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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星光阵

从小，她就生活在一个精英

家庭中。美丽的母亲天资聪慧，

在那个考大学如登云梯的年代

里，不仅以绝对的优势从家乡那

个人口大省轻松胜出，数学竟然

还考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满分；英

俊的父亲，十七岁就考入中国最

顶尖的大学，除了出类拔萃的课

业成绩之外，还写得一手遒劲、

俊逸的书法……说他们是一对

凤毛对麟角的组合，当之无愧。

可惜的是他们的女儿，似乎

并未传承他们最优秀的基因，她

相貌平平，资质平平，成绩自然

也平平，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波澜

不兴。升入初中那一年，针尖对

麦芒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在苦心

栽培她之余，未必没有“做出点

样给他看看”的负气，因而格外

地恨铁不成钢，满眼满嘴，都是

女儿的不足：她的数学思维不清

晰，她的英语透着一股子土气，

她的字写得像螃蟹被斩了脚，她

的作文马嘴对不上驴唇……总

之，她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够，成

绩，谈吐，仪态，甚至长相——尽

管这完全不是她的过错，可是她

也从来没有辩白，一来是不敢，

二来也没有这个意识。于是母亲

更恨了，说顶看不上她那唯唯诺

诺的样子，卑微，怯懦，不自信，

没出息。

她怎么能够“自信”呢？虽说

是“玉不琢，不成器”，可是母亲

的刻刀，也太锋利尖锐了，一条

条、一点点地，把她的尊严切割

得千疮百孔。因为高考成绩太

差，她只勉强读了一个业余的大

专，白天又不能待在家里游手好

闲，便进了母亲所在的公司做出

纳。在升学率极高的北京考不上

大学，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情，

于她而言，又未尝不是丢了母亲

的脸面，她比谁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更加小心翼翼。然而，这并

不能宽慰母亲的心，她越发觉得

她的不够，每每当着一屋子的同

事数落她的不是：不会化妆，不

会穿衣打扮，两边肩膀不一样

高，笑起来露出牙床，阿拉伯数

字写得难看，写汉字又不在一行

上……她虽然孝顺乖巧，到底也

有一个女孩子的自尊心，可是越

想在人前少受编排，越是心虚手

软，连平日里最熟练不过的数现

金，到母亲面前做起来，都紧张

得瑟瑟发抖。

她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除了每天老老实实地上班，把其

余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专接本，本接研，一路风风雨雨

地念下去，一直念到了澳洲。在

那边天高皇帝远，身心一下子自

由了很多，再回来，慢慢也有了

一点舒展和自信。说起节假日请

同事来家里做客，请他们吃自己

有碟糍粑

糍粑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再

普通不过的小食。

糍粑有人称它为糯米糍。用

蒸熟的糯米，压实整齐，有的选

用冷藏方式储存，便于切成均匀

大小方块，放到热油锅里，小火

慢慢煎炸出来。这样的糍粑，外

面焦黄，里面糯白。一口轻咬，外

面焦脆，能感觉到米粒煎香。再

细咬，掺和油润米粒有着软糯。

食物由薄脆到绵柔，过渡着人们

对一种食物的喜好。

在长江沿岸一带早点中，糍

粑最亲民。那一锅油温的摊点

上，油条与糍粑似乎成为早餐标

配。与其他早点身价不同，糍粑

最便宜了。因此，糍粑拥趸者多。

过去水码头，多有劳力者。

礼物

接到儿子电话时，窗外的风

把路边的树吹的像醉汉一样东

倒西歪。灰色的天空把阳光遮挡

在厚厚的云层后。车身在怒吼的

风中不自主地跟着摇摆，心也不

由得压抑，想长长吐一口气。

“妈妈，今天儿童节，想给姐

姐的孩子们选礼物，又拿不定主

意该选什么？想听一下你的建

议。”

还没等我开口，儿子又自顾

诗意人生

中文系出身的我，对文学、

史学、哲学等领域鲜有研究，却

偏偏喜欢古典诗词。只要有空，

就会忘我地拜读、欣赏、背诵那

些唐诗宋词；路上、吃饭、逛街、

聚会，甚至陪孩子上课……在好

多不同的生活场景下，见事见

人、见情见景，也会不由自主地

学着古人，随手写一两首不甚讲

包的小馄饨，或是圣诞节里送出

自己编的中国结做礼物，脸上，

满是喜悦而惬意的笑容。这几年

来，她在澳洲顺利地通过了注册

会计师的资格考试，又在一个著

名的事务所谋到了一个理想的职

位，而最让人觉得新奇诧异的，是

她竟然不顾母亲的反对，坚持在

澳洲买了房——活了小四十年，

那是她第一次违背母亲。

精英家庭的孩子，会有智力

上的基因传承，也会有心理上的

无形压力。这都是与生俱来的，

做儿女的，自己没得选。而做父

母的，也习惯于默认自己的资质

和成绩就是标尺，甚至觉得能达

到这个程度轻而易举唾手可得，

根本看不得你还要笨手笨脚地

费尽力气；又理所当然地期望一

浪更比一浪高，一代更比一代

强。所以要培养，要塑造，要修

正，要一刀一刀雕琢出自己设计

的完美线条。这个雕琢的过程太

不轻松，身心俱疲、乃至不堪重

负之余，敲打磨砺起来难免不管

不顾。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

自家的孩子就是用来说的，管它

是人后还是人前。

所以苛责中的孩子，常常只

有两条路——要么平庸，要么心

死。

当然，如果有勇气、也有能

力从这个死局里冲出去，后面的

人生路就可能有转机。

比如前阵子她回来探亲的

时候，和母亲一道来我家串门。

看着以往猫和老鼠一样的母女

俩，现在和平对话还能相视而

笑，我竟然有点不习惯。看着她

俩母慈女孝地肩并肩坐沙发上

喝茶，我就在想：没有哪个母亲

是不爱孩子的，不同的，是表达

的方式。一个精英型的母亲，身

上心上，总难免是有一圈光晕的

吧？它既是灯塔可以做榜样，也

是“星光阵”可以炫目灼人。幸好

这个曾经迷茫的孩子，在山穷水

尽之际勇敢地选择了突围，才有

了母亲的羽翼之外，这柳暗花明

的“又一村”。 文/阿 简

◎◎闲看简说闲看简说 究韵律对仗、不登大雅之堂的小

诗，谨以表达当时情境激发出的

所想所感，抒发一点小小感悟，

借以愉悦自己，宽慰亲友。

著名作家王小波说：“一个

人只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

应有一个诗意的世界。”我想，于

每一个喜欢诗词的人而言，热爱

诗词、培育诗心，初衷并不是想

要摆脱无聊郁闷或者刻意寻求

闲情雅致，而是能够深刻意识

到，诗词乃国粹，是中国历史文

化的传承，它本身具有穿透时光

的魅力和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

不仅能从唐宋名家的诗词中窥

见时代的蓬荡兴衰、风云撼动、

萧索飘零，还能透视作者的人生

沉浮、学养识见、家国情怀、胸襟

风骨，从中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

灵魂和美好的致意。而这一切，

都能够教会我们，懂得暂时丢下

营营的忙碌，在生活喘息的间隙

里追寻真善美，甚至指引我们在

艰辛的生活中学会接纳、学会舍

弃、学会热爱、学会憧憬，催促我

们时刻葆有思考的能力、豁达的

胸襟和蓬勃的生命张力。

诗词似小，但可蕴藉；微言

非浅，故境深沉。其实，不论我们

的生活是阳光普照还是阴霾遍

布，偶与清风明月做伴、与高山

流水相携，用诗意来领悟一下寻

常日子的苦乐酸甜，给心灵寻一

个不易枯死沉埋的空间，可以让

被世俗缠绕、日益枯燥无趣的心

变得温柔、芬芳、坚强，可以使瘦

骨嶙峋、庸常躁急的现代生活变

得丰腴饱满、平和宁静。让我们

共同期待，在每一个朝阳露出笑

脸的明天，都能遇见自己内心向

往的人生！ 文/范艳鸿

◎◎人生絮语人生絮语

因为糯米抵饱，吃着有力气，自

然成为码头工人早餐首选。外婆

在世时，喜欢早晨熬上米粥，用

红椒爆炒了自己腌制的咸豇豆，

配上一两块糍粑，吃得很悠闲。

小时候上学，每天穿过整个

街区，需徒步半个多小时。在站

前国营饭店的条桌上，聚满十来

品种早点。糍粑是首选，一是因

为糍粑便宜，二是午间放学时，

不担心过早饿着肚子。过去国营

饭店做得糍粑，厚实饱满，每一

块沉甸甸有着分量。不像现在的

糍粑，越来越瘦削了，有的急火，

外面也烧了酥脆。

与友人去几十里外的老街

喝早茶，主打的都是水煮干丝、

煎饺、小笼汤包等。糍粑往往成

了一桌配角。即便早茶上有糍

粑，也是薄薄一块。友人闲聊，指

着糍粑说，这过去非常实惠的早

点，如今也开始瘦身了。估计是

担心人们三两个糍粑填饱肚子，

对那些叫卖的主餐少了胃口。

提起糍粑，也不矫情，可以

混搭。夏天早晨，在汉中，忙于田

间的村民，就着长凳上一碗凉透

的米粥，搭上两三块糍粑，吃得踏

实。在苏锡的街市，有女儿家，端

着一盏甜豆浆，夹上一块糍粑，品

上片刻，吃得秀气。在豫南，街头

市民，捧上一碗胡辣汤，就着一碟

摞起的糍粑，吃得欢喜。

糍粑在国人的手中也花样

着。有掺着少许姜丝起味的，有咸

有甜的，有加火腿腊味的。变化着

对一块糍粑的个人美食理解。

想起在广东，吃不惯肠粉，

我每天赶着在楼下饼屋去买面

包充早餐。那几日去深圳，早晨

在深南大道电子大厦后，有家厦

门食档，忙着起油锅煎油条和糍

粑，我看着亲切。只不过油条袖

珍点，短短矮粗。糍粑更显单薄，

和广东人两块麻将体积差不多。

那几日在厦门食档，每天早

晨喝上一小盏豆浆，品几块糍

粑。我顿然感觉深圳节奏慢下来。

就像坐在街旁咖啡厅，悠闲地品

一杯拿铁。望着餐桌对面女孩，她

不紧不慢地，左右刀叉着瓷碟里

一块糍粑，如此气定神闲。那一

刻，我忽然发现吃糍粑居然也可

以小资起来。 文/杨 钧

◎◎寻味日志寻味日志

◎◎非常记忆非常记忆

自地说着“枪是万万不可以买

的，怕那火爆脾气的小外甥拿枪

对着他姐姐打。”

我欣慰了一下，感觉儿子长

大了，考虑的周全。

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

“妈妈，记不记得我五岁时，爸爸

给我买的那支枪？”

“记得啊。”

怎么可以忘记呢？儿子是

长孙，自然在家族中占据着得

天独厚的优越，爷爷是一家之

主，唯孙子的喜乐为一天晴雨

表。奶奶更不用说，后背是儿

子的摇篮。儿子幼时，脾胃虚

弱，见饭愁，奶奶更是端着碗

追着孙子满地跑，一口一口喂

到儿子七岁。

儿子不淘气，像女孩儿一样

温和，与一屋玩具对话，会一个

人扮演双方敌对势力，玩得不亦

乐乎。所以很放心这暖暖的小心

肝。

一日，刚进母亲家，接到爷

爷打来的电话，言语中多是谴

责。即刻返家，却看到从不惹事

的儿子躲在餐桌后的角落里，满

眼都是恐慌。玩具枪藏在身后，

见到我时，像风一样扑在我怀

里，小脑袋上满是汗，哭着说：

“妈妈，我不是故意的。”

再看爷爷脸上时，圆圆的塑

料子弹把他的脸打了个深深凹

坑，血顺着边缘而下。平生第一

次，看到老爷子把怒气发在孙子

身上，而平时一贯娇宠的儿子像

一只被狂风暴雨浇了的小猫一

样瑟瑟发抖。

“妈妈，到现在我都原谅不

了自己。我一想起那天心里就

会很难受。而且有时会在不经

意 间 想 起 ，我 的 心 会 难 受 很

久。”

以为，这是孩子幼年时的一

瞬；以为，这是每个男孩子成长

时都会经历的故事。但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事故”对儿子的成

长有着莫大的影响。

放下电话时，我在车里坐了

很久。总是感觉儿子依然很小，

什么事情总想去“指导”一下，却

不知二十多岁的儿子有他自身

的感恩与良善。

风把树上的叶子吹落，打在

车窗上，又急急地卷向远方，忽

然想到龙应台的《目送》里那段

经典的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

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

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

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

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

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

诉你：不必追。

天气依然阴沉着，但我的心

情却好了很多，也许是我又从儿

子言语中学会了某种东西。

儿子，你今天也让妈妈收获

了一份很好的礼物！

是的，不必追，儿子已经长

大！ 文/贾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