在最大
的期待就是我能组建一个好的家庭，不
要重蹈他的覆辙。和望子成龙的母亲不
一样，父亲只想我读个师范大学毕业后
待在他附近教书，每天回家吃饭，可是
他又怕拦着我去看外面的世界，有天我
会责怪他。

        我的诚实，忠厚，礼让，耐心，博
爱，好奇，幽默都是来自于我的父亲，
我的孝顺，坚强，独立，好胜都是来自
于从小父亲不在我身边。等我经济独立
能自己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我希望回
到父亲身边补回我应得的那些童年时
光。

吕晓炜

（上图为吕晓炜父亲以及吕晓炜同父异母的妹妹们）

        “我的父亲”是一个从小学起就被写了无数次的题
目。幸好，终于在我二十二岁的今年，总算是有机会把
我真实的父亲写下来。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最帅的男人。这不是一
种出于崇拜的心理，而是我真的真挚地觉得，我的爸爸
是五官长得最好看的男人。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
人，在我的幼儿以及少儿期，爸爸几乎是尽他所能地宠
爱我。我物质上的要求，几乎从来没有拒绝。即使我物
质上没有需求，爸爸也会隔三差五的提出要给我买些时
下时兴的玩意儿。

        到了青春期，我的叛逆让爸爸觉得我没有从前那般
讨喜了，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成绩下滑，也让爸爸意
识到，我也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女生。而开始有自
主意识的我，也开始发现，爸爸也不再是自己幼时心中
的超人。漫长的青春期中，我与爸爸说过的话寥寥无
几。即便如今长大已渐懂父母苦心，也再没有小时候与
爸爸那么亲密无间了。

        爸爸是读书人，直至今天也仍然保持着睡前阅读的
习惯（我幼时也有这个习惯，后来随着手机的普及，阅
读渐渐就被刷微博取代了）读书多了，爸爸与妈妈想比
起来显得更为幽默跟通情达理一些。但爸爸的通情达理
里又带着一些老一辈人的固执。他也曾经特别不通情达
理地跟我说“小孩子是没有秘密的”；他也曾经在我试
图给他解释打工的投入产出比值时对我暴怒觉得我只是
在找借口偷懒。

        今年回国的日子恰好在父亲节前后，在INDY的
Fashion Mall给爸爸买了两件商务休闲装。回到家里递
给爸爸后，我便又低头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不料想，
过了一会儿， 爸爸从自己的卧室走出来，说，“有一
件太紧了。”我有些愕然。爸爸在我印象中，总是怎么
吃都不长肉的。在我离家的一年时间里，爸爸却已经悄
悄发福了。妈妈看了看两件衣服，告诉我其实另外一件
也略小了，爸爸现在总喜欢穿宽松的衣服。我有些难
过，又有些愧疚。爸爸却在一旁跟妈妈理
论，“怎么了，就不许我偶尔穿得年轻一
点吗。”

        我知道我的爸爸不完美，可是我依然
很爱他。正如他早已知道我的不完美，却
从没停止过爱我。 叶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