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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一半是厌恶，一半是爱

许多年前，我打算把写作
当做主要职业的时候，一位略
长我几岁的朋友含蓄地表示

“不赞同”。他当时在央视工作，
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认识
无数对大部分人来说像传说一
样的文化人。他信手拈来几个
名字，都是曾经红极一时但又
渐渐消失了的。他说：“他们，后
来都不写了。”

我说：“他们是遇到了什么
事儿吧？”

他反驳：“谁一辈子能什么
事儿都不遇到？”

我还想说什么，他只是摇
头。

这话头属于“剪不断理还
乱”的。就像在战争发生之前，
人人都能含着热泪说“我愿为
国捐躯”，事实上谁会第一个冲
上去，谁会伶俐机巧地闪身事
外，不到真实发生，证明不了。

我有点轻微的屈辱感，只
是想：我不要成为他的例证之
一。

我从未想过，我后来也曾
经厌恶过自己的写作。成年人

是会多次三观崩塌，又一次次
重建的。在某个阶段，写作变成
极其困难的事，需要一边书写
一边质问自己：真的是这样吗？
我确定吗？

有些我自己的文章，我一
个字都不肯看，无意中看到都
坐立不安：我没打算说谎，但我
曾经天真相信过的事物，已经
一个字都不信了。这种时候，像
隔着玻璃窗看窗外的大雨：昨
天我曾见一只白鸟飞来，是幻
觉还是真的？雨声震耳欲聋，任
何其他声音听起来都很吃
力——— 它们真的存在吗？我反
复想起朋友的话，我想，“他们”
也就是这样，不再写的吧？

我想：我真的热爱文学吗？
这是不是也只是年轻时候的冲
动？此刻的我，如此如此厌恶
它。我是不是弄错了，就像把年
少无知当做爱情一样？

要从沼泽里走出来之后，
才能回头去看，我才明白：讨
厌、反感、拒绝，会包含在所有
热爱里。

你爱你妈吗？当然。你讨厌

她的唠叨，你嘲笑她的发型，你
经常和她吵架——— 这一切，能
否认你们之间的爱吗？也许相
反。就是因为你与她是世上最
不需要设防的人，所以你们百
无禁忌地向对方敞开，才有机
会互相讨厌。如果她突然不那
么讨厌了，你可能会很惊慌：是
她的身体出问题了还是你的？

你有死党吗？当然。我有好
几位认识二十年以上的朋友，
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臭毛病。
有一位，会很自然地炫富，我忍
着。另一位，经常好心好意给我
传播微信谣言，我严辞指出：你
居然还是个研究生！我告诉她：
我们三观不合。她说：你和谁三
观合？她说对了，我相信我也有
很多臭毛病，比如我会迟到，记
性不好，吃饭一定要去我喜欢
的馆子……他们有没有一些时
候也很讨厌我？肯定。我呢？彼
此彼此。

厌恶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状
态，有很多原因。就像吃得过饱
会厌食，感冒了也会；就像深爱
的小情侣会突然看对方不顺

眼，劈腿了也会；有时候，你因
为自己太笨而厌恶自己，但那
个八面玲珑的你，你也厌恶。怎
么办？一半是厌恶一半是爱，边
讨厌边继续。

说这些，是因为常有年轻
学生向我说到厌学的话题：大
考迫在眉睫，但拿到卷子就反
感，只想看漫威；厌恶校园，厌
恶老师，现在有这么多学习的
平台，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学习？疲倦和松懈流
沙一样淹没我，我就想躺下来
睡一觉，很希望厌学能像抑郁
症一样，是大家接受的病……

我说：我明白，我理解，我
懂。如果太累就早点睡，但我还
是建议你在正常时间起床，继
续学习，因为当年的我就是这
么做的。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
当时搁下笔，可能一生都不会
捡起来了。我不仅记得朋友说
的“他们”，我自己后来也认识
了许多这样的人。挫折总是接
二连三，感情上、身体上、事业
上，无意义感是很容易击溃人
的，放弃显得天经地义。但是，

当最低谷过去，人会渐渐调整
到正常的状态，双手却已技艺
生疏，双腿因为长期不行走而
举步维艰。这时候再追上去，需
要更强的意志、更大的勇气，还
有更多的挫折感。

恶性循环就是这样的，对
于学生来说，更简单：因为成绩
不够优秀，于是回避竞争；其他
同学都像是见证，让你看到你
的不足，于是避开脸不想看到
他们；老师的批评让人难受，老
师的安慰更加让人不舒服，于
是宁愿回到自己的世界。但，到
那个时候会发现，比所有人都
更加难以应对的，是自己。

人如果试过在深夜不肯
睡，一点点咀嚼自己的错失，多
半也就会在清晨不愿意醒，不
想面对这个没有任何好消息的
新一天。反反复复，谁也不想
见，什么也不能开始，一点点缩
进更小的世界：游戏、聊天、网
上的胡言乱语。

所以，还是回到我最开始
的建议吧：边讨厌边继续，一边
爱一边厌恶是最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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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问我娃考什么大学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相
见，一般都会问：“你家娃几年
级了？”我说“高三”。除了“你
要多陪陪他”之类的劝导，还
会勾起一波回忆杀，比如“时
间过得好快啊，上次见他的
时候还抱着奶瓶呢”。然后自
然是问：“要考大学了吧，想考
哪里呢？”

好长一段时间，对类似
的问题，我都很困扰，说考哪
里好呢？娃也不是学霸，考哪
里我都没把握啊。别人家的
娃可能是指哪儿打哪儿，我
们家的只能是打哪儿指哪
儿，考上什么算什么。

想着还是低调点儿好，
我就说家旁边的学校就挺
好，周末还可以回家吃饭。朋
友说，不行啊，男孩子应该离
家远一点。

我一咬牙说一所国外名
校，朋友也说，不行啊，这个学
校中国人多，对语言能力锻
炼不够，到时候都是中国孩
子在一起打游戏。

我和另一个高三娃的妈
妈说起这件事。她挺硬气的，
说别人问这事，她一般都会
回答北大、清华。反正想考的
是这些学校，是不是考得上，
到时候再说，也没有人盯着
你追踪结果。上次见娃的时
候还是15年前抱着奶瓶，再过
15年娃都大学毕业了，朋友该
问孙子读哪个小学了吧？

有个朋友知道我的孩子
要考大学，问我孩子喜欢什
么专业。孩子喜欢的专业恰
好是他熟悉的，他很开心，推
荐了几所大学，据说是那个
专业比较厉害的。我说这几
个学校的排名都不行啊。他
说，中国妈妈疯了，考大学看
排名。应该看学校的专业方
向是不是更适合孩子才对
啊。他说，这个疯狂的程度堪
比找男朋友看身高，身高有
什么用啊？

中午和娃在外面吃饭，
他忽然问我：“妈妈你最希望
我考哪个学校？”我说我希望

他考排名靠前的学校，他问
为什么，我说：“因为你马上就
18岁了，以后就不管你了。你
考排名多少的大学，是妈妈
的最后一个考试。如果排名
靠前，我就比较有面子啊。”他
说：“你就为了面子，太不靠谱
了吧？”

我放下菜单，很严肃地
对他说：“不靠谱有什么奇怪
的？母爱也是有局限性的，就
算我这么优秀的妈妈的爱也
不例外。所以你知道一切都
该靠自己了吧？如果你不知
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一辈
子都活在别人的期望里，很
有可能就不能过自己想过的
生活了。这个别人的期望，当
然也包括妈妈的期望。”他吓
坏了，拿起菜单开始点菜，估
计再也不敢说随便了。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
我回想起自己为什么读中
文，和我初中的班主任是语
文老师又特别喜欢我有关
系。她喜欢我有三个原因，一
是她太好看了，我特别迷恋
她。人的情感都是交互的。二
是我长得好看。三是我写作
文总是获奖。总是获奖的原
因也很简单，因为初中生写
作文的题材总是很有限，无
非就是某一道题目不会写，
天已经黑了，老师还在认真
教我。下雨了，爸爸自己淋湿
了，却把雨衣放在教室门口。
我动不动就写好朋友得了癌
症、父亲失业、老师要调动工
作去遥远的南方，或者明明
生活在城市，却幻想自己的
童年都是在麦田里奔跑。这
些文章很容易获奖。一来二
去，大家都觉得我一定要读
中文系，然后我就读了。而
且，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在做
大家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几乎已经成为习惯了。

好多人说，很羡慕我可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问
题是，我没什么自己想做的
事情啊。你觉得我做点什么
事情合适呢？我总是问。

今年57岁的沈姐是医院里的
护工。4年前，我妈患了胃病住院，
我上班，需要找一个护工护理。
护士小宋向我推荐了沈姐。

沈姐把我妈照料得不错，我
妈亲热地喊她“女儿”，我就认她
做姐。沈姐起初有些诚惶诚恐，
双手搓着，身子倾斜，接连说：

“这怎么要得？我是农村人，干的
就是护工的事儿，怎么够得上做
你们家的亲戚？”

我对沈姐说：“我也是农村
出来的，我就喜欢农村人。”沈姐
双手紧握我的手喊出声：“兄
弟！”我看见沈姐双眼含泪。

沈姐长得瘦骨嶙峋。每每见
她疾疾行走，全身骨头勉强撑起
的宽大护工衣服，总感觉里面鼓
满了风。第一眼见到沈姐，我不
敢直视她的眼睛。她乌黑的眼圈
堆积着厚厚的眼袋，这是因为在
医院长期睡眠不好造成的。那
时，沈姐已干了5年护工，她在医
院里的睡眠犹如一只鸡，眼睛半
睁半闭，病人的一次呻吟、一个
翻身、一声咳嗽，都让沈姐保持
高度紧张戒备状态。

沈姐的半边头发早白了，她
的头发粗硬，在病房的惨白灯光
照耀下，甚是晃眼。沈姐51岁那
年，她在一家机械厂烧锅炉的儿
子与厂里一个女工建立了恋爱
关系，儿子第一次请女方父母在
一家馆子里吃饭，沈姐为了让自
己看起来年轻一些，去理发店花
20元钱把头发染得煤一样乌黑，
看起来至少年轻了5岁。那次沈姐
的丈夫自己把自己喝醉了，回家
就吐了满地。沈姐告诉我，她丈
夫实在是高兴啊，一直担心老实
巴交的儿子娶不上媳妇。儿子在
厂里烧锅炉，一到夏天，淌出一
把一把的汗水，仿佛把人都蒸干
了、蒸蔫了，人显得特别虚弱。

医院里的医生好心告诉沈
姐，不要去染发了，容易发生癌
变。沈姐吓坏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再去染发。大半年后，老家村
子的“刘总”来住院，“刘总”头发
也白了，他去染发，一次80元，声
称是国外进口的染发剂，纯天然
无害。沈姐相信了，她按照“刘
总”的推荐去那店里染了一次
发，神采奕奕地回到了医院。一
天后，沈姐的面部起了红疹，医
生诊断后说，是染发剂引起的。
沈姐从此以后再没去染发。沈姐

是一个相当节俭的人，出去吃碗
素面也要犹犹豫豫，为啥一次染
发花80元也不心疼？后来我才明
白，她是担心自己看起来显得衰
老，怕病人家属嫌弃自己老态而
失去这份护工的工作。

沈姐在医院当护工这些年，
一直受到大多数病人和家属的
肯定和夸赞。她给病人喂饭喂
药、擦洗身子，搀扶病人去医院
楼下林荫道呼吸新鲜空气。焦躁
的病人冲她发火，沈姐依然笑着
安慰病人。有一次，一个患抑郁
症的病人突然朝她泼了一痰盂
尿水，沈姐不声不响走出门。那
一次，她抱住医院的墙壁，憋住
声，哭了。

去年秋天，沈姐和她丈夫抱
了几个大南瓜，提了一尼龙口袋
刚收割的新米来到我家。沈姐的
丈夫以前在建筑工地当砖工，5年
前回到老家种粮食、喂鸡养羊。
那天沈姐跟我闲聊，说这些年在
医院为护理的11个病人送了终。
一个一个病人在生命最后的样
子，她都记得很清楚，有时还梦
见过他们。一位肝癌病人离世
前，颤抖着抓住她的手，要把3张
存折交给她。一位肺癌患者离世
前，要把家属端来的虫草鸡汤让
她喝下。沈姐说，她最好的朋友
是曾在同一家医院护理一位植
物人的黄姐，黄姐去年自己也患
癌离世了。沈姐请假帮忙料理了
黄姐的丧事。她的手机里留了一
张黄姐的照片，黄姐一直笑盈盈
地望着她，恍若一直还在世上，
好像平时说自己回乡下老家去
老房子打扫一下灰尘了。

沈姐在医院是个典型的热
心肠。刚入院的病人家属，她帮
着他们带上病人到各个检查室
做检查，这家大医院在沈姐的眼
里就是一张摊在掌心里的活地
图。CT检查、骨髓穿刺、核磁共
振、抗体检测、甲胎蛋白、微量白
蛋白……医院里的各类检查与
医疗术语，从沈姐的嘴里说出，
俨如乡下的南瓜、冬瓜、西红柿、
茄子、大白菜一样熟悉。

我从沈姐疲惫的面容里，
还是读到了长期生活在那个场
所里的一些忧伤和无奈。沈姐，
在迎送生命的去去来来之中，
你的心是不是被撑大成了一艘
船，漂荡在人世命运的河流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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