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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趕不上的“福利房”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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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我們鎮裡，每每提起表
叔，人們都會尊稱他一聲“楊老師”
。1982 年他從師範畢業後，就留在了
鎮上唯一一所小學教語文，一教就是
三十多年，鎮裡大多數人家裡的孩子
做過他的學生。
表叔是我老姑家的長子，下面還
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老姑家祖上
三代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好
容易出了個吃公糧的老師，鄉里鄉親
都說她家是祖墳冒青煙，表叔“鯉魚
躍龍門，來日前途不可限量”。
這話不無道理，跳出農門的表叔
，那時每個月有 30 斤糧票，還有定量
的油票、布票和肉票，逢年過節還會
發點花生、瓜子的福利——這在村裡
人看來，簡直是做夢也不敢想的待遇
。
可鄉親們眼中的“天之驕子”卻
討不得鎮裡姑娘的歡心，表叔幾次相
親都無疾而終，人家女方都嫌他“家
庭負擔太重”。直到參加工作五年後
的 1987 年，表叔才跟隔壁村的一個農
村姑娘成了親。次年，我的表哥出生
了。
眼看著生活總算上了正軌，可沒
成想，結婚生子卻成了表叔與好日子
“脫軌”的開端。
按照當時的政策，已婚職工有資
格分一套“福利房”，住進家屬樓去
。由於房源緊張，學校便採取“打分
”的方法來分配，工齡、職稱、婚姻
、戶口等都是衡量的標準。
因為表嬸是農業戶口，表叔家被
劃為“半農戶”（夫妻雙方有一方是
農業戶口），打分偏低，排名靠後，
房子年年都輪不上。直到表哥都快上
初中了，他們一家三口還擠在婚前表
叔分得的一套單身宿舍裡。
宿舍其實就是學校操場東邊的一
排小平房，每間面積不足十五平米。
屋裡只有一張用木板和條凳搭的板床
，一張簡陋的黑木桌，角落裡放著一
個白鐵桶——屋裡沒有自來水，用水
只能去學校的公用水龍頭打。
為了住進福利房這事兒，表叔沒
少找校領導，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
的說辭——“楊老師，你要理解，學
校確實有困難。凡事都得照章辦，如
果破了例，對別的同志也不好交代。
”偶爾也會不疼不癢地安慰兩句——
“你還年輕，有的是機會，不要太心
急了。”
就這樣，表叔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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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表叔家相比，作為“雙職工”
家庭，我家沒那麼拮据。所以父親每
次去表叔家串門時，手裡總不會空著
，有時拎一袋雞蛋，有時提一罐奶粉
。
90 年代初，表叔將木板床換成了
一張上下鋪的鐵架床，拉了個簾子，
讓年歲漸長的表哥睡上鋪，他和表嬸
夫妻倆睡下鋪。除去一些傢俱和生活
用品，宿舍裡幾乎連落腳的地兒都沒
有，所以父親雖然去得勤，但從不久
坐，有時放下東西就走。
表嬸總是一邊道謝，一邊把東西
迅速收進櫃子鎖好。表叔則會把我們
送出校門口，但路上他總是很沉默。
繁重的生活讓他看上去比同齡人蒼老
不少，消瘦的身材，高聳的顴骨，眼
尾耷拉下來，像一對單引號。雜亂的
眉毛覆於其上，像是給單引號加上了
一個筆觸粗獷的破折號，標點符號不
倫不類地組合在一起，像極了那些他
批改過的錯漏百出的作文。
當時我年齡還小，對表叔這副落
拓樣難免有些害怕，所以總是不自覺
地躲著他。直到一天，他悄悄拉住了
我，迅速把一件東西放進我兜裡，低
聲道：“回去再給你爸。”說著，又
掏出一塊冬瓜糖塞進我手裡，摸了摸
我的頭。
一路上，我忍不住摸著自己的衣
兜，猜想他往裡頭放了什麼。
“你兜裡裝了什麼？”父親瞧出

的房子，那是個六層的板樓，頂層。
雖說房子不大，但比起他們住了近二
十年的小平房已經好上了千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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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不對勁。
“沒什麼……”我有些心虛，攥
緊了還沒來得吃的冬瓜糖，覺得手心
黏黏的。
父親端詳了我一會，彎腰捏捏我
的兜子，臉色沉下來。他掏出兜裡的
東西，那是一個紙包，裡頭是幾張零
碎的紙幣。
“你在哪拿的？”父親沉聲問道
。
“表叔給我的。”我連忙解釋，
“他讓我回到家再給你。”
父親拉起我就往回走，沒走出多
遠又頓住腳，猶豫了一會兒，又帶著
我掉頭往家走。
晚上，我吃完飯就被父親趕上床
睡覺，母親和父親的交談隱隱約約傳
進我的耳朵裡。
“他不領你情就算了，離離也快
上學了，我們三天兩頭貼補他也不現
實。”母親說。父親沉默了良久，歎
了口氣，“算了算了。”
那以後，父親去表叔家的次數就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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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我不常去表叔家了，但鎮裡
就一個小學，上學後我還能時常遇見
表哥。
表哥是學校裡出了名的“小刺頭
”，一個綠色的舊書包，一身鬆鬆垮
垮的校服，臉上青青紫紫的淤傷，是
他的經典“裝扮”。每次遇著了，表
哥從不主動搭理我，我也不敢招惹他
，自覺繞道。
可凡事都有例外，一天放學，我
正往家走卻被人叫住了。循聲望去，
表哥正蹲在馬路牙子上朝我打招呼：
“哎！你過來！”
“表哥。”我應了一句，卻不敢
靠過去。
見狀，他走上前來：“你有沒有
錢，借我一點。”
“沒有。”我有點懵，搖搖頭。
“我不信！”表哥打量著我，又
瞟了一眼我的書包，“能不能把書包
給我看看？”
雖是詢問，但卻沒半點商量的意
思，不容我接話，他已經把書包從我
肩上扒下，拉開拉鍊一通翻找。
“還真沒有……”最後，表哥一
臉挫敗地把書包丟回我懷裡，臨走時
還不忘警告我，“這件事你別告訴任
何人，否則有你好看！”
我大氣都不敢出，只得點點頭。
那天晚上表哥沒有回家，全家人
找了一整夜才在車站找到他。他的鞋
丟了一隻，校服袖子被扯了個口子，
書包也不見了，一直垂著頭，沉默不
語。
“這娃兒是你們家的？他膽子可
不小啊，竟然敢逃票扒車，鑽到行李
廂裡了，幸虧我們及時發現，否則小
命都丟了。”售票員沒好氣地說，
“孩子小不懂事，你們做父母的也不
看著點！”
表叔表嬸連連道歉，父親又塞給
售票員一包“紅塔山”，這才把表哥
帶回來。
半路上，表叔在就“火山爆發”
了，他毫不客氣地抽了表哥兩記耳光
，一邊抽一邊罵：“讓你不回家！讓
你去扒車！”
父親連忙上前，不住地勸：“有
話好好說，不要打孩子。”
“去哪也比回家強！”表哥委屈
地大哭起來，“那種破地方……誰、

誰愛住誰住！”
雖說童言無忌，表叔卻被徹底激
怒了，推開父親就要撲到表哥身上，
又被表嬸擋下：“你別打孩子！都是
我的錯，是我拖累了你，害了孩子！
”說完，她抱著表哥不住地哭。
表嬸的眼淚登時澆滅了表叔的怒
火，他頹然地放下手，一言不發地離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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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風波後，表叔家的事就傳開
了，學校裡裡外外都在議論他的遭遇
。
有人為他鳴不平，“被一個農村
媳婦拖累了”，也有人給他出了個主
意：“楊老師，你怎麼不去買個戶口
？”
這辦法表叔不是沒想過。早在
1992 年，縣政府就出臺了政策，只要
交四千元的城鎮建設增容費和五百元
手續費，就能辦下一個“非農業戶口
”。這項政策剛出來的時候，還引發
了“搶購戶口”的浪潮，為此派出所
不得不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辦事視窗。
除了這個路子，當時農業戶口想
轉成非農戶口簡直難如登天，除了考
學、當兵，就只能寄希望於找個單位
有解決戶口指標的配偶，每一條都不
是易事。
雖有這樣的政策，但四千五百元
已經相當於表叔不吃不喝三年的工資
，更何況他還要支援幾個弟弟妹妹讀
書，所以表嬸的戶口問題就只能擱置
了。
周圍的風言風語終於讓表叔下定
決心“破釜沉舟”，他掏出所有積蓄
，又借遍了親戚朋友，終於籌夠這筆
錢。
1998 年初，表嬸拿到了夢寐以求
的“非農戶口”。辦完手續那天，表
叔特別高興，他讓表嬸做了幾個菜，
又打了三兩白米酒，請我們到他家吃
飯。
飯桌上，表嬸小心翼翼地掏出新
戶口本，把她的戶口頁翻給我們看：
“瞧瞧，我現在也是城裡人了！”她
一邊撫摸著藍色公章，一邊惆悵地歎
息，“唉，不過我們家真是一窮二白
了……”
“怕啥，咱不久就能換新房了！
”向來寡言的表叔興奮地像個孩子。
“是啊，能住新房比啥都強。”
聞言，表嬸的雙眉也舒展開來。
“幹了！”表叔意氣風發地舉杯
道。
“乾！”父親母親也跟著舉杯。
小小的房間裡，氣氛就像過年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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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表叔就去單位更新了資
料，滿懷期待地等待學校重新評估分
房資格，不料卻等來了“暫停登記”
的通知。
“說好的房子，怎麼轉眼就沒了
呢？”心有不甘的表叔去校長辦公室
坐了一次又一次。
校長每次都很客氣地招待他，不
過還是那句話：“老楊，你別急，一
切還沒定，具體政策還沒下來。你也
是老同志了，不能聽風就是雨，那麼
多人等著呢，不止你一人。”
沒法子，表叔只得繼續等信兒。
一直等到年底，沒等來房子，卻等來
了另外一紙通知：單身宿舍屬於公房
，如果要繼續住，就必須花錢買斷產
權，否則日後得按月繳納租金。

非但心心念念的家屬房沒影兒了
，就連住了十來年的老宿舍也保不住
了？表叔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個理兒，
便又去校領導那討說法：“現在我們
都是非農戶口了，肯定夠家屬房的條
件……”
“你怎麼不明白呢！”校長打斷
了他，“現在戶口已經不重要啦，政
策已經變了！”
“怎麼能說變就變呢？”表叔不
依不饒。
“老楊……”校長歎了口氣，語
重心長地說，“你要明白一句話：老
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
“我等家屬房已經足足十年了，
還算‘新人’嗎？！”表叔憤怒極了
。
他的怒火讓校長的好言好語消失
了，只得到一句不冷不淡的“回去等
通知”，便被轟出門外。
當時“房改”剛開始，不單是學
校，鎮裡各單位都停止了分房。雖然
是上面的政策，但表叔還是把責任歸
咎到了校長身上。他一反常態，見人
就傾訴自己的委屈：“……講覺悟我
就是‘老人’，講待遇我就是‘新人
’，天下間有這個道理嗎！”
為此，父親沒少勸表叔：“和領
導把關係弄僵，你能落著什麼好？”
“我花了那麼多錢，欠了一屁股
債，好容易買來的戶口轉眼就成廢紙
了……”表叔越說越覺得滑稽，最後
竟笑了起來，“哈哈哈哈哈……”他
一邊笑一邊抹眼淚。
那是我第一次見表叔如此失態。
沒多久，具體方案出臺了：表叔
所住的小平房被認定為“福利房”，
表叔可以選擇花錢買下產權，也可以
放棄，然後領取大約一萬元的一次性
補償。為了及早還清欠款，表叔選擇
了後者。
1998 年，我們鎮上的房價一平米
大約六百多元，還清欠款後，剩餘的
錢根本買不起房子，所以表叔一家依
然住在那間小平房裡，學校只是象徵
性地收取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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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父親工作變動，我們家
搬到市區，表哥也考上了市里的重點
高中。
那時，表哥已全然沒了小時候的
“刺頭”樣，而是成了優等生，大家
都說他有表叔當年的風範，“未來不
可限量”，父親還請他來輔導我功課
。
“表哥，你學習咋這麼好呢？”
我愁眉苦臉地看著他筆下冒出的一個
個公式。
“苦學唄。”表哥解著習題，頭
也不抬。
“可是我怎麼學也學不好，真羡
慕你……”
聞言，表哥頓住筆，沉默了一會
兒才道：“你羡慕我學習好，我倒是
羡慕你可以學習不好。你不用怎麼學
就什麼都有了，我呢，想離開那個家
，只有好好學。”他一邊說，一邊露
出了苦澀的笑。
說完，他又埋下頭解起了題，那
些在我看來像天書一樣的公式，在他
手裡卻像一隊被馴服的士兵，仿佛可
以帶著他衝鋒陷陣，殺出表叔那間又
破又小的房子。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6 年，表哥
考上了省會的一所重點大學，表叔也
湊足了首付，貸款買了一套二室一廳

如果事情就此結束，對表叔來說
不失為一個好結局，可命運總愛與他
開玩笑。
2012 年，表叔剛退休，就趕上市
政府開發新區的政策。他的學校也在
新區規劃中，要搬遷到新址，舊址用
於地產開發。
這本是個好消息，老校區的樓房
和設施實在太過陳舊，但表叔卻高興
不起來——他一直承租的小平房也要
拆遷，同期買下產權的同事都拿到了
十來萬的補償款，但由於他沒買產權
，所以得不到補償。
這對於表叔而言無異于噩夢重現
，所以他做出了最後的抵抗——重新
搬進那套閒置許久的老房子裡。
得知這個消息，徵收組馬上求助
校方給表叔做思想工作，領導班子輪
番上陣。
“楊老師，你放著好好的房子不
住，跑來這住危房，圖什麼呢？”
“楊老師，你的訴求我們會盡力
滿足的，先坐下來談談好不好？”
“楊老師……”
無論他們說什麼，表叔只有一句
話：“當年我已經吃夠了虧，這次必
須還我個公道！”
因為他沒有產權，所以不可能享
有與完全產權人同等的待遇，徵收組
只同意給適當補償，訴求與現實出入
之大，讓矛盾變得不可調和。
就這樣僵持了大半年，除了表叔
這個久攻不下的“據點”，周邊的拆
遷工作已基本完成，表叔成了名副其
實的“釘子戶”。為了逼走他，拆遷
隊斷電斷水，可都動搖不了表叔，他
還用彩鋼搭了幾間板房，築起了院牆
，甚至還在房前屋後挖了條一米寬、
半米深的壕溝，一副鐵了心“打持久
戰”的樣子。
表嬸是他的“後勤支援”，負責
每日給他送水送飯送材料，經常摸黑
開工，夫妻倆一干就是一整夜。

8

父親是當天下午三點接到表哥電
話的，聽完前因後果，便立馬啟程往
鎮裡趕，母親和我不放心，也一同跟
了過去。趕到現場是下午五點多，天
已經黑透，工地上亮起了燈，表叔的
房子裡黑黝黝的看不清情況。
“你爸呢？”父親問，“一直沒
出來？”
表哥點點頭。
“快砸門！你爸脾氣拗，認死理
，可能會做傻事！”意識到不對勁，
父親說著就開始踹門。
等進到屋內，表叔已經昏倒在地
，大家忙把他送往醫院。
經醫生診斷，表叔是因為低血糖
暈倒的。原來，自從表嬸住院便沒人
給他送飯送水，表叔吃光了存糧，又
不肯離開屋子，已經數日沒吃東西，
屋裡連水都喝完了，這場對峙用完了
他的最後一絲氣力。
正在住院的表嬸接到消息也趕來
病房，看著躺在床上面色蒼白的丈夫
，突然大哭起來，指著表哥破口大駡
：“喪盡天良的東西，你要逼死你爸
嗎？！”
“嫂子，你別罵了，孩子也是一
時衝動……”母親連忙打圓場，可表
嬸卻聽不進去。
她一邊抹淚，一邊訓斥表哥：
“你爸都一把年紀了，能吃多少，能
用多少？他要爭這些，你以為是為了
他自己嗎？還不是為了你！他覺得虧
欠你太多，沒給過你像樣的生活，才
連命都不要，死守這間屋子！而你呢
，卻糟踏了他的苦心……”
她的話讓表哥愣住了，他怔怔地
看著躺在床上的表叔，忽然“撲通”
一聲跪在床前，淚流滿面：“爸……
”
表叔沒有回應，只是默默側過頭
去，有淚從他那黑瘦的臉上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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