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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情感非常情感

有一种恩情大如山
——忆金叔

林伟民

金叔，本名金其瑜，原宁海县粮机厂财
务科长，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恩人。

几个月前，金叔因病情恶化进了医院，
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我心里还是暗藏希
望，盼着奇迹再次发生。可这次我失望了，
2018年8月20日上午8点，手机响了，随之
一个噩耗传来，金叔已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永
远离开了我们。

放下手机，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
来，心不由自主地揪痛。金叔，你为何不等
等我？哪怕只等2小时。这几天我上下午都
会去医院看你，却还是错失了一个陪伴你走
向生命终点的机会，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弥补
的遗憾！

金叔走了，我的心情无法平静，逝去的
时光突然变得无比清晰，那里有金叔留给我
的尘世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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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叔，我与你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40多

年前。那时我才 16岁，到粮机厂工作，你
在河头米厂当会计。我们素不相识，一次偶
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叫我帮他到米厂批十几
斤米糠喂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你，
当你得知我们同属粮食系统，就二话不说签
了字，也许这就是我们缘分的开端。

上世纪 70年代后期，你调入粮机厂担
任主办会计，后来又晋升为财务科长，而我
还是金工车间的车床工。由于身份的差异，
我渐渐疏远了你，可你还是一如既往关心
我，爱护我。记得有一天下班，你有意带我
去了华侨饭店。站在饭店门口，我犹豫许久
不敢随你进去，你说饭店里的几位大厨都是
你的好朋友，今天就是带我来改善改善生
活。我硬着头皮随你走进一间小包厢，桌上
已经摆放着红烧肉、青蟹、花生、黄鱼等几
个菜。你给我倒了一杯黄酒，让我不要拘
谨，尽管吃。看到你眼里的真诚，我也就放
松下来，品尝这难得的美味。

说实话，今天的我吃过了太多的佳肴，
可总觉得没有一次超过那次华侨饭店肉的
香、鱼的鲜和酒的醇。

饭后我傻傻地问你：“金叔，你为什么
要让我吃上这么好的大餐？”你笑笑说：“看
见你在食堂每天吃5分钱一碗的青菜有点心
痛，就想给你改善改善。”听到这句话，我
眼眶里好像有泪珠滚出，强忍着没有让它流
出来……

你对我的恩，何止是吃几顿大餐？记得
1982年国庆前夕，我在特殊的年代，特殊
的环境中结婚了，为答谢亲朋好友想办几桌
喜酒，而当时我身无分文，正在暗自伤神
时，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问我是否为办喜
酒的事发愁？我说是的。你说，不用担心，
我为你操办。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心想这怎么可能？
你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厨师和办酒席

的用品我已经落实，也向厂领导作了请示，
在国庆节这三天借用食堂场地。你就放心做
你的新郎官去吧，到时给我们敬一杯酒就好
了。”

我瞠目结舌，不敢置信，看着你，真想
抱住你大哭一场。

当一个人失望无助的时候，能够向他伸
出双手，给予关照、帮助、抚慰，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感？

我 10岁丧父，15岁丧母，16岁参加工
作，缺小父母的爱，家庭的温暖，面对你这
慈父般的爱，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金叔，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亲。

九十年代初，我下海经商，所经营的项

目是农用车配件。当时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
济共存的环境，我所需的配件都必须到原单
位工贸公司去批发。虽然许多供货商我都熟
悉，而他们怕被撤销配套，都不敢向市场抛
售多余的产品。屋漏偏遇连夜雨，原单位又
要制裁下海经销农用车配件的员工，拒绝给
我批发供货，我的配件商店面临倒闭关门。

就在我焦急万分，打算盘店给别人的时
候，你把我叫到家里说：“好不容易开起来
的店千万别关，我已经悄悄帮你协调几家易
损件的供应商，你可以直接向他们进货，价
格又比工贸公司便宜，另外一些配件你叫其
它配件商出面帮你进，这样后顾之忧不就解
决了吗？”

通过你的人脉关系和经营策划，我们这
家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店，一下子发展壮
大，还开了4家连锁店，经营项目也从单一
的农用车配件零售，发展到汽车、农用车配
件的零售批发和邮寄（如同网上购物）以后
又逐渐增加到汽车修理项目。

金叔，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恩情，可是
我这位马大哈又从未有实际行动予以报答。
你不但不计较，反而时时惦记挂念着我。你
知道我喜欢吃你亲手烤的牛肉，每次烤好牛
肉后你第一个电话通知的就是我，吃完后还
非让我带些回家让家里人共享。

人们常说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而我一
年到头也很少到你家，就是这很少的几次，
你也会说我工作忙，不需常来看你。实际上
你经常一个人在家，非常寂寞，需要陪伴和
户外活动。记得5年前的暑假，我们和杨明
炎相约去韩国旅游，后来我碰到一些事难以
成行，就让你女儿笑燕转告你，你听后闷闷
不乐，气呼呼地，“敏不去，我也不去。”得
知这个消息以后，我马上腾出手来把这些事
处理好，跑到你家告诉你按期去韩国，你像
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去，去，我们一道去韩
国开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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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从 2015年以后你再也走不

动了，与你一道外出旅游就了一纸空文，回
忆起来我深深感到汗颜、自责、沮丧。

金叔，不知道当你得知自己的真实病情
后，心里有没有怨过我们善意的“欺骗”？
毕竟，我们瞒了你 10年。其实你的白血病
在 2009年就已经确诊了，只不过当时金师
母刚刚去世，你又几次心疼妻子而昏倒，我
们怕你接受不了才没有告诉你。

你女儿金笑燕是一位难得的孝女，她不
但堵住了你身边亲朋好友的嘴，不让吐露半
句你生癌的消息，还与主治医生共同编了一
段美丽的谎言，说你没有病，只是抵抗力
弱，平常多喝小麦茶就可以了。为此，笑燕
还自己开了一块园地，种起了不用化肥不打
农药的小麦，保证你一年四季小麦茶的原材
料，其实这个小麦茶就是治血癌的草药。

当时的你，虽则年龄已过 75岁，又是
身患癌症的耄耋老人，但走起路来雄赳赳，
气昂昂，说话声音洪亮。你应该记得每年的
清明，你、我和杨明炎3人都要去前童老书
记（原宁海粮机厂严永寿书记）坟头扫墓，
你总是不知不觉把我们抛在后面，我们不
服，小跑赶上你，结果慢慢又被你超过。要
知道我们与你的年龄足足差一辈，可见你当
时的身体素质还很棒。

2015年春节过后没几天，你突然发现
自己便血，就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成像检
查。检验科医生见到只有你女儿一人陪同很
不高兴，因为抬起扶上检验台都需要正劳力
帮忙，就说：“怎么，儿子没有来啊？”这句
话正巧被赶到检验室门口的我听到，我连忙
接过医生的话说：“来了，到了。”医生就一

面指挥着我和笑燕把你扶上检验台，一面又
批评我迟到。你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似乎要
向医生解释什么，又没开口，只是脸上露出
少有的那种灿烂笑容。

我有幸在公共场合做了一回你的儿子，
你也在心底默认了我这个儿子，8月19日你
昏迷失去记忆，看到我站在你病床前，你强
挺着要笑燕扶你坐起，嘴里含糊不清地叫
我：“敏、敏、你又来……啦！”几秒钟后你
又倒下昏迷过去。或许是回光返照，或许是
深厚的亲情支撑着你！否则一个神志昏迷多
日，将要离世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怎么能清
晰地叫出我的名字？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泪
流满面，痛哭失声。

金叔，那次的检查结果其实非常不理
想，癌细胞不但没控制住还扩散到了肠，也
就是说从 2015年开始，你身体又增加了结
肠癌这颗定时炸弹，虽然我们还是骗你说痔
疮无大碍，但你再也不能与我们结伴在清明
节去看望老严书记了。

2017年8月，这个你最忌讳的月份，你
全身上下出现红斑，小腿部位更是流出黄色
难闻的液体，一天到晚不知要更换多少条裤
子，让你痛苦不堪。

开始本地医生误诊为皮肤病，建议去上
海检查，你女儿、女婿陪你到上海皮肤医
院，医生看后说是血液毛病，不肯收治，又
转入宁波第一医院碰碰运气，结果同样被拒
绝。这使你心情坏到极点，你想这下只有回
家等死了。而你女婿陈建志不肯放弃，又把
你送到宁海第一医院血液科，巧合碰上了血
液科的娄漓江医师，娄医师医术精湛，人品
优秀，对待病人无微不至，短短二个月就让
你流浓水的双脚变得干燥恢复原状，半年不
到你就高高兴兴地出院回家。

你出院时，娄医师笑着对你说：“阿
叔，毛病基本痊愈了，凭着你现在的体质，
再长寿10年没问题，我给你上个保险。”你
也非常开心地回答说：“小娄医生，全靠你
的妙手回春让我多活几年，你是我的救命恩
人……”

其实这次不仅仅我们骗你，娄医生也在
骗你，你的癌细胞已经再次扩散到了肝部，
这个消息还是娄医师告诉笑燕的，他说的安
慰之言都是为了让你开心。娄医师认为一个
病人的精神乐观比吃药打针更有效，特别是
癌症病人更是如此。

2018 年元旦前，你打电话要我去你
家，我想在你的心中我永远是个忙人，没有
特殊情况你是不叫我的。于是我放下手头的
活，匆匆赶到你家，你拉过我的手让我坐
下，开门见山地说要我帮你一个忙，写一篇
文章表扬娄漓江医师，并且保证要在《今日
宁海》上发表。你还说，你生命的延续是娄
医师给的，娄医师不收红包不收礼品，只能
在报纸上表扬他，才能表达你的感恩之心。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向你怎么解释。因为我
写的文章不一定能在报上发表，就说叫报社
派记者来采访一下娄医师，这样发表更方
便。你听后沉默不语，一脸不高兴，于是我
就马上答应你写一篇试试，争取在《今日宁
海》上发表。你咧嘴笑了，眼里全是对我的
赞许。

2018年 1月 26日。《今日宁海》发表了
我写的《一封没有寄出的感谢信》，我就拿
着当天的报纸送给你看，你非常激动地戴上
老花镜，一字不漏地读完，连说：“好、
好，写得好，特别是娄漓江医生的名字没写
错，这我就放心了。”

金叔，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你把人
生的每一种经历都看成一笔财富，用心去体
会去理解。

2018 年正月初一，我到你家给你拜

年。你虽然身患数种绝症，但表面看还是挺
硬朗的，我们也就不当一回事，想着你已熬
过了10年，再熬几年应该没问题。

2018年 8月 17日，我接到笑燕的电话，
说你这次怕挺不过去了，我还不信，可当我
站在你的病床前，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
我已完全认不出你来了，你瘦得只剩下一把
骨头，全身上下蜡黄并发着光亮，肚皮圆圆
的积着腹水，眼睛也睁不开。

笑燕扑到你耳边，悄悄说：“阿爸，伟
民来看你了。”你努力聚出一丝目光，看着
我，断断续续，轻轻地，像游丝摆动发出的
声音，连叫了我两声“敏”，然后又闭上了
眼睛。

我觉察到你黯淡的眼眸中闪过一轮温柔
的光，又倏忽熄灭，安静得好像刚刚冷却的
余烬。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是撑着
最后一口气，见上自己最为牵挂的亲朋好
友，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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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叔，你做了一辈子财务工作，当财务

科长多年，曾经有多少人想从你的身上得到
好处，都被你婉言谢绝。记得有一次，一位
和我关系很好的供应商，了解到我与你的关
系，就悄悄地对我说，要我帮他向你提出，
给他预付款或者到货就给汇款。我抱着试探
的口气问了你，你一下子把脸拉了下来，非
常严肃地说：“以后这种倒忙别帮，厂有厂
规，国有国法，财务有财务纪律，先付后付
都得有顺序，而且还需领导签字和资金统一
安排。”说完这几句话，理也不理我就走
了，我尴尬得难以下台。从此以后，再也不
敢在你面前提开后门的事。

你工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你的爱
徒娄世平在殡仪馆与我一道为你守灵时对我
说，“师傅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严格到阿拉
伯数字必须写在方框的几分之几，并且要我
连续练好多天，一直练到他满意为止。账目
没有错别字和涂改，账页没有污染并且装订
后四角方正，没有折痕，年底还要到印刷厂
切上一刀方才入档案室保存。开始，我真的
不习惯，几次闹情绪想离开。现在我自己办
企业，才体会到师傅的严格要求是对我满满
的爱，促使我养成严谨的工作习惯，办好自
己的企业。我师傅是会计行业里的一代宗
师。”

娄世平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每年大小
节日都忘不了看你这位师傅，每次你住院他
会第一个到场。就在你即将离世的前三天，
你已经一星期无法进食了，而当世平烧好丝
瓜青蟹煲喂你时，你能喝上三汤匙。笑燕说
这是奇迹，其实是你被爱徒浓浓的亲情打
动。

金叔，你清清白白地来，干干净净地
走。你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产，但你留下了
你的精神，你无私的爱。你离开人间，离开
你的亲朋好友，走向天堂，开始人生的另一
段旅程。我相信，天堂没有病痛，没有苦
恼。

金叔，你一路走好！

[至爱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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