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之索隐

爸爸去世十多天了，我至
今仍像做梦，精神恍惚不定。晨
起时，我习惯性地扭过头对他
说，“爸爸，该喝水了！”才发现
那张小床空了，我的整个世界
也被掏空了。吃饭时，我昂着头
对他说，“今天买的虾仁水饺，
这是你最爱吃的！”可惜，他再
也品尝不到了。闲暇时，我打开
手机看新闻，有什么新鲜事就
兴致勃勃说给他听，但再也没
有人回应了。我点灯熬夜写下
的密密文字，又该拿给谁看呢？

台湾作家简媜在公公去世
后，收拾遗物时曾写道：“老人
家仙去之后，屋子突然静了下
来，静得连灰尘都发出沙砾滚
动的声音。”她还说，“物岂止是
无生命的物，器物表面的讯息
如看不见的手指，密布着，等着
触碰亲人，只有至亲至爱才感
受得到那一阵轻微却深刻的电
流，跨越了生死两隔，再次握
手。”是的，这些天收拾屋子时，
我愈发感受到这种穿肠过肺的
剧痛感。爸爸留下的物品上，分
明有他的声音、味道、气息、影
子、秉性，我看着看着，泪水就
止不住地往外流。

爸爸年轻时就很爱干净，
抢着给家人洗衣服，自己的白
衬衣洗得锃亮发光，叠得板板

正正。在厂里上班那会儿，午
饭、晚饭奶奶都要等他回来才
能全家开饭，刷碗洗锅的活儿
也都是他，从不厌烦。搬到筒子
楼住时，用的是公共水室和厕
所。每到晚上，无论是否轮到我
家值日，爸爸都会换上胶鞋，拎
着拖把去打扫，回来时满身臭
气。门前的水泥地面他天天扫，
甚至扫出了一个大的凹形。收
拾抽屉，找出爸爸用过的好几
个电动剃须刀，大的、小的，样
式各异，有姑姑买的，也有我买
的。妈妈每天再忙也记着给剃
须刀充满电，一天不刮就过不
去，直到那天去医院收拾衣物
时还装着它。从小到大，爸爸的
胡子从来都是刮得干净清爽。
那年夏天我在山大二院住院，
每天爸爸去送饭，他一进病房
的门，我就望见他笑着给大家
打招呼，脸上露出刚刮过胡子
的痕迹，给我一种向上的力量。
印象中只有一次，就是爷爷去
世那几天，他一夜苍老，胡须长
出黑黢黢的硬茬儿，那是他心
灵深处的哀痛与不舍啊！

爸爸写得一手好钢笔字，
遒劲有力，质朴大气。他为酒店
写过菜谱，姑父多次说，“你爸
爸的字就是字帖，不逊于那些
什么家！”从儿时提笔学写字

起，爸爸就叮嘱我，“女孩子要把
字写好，写得大气，别扭扭捏捏
的！”患病后，我的手指肿痛变形
握不住笔，爸爸每天晚上陪着
我，在台灯下从零开始练习写
字，写了一年多，恢复到上中学
时的隽秀工整。收拾他的遗物，
他散落的字迹在我心头氤氲开
来：泛黄的笔记本和旧报纸上，
他随手记录着党员学习心得和
当天做的事；长短不一的碎纸
片，他认真记录着求医问药的
方子。摩挲或蓝黑或黑色的字
迹，让我重新掂量出父爱的重
量。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着：“107
(公交车)洪楼西路站(下车)，回
走第一个红绿灯往北走，至洪
楼小学，往西第一个小路口，往
北至胡同头，再往西看就到了。
2006 . 11 . 19下午16点30分。”“点”
为繁体字。这是城东一位曾为
我治病的中医大夫的地址，有
一年冬天爸爸经常骑着自行车
从城西去那里拿膏药和洗药。
逢年过节他都让我打电话问候
大夫，他说，“别人的好一辈子不
能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别人
的过转眼就忘，做人要有度量，
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爸爸酷爱看电影和看书，
喜欢贾平凹的小说，曾经是一
个文艺青年。几年前，他还能坐

在床边，举着手电筒眯着眼睛
看报、看书。他攒了很多《大众
电影》，老式写字台的抽屉里放
不开，多年前忍痛割爱卖掉一
部分，还剩下一部分，成为他的

“宝贝”。这个抽屉他不让我打
开，甚至上过锁，就怕我给他弄
丢。过去，爷爷家生活富裕，他
上班送完货，就钻进电影院看
电影，常常连看两三场，到了周
末直接泡在各大影院，什么红
星电影院、大众电影院、山东剧
院、铁路二七文化宫等，都是老
地方。平时他关注报纸中缝，那
里密密麻麻刊登着影片上映信
息。影院门口有卖二手票的，开
场后几分钟就有人出手，他经
常“捡漏儿”，算是意外惊喜。我
上小学后，周末他骑自行车带
着我去天桥底下的新华书店买
书，中午去包子铺吃小笼蒸包，
他七两，一瓶啤酒，我三两足
够。然后再去老街巷闲逛，天黑
了我们才回家，那是最惬意的
时光。望着被时光洗得变色模
糊的《大众电影》，我突然顿悟：
爸爸孜孜追求的是自由的精
神！即便后来生活施于重压，即
便病痛强加于束缚，一点一点
带走他的血肉和意志，爸爸都
从未低过头、服过输，每次导尿
手术他从未呻吟过一声，病床

上的他依然是晚间新闻联播、
周末鲁能球赛的忠实观众，依
然是旁顾四邻、爱管闲事的热
心人。

物的声息神色，就是人的
灵魂独语。抑或说，爸爸未说出
的心里话，都隐藏在这些物品
的肌理中。物之索隐，把我引向
一条漫无边际的思念之路和回
忆之路。在对物的凝视、拆解、
整理、展阅中，我换种方式，重
新与爸爸交心对话，理解他的
酸甜苦辣，领悟他的苦心教诲，
同时也看到社会辙痕、家庭聚
散和生死无常。“生死无常”，这
四个大字，究竟需要多少阅历
打底子才能参透，需要饱蘸多
少泪水做药引才能懂得？似乎，
它是要用大悲恸大离别方能体
悟——— 死，从来都是生的一部
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不
敢直面，但是终有一天，早晚会
在离别的瞬间去接纳它，就像
接纳不完美的爱情一样。

今年刚入夏时，爸爸嫌我
敲打键盘的声音太响，前些日
子新换了键盘和鼠标，安装上
后才知道是静音的，深夜工作
也没动静。可是，爸爸走了，再
也没有人说我吵了，再也没有
人在深夜时分一遍遍催促我关
电脑了，我的内心泪如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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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萍踩点

前几天忽然发现胸部
有一个肿块。立刻分裂成两
个人，“第一个人”告诉自己
没事；“第二个人”认为“出大
事了”。“第二个人”赶紧把这
个消息在闺蜜群里分享了。
大家问得挺专业的，大还是
小，活动还是固定，软还是
硬，压痛还是无感。有朋友
还说要陪我去检查。看得出
都假装若无其事。

以前朋友和我分享过
一个想法，她觉得社会对老
年人不友好，比如煤气交费
这些都要通过APP，很多老
年人都不会用。这是两三年
前的事，北京刚开始用手机
交煤气费。当时我在互联网
公司工作，我想自己还好，
我对互联网产品比较熟悉，
老了也不至于落后太多。这
次发现症状，赶紧去手机上
找大医院APP挂专家号。打
开手机，医院、科室、医生、出
诊时间，一步步来。可是，到
挂号那一步，往往都是没号
的，专家资源太少了。然后，
我发现，没有回退键啊！

因为没有回退功能，如
果没号，就要回到最初的流
程。相当于过了一道又一道
的门，最后一道门没开，又
原路退不回去，只能出去再
走一遍。搞了几百遍，终于
发现有个专家还剩下一个
号，赶紧抢了，才通了关。

昨天我按照老年人的
习惯，比预约的时间提前了
半个小时到医院。

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
越理解老年人。我记得我读
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
那时候爷爷奶奶还在世，他
们让我提前一天去机场踩
踩点，避免第二天找不到地
方。我真是不耐烦，到时候
可以问的啊，哪里需要提前
去了解一次呢？到了第二
天，他们又很早把我赶去机

场。结果早上8点的飞机，我5
点就到机场了，在空无一人
的候机大厅里坐着睡着了，
差点误机。

前段时间娃英语考试，
在校外的一个考场。我说你
提前去踩踩点，不要到考试
当天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他很诧异，似乎连“踩点”这
个词都不懂。他说这是灾难
性思维，夸大了问题出现的
概率。我仿佛看见当年在机
场睡着的自己。

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
文章，说如果你从来没有误
过飞机，说明你太提早去机
场了，因此你一定浪费了很
多时间。我想，这文章大概
是我儿子这个年龄的年轻
人写的吧？不过是偏好不
同，年轻人厌恶浪费时间，
中老年人厌恶风险，哪有谁
对谁错啊？

大医院永远都人山人
海。到挂号的地方排队买病
历本，排了半天，人家告诉
我说，病历本是在机器上买
的，白白浪费了排队的时
间。病历本卷成一个个小
卷，装在熠熠生辉的自动售
货机里，付款后就从机器里
面掉出来一个。我拿了本子
对旁边的人说，真先进啊。

到了专家诊室的楼外
面，又要扫码，怎么扫都不
行，我急了，和门口的护士
说，我预约的时间马上就到
了。你们这是什么流程啊？
一点都不人性化。护士拿过
我的手机，打开我的APP，
说：你的预约是下周，不是
今天。

我羞愧退下，气喘吁
吁，深一脚浅一脚，走出医
院的大门。“第一个人”说，没
有什么大事，安心等下周来
检查好了。而且今天也不算
白来，医院流程变化很大，
这一趟就算踩踩点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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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记得两个人，他们
一个站在明亮的光里，一个隐
匿在黑暗的阴影之中。

很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
因为汽车站离学校远，又没有
公交车，为了省钱，我常常让
客运司机在靠近学校的高速
路旁停下，然后自己拦过路车
回学校去，这样就可以省下一
顿饭钱。

冬天，夜幕悄无声息地笼
罩下来，一切都陷入沉默野兽
般让人微微紧张的静寂之中。
中途下车后，我站在路边拼命
拦车，却没有一辆肯停下来。
等天地陷入一片混沌，车辆慢
慢稀少，雪花也纷纷扬扬飘落
的时候，一向胆大的我，终于
低声哭了起来。黑暗中，我完
全迷失了方向，分不清东西南
北，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
才能走到七里外的学校。高速
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农田，靠
近马路的地方长满了枯萎的
野草，风吹过来，发出让人毛
骨悚然的窸窸窣窣的声响。

路上的车越来越少，偶尔
会有几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
疾驶而过。但我没有拦摩托车
的胆量。有好几个从我身边经
过的开摩托车的青年不怀好
意地看我一眼，有的还吹一声

口哨，而后嘻嘻笑着扬长而
去。我紧紧攥着兜里带着父母
体温和汗水的200块生活费，想
着如果有人好心把我送到学
校，即使把这些钱都讨去，我
也心甘情愿。等到接近晚上9
点，真的有一辆摩托车停下
来，我却下意识地后退了几
步。是个年轻的男人，直截了
当地问我：需要捎你一程吗？
不知是因为天冷还是恐慌，我
结结巴巴好一阵才吐出学校
的名字。等车开出一程后，我
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车好
像在朝学校相反的方向行驶。
我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大
哥，您是不是开错了方向？陌
生男人头也不回地大声嚷道：
放心吧，没错的，是你掉向了！
我在他的背后，看着那张粗糙
冷硬的脸，忽然不知道该怎样
回复。事实上，我清醒地意识
到，即便他开错了方向，我一
个弱女子也毫无办法。

短短的十几分钟，我却像
历经了十几年。终于看到学校
大门的时候，我几乎激动地哭
起来。他把我一直送到大门
口，这才刹车笑道：怎么样，我
没骗你吧？我不好意思地低头
掏出浸着汗水的200块钱，愧疚
道：真的谢谢你，不知道这些

够不够？这个一路沉默不语的
男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要
是真的想要你的钱，一百倍你

也得给啊。留着吧，以后别
这么节俭，一个女孩子，
很危险的。看着他的车
朝着来时相反的方向
开去，我的眼泪又一
次落下来。只是这
次，是因为感动。

另一个人，则
出现在我破釜沉
舟、辞职考研的时光
里。那时，我寄宿在
一个研究生宿舍里。

宿舍里两个来自大城
市的女孩，脸上有着同样

的优越感，她们将我当成了
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因为我只
住两个月，她们几乎不把我当
成舍友，常常白天也插上房
门，以至于每次我回去都需要
敲门且小心翼翼报上自己姓
名，她们才不耐烦地起身来
开。有一次放假，她们都回家
了，专门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嘱我好好看守宿舍，最后又郑
重其事地加上一句：我们信任
你，不会给宿舍带来任何麻
烦。这一个“信任”，在我心里
所投下的，却是完全不信任的
阴影。当她们再回来时，其中
一个女孩当着我的面，好一番
检查有没有丢失的东西，甚至
因为不知放到哪儿的一块钱，
翻箱倒柜找了好久，并一遍遍
在我身后冷冷地自言自语：究
竟是谁拿走了呢……

庆幸的是，这段让我觉得
人情冷漠的经历，这个对我充
满排斥和怀疑的女孩，并没有
在我的心里留下太多的伤痕。
我一直记得她，并非因为我心
存怨恨。我反而感谢她，让我
因为这样的冷而愿意为身边
每个经过的陌生人敞开一扇
门、伸出一只手、打开一盏灯。
那份温暖的光尽管微弱，却可
以照亮曾经像我一样在黑暗
中行走的路人。就像那个载我
回校的陌生人，在我最无助的
时候，停下车，对我说：需要我
捎你一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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