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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

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
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影
响着你的心情，把它记录下
来，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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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串鸟鸣叫醒
清晨，被一阵清脆的“啾啾”

声惊醒，揉揉惺忪的眼睛，发现
窗外的电线上立着两只燕子，正
一唱一和。 它们唱得那么投入，
以至于我将相机对准它们，都浑
然不觉。它们一边叫，一边整理
着自己的羽毛，那袭燕尾服看起
来乌黑油亮、一尘不染。

我下意识地探出头，想看看
附近是否有燕巢。 光滑的楼体，
外墙空空如也。看来，这两只燕
子只是在这里作短暂停留吧。

也难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生态资源遭到破坏，加之
噪声污染， 原本很常见的燕子，
已经很少在城里筑巢了。偶尔看
到一两只，也是惊慌地从城市上
空匆匆掠过。

不由得忆起过去在村里，每
个早晨都是从鸟鸣开始的。清脆
的鸟鸣，迎着晨晖，伴着炊烟，掀
起一天的喧闹。这些鸟中，最熟
悉的自然是麻雀， 它们活泼好
动，热衷于聊天，总是叽叽喳喳
地吵作一团。每每有人走过麦田
或树林，它们不是呼啦啦飞起一
片，就是扑棱棱落下一地。

相比吵闹的麻雀，燕子是天
生的歌唱家。它们的声音婉转动
听，一身黑色的羽毛梳理得一丝
不苟，更添了举止的优雅。在雨
后或是清晨，常有两只燕子结伴
栖息于屋檐下，“啾啾”地你一声
我一声。我总觉得，那应该是一
对情侣。 它们不是在对唱情歌，

谁没挨过
成长的拳头？

忙完一天的工作，我又累又
饿，那天傍晚，当我拖着疲惫的
身体回到家里时，发现儿子未完
成前天我给他布置的作业，我就
知道他放学回家后，又偷偷去玩
电脑了。我刚说他几句，不料他
的脾气比我还大。我陡然火冒三
丈，对准他的屁股就是一巴掌。

从未挨过我打的儿子，眼泪
涌了出来。他一边哭着，一边跑
出了家门。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这小子，还能“跑得了和尚跑得
了庙？”

可直到吃晚饭，外出的儿子
也没回来。 这下我开始慌了，赶
忙打电话给亲戚和他的同学老
师，可搜遍全城的信息，也没发
现儿子的行踪。

妻子开始坐立不安，并对我
河东狮吼，警告我不把儿子找回
来，就别回这个家门。面对怒气
冲冲的妻子，仍在气头上的我也
不甘示弱，反驳说：“这小子不成
才，不回家倒省心些，如果他玩
电脑废了， 要这个儿子有什么
用？”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心
里却在不断祈祷：儿子，你在哪
里啊？赶快回家吧，千万别跑丢
了啊！

天色已经渐晚，儿子还没回
家， 我再也顾不得我刚才的尊
严，再也不能守在家里等他回来
了。于是，我立即去外面寻找。我
用眼睛在大街上不断来回搜寻
着， 也搜遍了公园的每一个角
落，可任凭我怎样呼唤着儿子的
小名，任凭我望穿了眼睛，也看
不到儿子的身影。 天色越来越
暗，我的心越来越急，脚步越来
越乱，我在心里一遍遍指责着自
己的鲁莽行事， 真的是懊悔不
迭。

正当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失
魂落魄在大街上急得团团转时，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妻子说，儿
子回家了， 他已经吃过晚饭，让
我也赶紧回家。

等我赶到家时，儿子已经睡
了。 我端详着儿子鼾睡的面孔，
我的眼眶突然有了泪水———我
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
小时候， 我也曾和父亲顶过嘴，
并因此曾挨过父亲的拳头。我也
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那一夜，
父亲为了寻找我，竟然在一夜之
间白了头发， 小小年纪的我，看
到父亲的那一刻，我的心都揪住
了， 我突然感觉到我长大了，我
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让父亲为我
这样担惊受怕了。

想起当年出走的我，想起父
亲曾经为寻找我而急白了的头
发，再看看熟睡的儿子，我情不
自禁为儿子掖了掖被角。儿子一
定是怕我着急，才最后鼓起勇气

爱需要一种仪式
最近看了咪蒙的一篇文章

《爱是一种仪式》。其中的一段话
写道：我们需要做一些仪式化的
事，来告诉对方，我爱你，仪式就
像一种承诺，一种契约，它带来
的是安全感。 很喜欢这段话。有
了仪式，就变得庄重起来，使生
活多姿多彩。

年少的时候，印象中父亲总
是很忙，他威风地开着大卡车拉
货。 父亲开车跑的地方很多，无
论到哪儿，回家的时候，都会给
母亲带点小礼物。东西不大也不
贵重，有时就是一个发卡、一条
淡雅的丝巾、或者是一只漂亮的
小陶瓷碗，甚至还有一套景德镇
的茶具。记得茶具是在母亲过生
日那天收到的，那天父亲风尘仆
仆地回到家，怀里抱着打包成正
方形的箱子， 让母亲猜是什么。
当时母亲在把煮好的饭菜摆在
桌子上， 在猜了几次不中后，母
亲嗔怪地说：“不猜了，能有什么
好东西。”父亲笑了，三下五除二
就拆开了包装，一套精致的茶具
映入我和母亲眼帘。

那时，母亲两眼发亮，蹲下
来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精美的
花纹，喃喃地说：“你还记得我喜
欢茶具。”在一旁的，小小的我有
些撒娇地对父亲说：“我也要礼
物。”父亲大笑着一把抱起我说：
“这礼物啊， 是我早答应你妈妈
的，一天不实现，我就不安宁。生
日快乐，妞的妈。”我被父亲的笑
感染了， 也叫道：“生日快乐，妈
妈。”那一晚，母亲用新茶具泡了
醇香的茶， 那香味让我久久难
忘。

母亲有一个漂亮的木箱子，
暗红色， 宝贝地放在床头柜上。
有时母亲坐在床上打开来，一件
件细细看。我就搂着母亲，这个
点点，那个摸摸，然后问：“妈妈，

妻子的三十六计
自从看了《三国演义》，妻子

变得越来越诡秘。
中秋节那天，妻子神秘地将

头探到我跟前， 悄声说：“老公！
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我太想要
了！”

切！老一套。肯定又是拉我
去商场， 不是衣服就是包包，能
有什么新花样。

起身跟随妻子走， 走着走
着，她却将我带进了新区。

新区的建设真是太神速了，
原来还是一片荒地，眨眼间变得
有模有样了。宽敞的大道，整洁
的房屋，尤其是一排排楼房前面
的公园， 更是建设得错落有致，
繁花似锦。湖水清粼粼的，里面
鱼儿戏水；小草碧绿碧绿，一副
鸟语花香的唯美画面。

“不错！不错！”我不禁赞叹
道。

“看这里的空气多清新啊！
要是我们生活在这里，那该是神
仙般的日子吧！”

“当然，当然。”
我话音刚落，妻子又兴奋地

拉着我手前行，趔趔趄趄地来到
一排房子前。

“喏！就是这座房子，二楼，
站在上面正好看见湖面，那感觉
真是太……”

“什么？ 你想要买房子？”我
如梦方醒，差点跳起来。

“是啊，咱努努力，这里多好
啊！”

我大脑一阵混乱，差点晕过
去。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在市中
心，离闹市区很近，附近超市，菜

决定回家的。
儿子能够赌气离家，这让我

看到了正在成长中儿子的变化，
我决定最终原谅他。因为，在孩
童年代，在青春时期，谁没有过
几次贪玩的经历，谁没有和父母
有过几次顶嘴？ 在人生的成长
中， 我们都曾或多或少犯过错，
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挨过父母的
拳头。 文/钱永广

这个笔记本好旧了，那个陶瓷小
马真可爱，还有那个茶杯，上面
的梅花真美。” 我叽叽喳喳地问
完。 母亲才温婉一笑说：“这些
啊，都是你爸送我的，一件件都
有故事。本子是第一次见面的时
候送的，小马是我们去玩的时候
送的，茶杯上的画是你爸亲手画
的，还有……”我听着母亲缓缓
诉说，一脸的甜蜜。那些回忆，宛
如岁月的长河倒流，清晰如昨。

在我记忆中，家里的生活并
不很富裕， 但总有着温润的感
觉。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是父
亲和母亲之间绵延不绝的，自然
而然的，对爱的最真挚的表达。它
不需要甜言蜜语， 不需要山盟海
誓。一个小小的惊喜，记住对方喜
欢的，或者是随时让对方觉得她
是你心中的珍宝， 这就足够了。
亲情也需要一种仪式，正应了咪
蒙的另一段话： 仪式不是铺张，
不是高调，不是表演。仪式就告
诉对方，时时刻刻，我都是把你
放在心上。这样，日子才能过得
活色生香，细水长流。文/何小琼

市场都很近，生活方便。况且这
房子3周岁都不到，想当初，我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买下。不
说倾家荡产也差不多。 可是，如
今这脚跟未站稳， 又要弃之而
去，再买房子，简直是异想天开。

“你以为这是一件衣服啊！
扔了再买！咱能拥有现在的房子
不错了！这里环境好，将来还有
更好的， 你这不是朝三暮四嘛！
这里环境好，咱想来可以开车来
玩嘛！”

我狠狠地批评着妻子。
妻子也自知理亏。在我的教

训下，默默低下了头。末了，她仰
脸说：“你出差把车开走了，我和
孩子想来多不方便啊！”

“不行， 给你也买一辆小车
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嘛！”

“好啊好啊！ 我相中那辆红
色的……”

妻子话未完， 我自知中计
了。 文/陈来峰

便是在说着呢喃的情话，因为很
快它们便开始在屋檐下建设自
己的婚房了。它们不厌其烦地一
趟趟地从田间衔来草和泥浆，一
口一口地和泥、筑巢。对弱小的
它们来说，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
程，但它们不知疲倦，不畏艰难，
风里来，雨里去，生生垒出一个
状如帆船的巢穴。不久后的某一
天，燕巢里会突然冒出几只嗷嗷
待哺的小燕子，张着黄色的小嘴
叽叽喳喳讨吃的。燕子夫妇从此
少了浪漫调情的时间，开始辗转
奔波为孩子们觅食。听燕子夫妇
停在屋檐下不紧不慢地叫唤，我
总以为它们是在斗嘴或是商量
有关孩子教育的事情呢。

最壮观的是屋前的电线上，
有时会布满一排排的燕子，远远
瞧去，只是一个个小黑点，像绳
上打的一个个结， 又像是五线
谱。走近了，它们像训练有素的
歌唱家， 有节奏地互相接应，集
体鸣唱，此起彼伏，上演着一场
令人震撼的音乐盛典。

最有特色的应该是布谷鸟
的叫声了。麦穗泛黄之时，布谷
鸟的声音忽远忽近、 不紧不慢：
“布谷———布谷———”这叫声，似
在催促人们准备收割麦子。

最高兴的是看到喜鹊。有时
会在早晨，有时会在傍晚，它们
闯进农家院里，留下两声沙哑的
“喳喳” 声后， 就欢快地跃上枝
头。这时，抱柴火的母亲便会眉
飞色舞地告诉我们：“喜鹊登门，
好事来临！”然后，那一阵子，全
家人便会特别开心。

进城搬入楼房后，虽然楼前
便是一个小花园，可我似乎再没
听到这样婉转动听的鸟鸣声。也
许是匆忙的生活工作节奏，让我
忽略了它们吧。 听不到鸟鸣，草
地上的那几棵树也显得冷冷清
清。穿行在城市中，听到的多是
市井的喧嚣和汽车的噪声。生活
快节奏，欲望无止境，人们或在
尔虞我诈的漩涡中挣扎，或奔波
在争名逐利的路上，有多少人能
注意到鸟儿在天空中留下的那
一道淡淡的痕迹？又有多少人能
安静地听一听它们不染尘埃的
叫声呢？

面对眼前突然造访的两只
燕子，步履匆忙的我得到了片刻
的放松，不由想起了许巍的那首
新歌：“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
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文/徐凤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