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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

女儿眼中的完美父亲

百年不遇的奇九月，恰
逢家父诞辰110周年， 仙逝
33个忌日。掐指算来，与父
亲朝夕相处不过24个春秋。
就是有了这24个祥和、温
馨、慈爱光阴的庇护，将我
们姐妹仨的习惯、 性格、命
运做了永远的定格。

父亲是个极富修养的
文人。记得小时候我们的住
宅是一楼一地。楼下归我们
娘子军们，爸爸一个人独占
楼上厢房。在我的印象中爸
爸是要到吃饭时才下楼的。
那时的地房十分接地气，踩
得千脚泥，岁月就让它变得
凹凸不平，像鹅卵石状的包
包。于是对父亲那间一尘不
染的红木地板书房兼卧室
羡慕有加。父亲的房间总是
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笔墨书
香气，我总要狠狠地猛吸几
口。直到如今，我对这股子
味道还情有独钟。 吃完饭，
片刻不留，父亲又回到了他
书香四溢的小天地里去了。
那种读书人专享的舒适环
境，那种独享的怡然自得 ，
不谙世事的我都心生妒忌。

转眼， 旧房要重建。临
时住所是一个极其简陋的、
由大礼堂隔断成十几间的
棚户。砖墙裸露，粗席盖着
房顶，十几户人家的锅碗瓢
盆交响曲，毫无保留地共享

着。尤其是爸爸住的那间房
子，暗不见天日不说，还是
至套间的必经之地。这样一
来，爸爸的生活环境可就一
下从“人间”降到了“地狱”。

可自打搬进“七十二家
房客”， 父亲的生活就彻彻
底底换位了。笔墨书砚全封
存，那些永远也看不完的书
籍被分成几大箱藏到阁楼
上去了。每日只是做好香喷
喷的饭菜，候着上班、上学
的我们。 接下来的几年里，
父亲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
履行他炊事员的职责。他的
几道拿手菜红烧肉、爆炒青
蛙、 红烧鳝鱼、 青椒炒毛花
鱼、白茄子、饭上蒸腊鱼，至
今怎么也无以替代。 如果说
爸爸做学问是精益求精，那
么生活态度也是一丝不苟。
出自他手的饭菜是色、香、味
俱全。试想，一个缝被子都要
用尺子量的人， 还能允许出
自自己手的任何作品有半
点瑕疵吗？

我们在父亲的精心喂
养下健康地成长着。父亲也
在他的付出中享受着这份
成长的过程。这过程替代了
以书为伴， 替代了吟诗填
词，替代了笔墨丹青。作为
女儿，我们最能体恤的是父
母的年迈，最欣慰的是回家
后，饭桌上与父亲推心置腹

地交谈。那时吃饭便成了我
们父女畅谈的得意时机。为
此， 经常遭到妈妈的数落：
“没见过这样的父女， 饭都
塞不住嘴。” 是的，爸爸与我
们毫无代沟，就连我们姊妹
的同学也分享着这份与父
亲交流的快乐。父亲就像一
本百科全书，他的知识好像
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无怪
乎， 我们要好的同学总结
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
书啊！”

说来不相信，在学习方
面，父亲对我们从来就没什
么要求，也不过问我们的学
习。在他眼里，学习纯属自
己的事， 无需督促管教。我
们之间不存在教与被教的
关系，只有平等的交流与聆
听。拿现在的话讲，就是给
我们一个自由自在的幸福
童年。这点，我们这个年代
的父母是绝对做不到的，至
少我没做到。为此我不得不
感叹父亲思想前卫！

总而言之， 我们的父
亲， 博学而不恃才傲物，健
谈而不浮夸，有傲骨绝无傲
气，儒雅而不失大度，给予
人的多，索取人的少。他淡
薄名利，坦坦荡荡，一身正
气。父女一场，爱在不言中。

■文/张鸿禧

生命的痕迹

蜗牛爬过， 会留下一条湿润的
痕迹；鱼儿游过，会留下水波荡漾的
痕迹；彗星划过，会留下点亮黑夜的
痕迹。 我们会在人生中留下怎样的
痕迹？

大人物的痕迹是一个个发明，
一首首精曲，一篇篇佳作。这些痕迹
是久远的，它们不会消失，反而会随
着历史的发展铭记于人们心中，留
下更深刻的印记； 时间并不能消磨
掉它们， 反而会因时间的打磨越来
越亮，经久不衰。同样，恶名也会成
为痕迹留存下来： 秦桧依然因残害
忠良而被唾弃， 希特勒依然因引起
世界大战杀害无辜百姓而被憎恨；
记住恶名，并不是为了让仇恨生长，
只是为了记住真实的历史， 建立正
确的是非观，给人以警示。

记住大人物的痕迹， 让历史还
原， 让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
登，创造更闪亮的未来。

我们这些无法名留青史的普通
人， 难道就只是人生路上转瞬即逝
的风景吗？不是这样，我们同样可以
留下痕迹。你的伤害、你的帮助、你
的关爱会在你身边的人心中留下痕
迹，但是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逐渐被新的痕迹掩盖，消失不见。即
使是再深的伤痕或幸福也只有一个
或几个人知道，几十年过去，曾经的
痕迹同样会因人的老去与死亡而消
失。因此，不要为他人而活，为了自
己，为自己的人生留下痕迹，为了自
己在年老时回首往昔能够有事可
忆，有事可喜。

曾经以为高中的脚步会缓缓而
来， 曾经以为还可以挥霍无数个寒
暑假， 为14届高考喊楼加油仿佛昨
天才发生， 哪知高考倒计时的钟声
已经敲响。写不完的作业、搞不完的
测验、 睡不饱的觉……真想像孙悟
空一样， 拔根汗毛， 变成无数个自
己：一个计算、一个背单词、一个写
作文、一个做试验，希望在高三这年
在人生中留下微微的痕迹， 因此发
奋、努力。

假如把每一个黎明看作生命的
开始，那么每一天都会充满活力；假
如把每一个黄昏看作生命的小结，
那么每一天便会知道珍惜。想一想，
将每一天当成一辈子来过， 每一天
会留下多少痕迹？365天呢？ 一生
呢？这么多的痕迹证明了你每一天
的充实，也为你的心留下了实质的
痕迹，是付出的艰辛、收获的喜悦，
还是悲伤的经历、 幸福的回忆，这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努力了，你奋
斗了， 你留下了痕迹， 你充实了自
己，学到了东西。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整天无所
事事，用颓废、混日子留下痕迹，这
是你想要的吗？人到世上来走一遭，
是为了来体悟、感受的，只有经过拼
搏、努力，心灵和身体上才会留下痕
迹，到了晚年才不会后悔，才不会觉
得浪费了生命的价值。 留下怎样的
痕迹全凭你自己的选择。

风过无痕， 但生命却可以因你
自己奋斗而留下痕迹。

■文/王沛霖

黄定军遗失国寿财险投保的湘
AA0Y68车辆保单证，交强
险保单号为 8050720144301050
04793、单证号为 1410216308
，交强险标志单证号为 435033
3192，商业险保单号为 805102
014430105004503，单证号为
1410072822；声明作废。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包赢。 隐形眼镜
看字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最新普通扑克分析仪： 可分析
任何普通扑克，适合全国玩法。
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扑克
神奇变牌，不偷不换一摸即变

◆百胜牌具◆

15974277277五一新干线
www.15575978880.com

专业牌具加工定做
批各类扑克字牌筒子牌九骰子。
最新实战高科技牌具 15802656588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本部拟在长沙所辖
县市区设立分类广
告（公告）业务代办
点， 欢迎有资质、有
资源者前来洽谈。

好消息

QQ：602058576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谭亚兰遗失位于长沙市望城区
高塘岭社区十组一栋房屋土地
权利证书一本，证书号:2013267，
此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楚丰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
证号:湘 AA73800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厚华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发票一份，发票号:016
861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雪辉坐落于岳麓区湘仪路广
厦新苑 17栋-104和-105 门面
产权证遗失，权证号码分别为
00612166 和 006121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上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1
年 11月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号:66397286-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微信号即手机号：13319548488
招商网址 http://www.hebpj.com

诚聘 KTV业务精英
哈尔滨雪影啤酒厂

公告声明
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5673189441代办信用卡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融资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200
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
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
让金。 详询：028-68000098

正大恒兴投资

额度高，下卡快。
详情：18674863325专业代办信用卡

下卡前无费用
咨询电话 13017193973诚信代办信用卡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各
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一
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代办信用卡10-50W下卡快无前期
费用 13875816766

自有大额资金全国直投、可
合作项目低息快捷、无抵押、
非诚勿扰（诚征代理）倡珉

大额直投●贷款

18623080456

咨
询

重庆市渝中区

前期无任何费用，下
卡快 13974947366代办 5-50万信用卡

代办大额信用卡额度高，下卡后
收费 18374989968

无抵押低息贷款凭身份证办理，下款快，
办理信用卡 13036797211

低息无抵押贷款另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8684789385

代办 5-50万信用卡快速下卡，手续简
单 18569031723

专业代办大额白金信用卡 10-100万，
前期无费用 15616011400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联系电话：400-088-7879

批发纱窗，晾衣架

合法高利永州锰铁加工，诚求
10万以上资金合作共管，资产
担保半年回本 18153342738

快富发财机遇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朱淳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4041
95912070520，声明作废。

周三百遗失望国用 2002第 022
0116号建行用地规划证和望国
用 2004第 0000251号个人建房
用地许可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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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蓉金汇投资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养殖投
资诚信快捷。 028-8762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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