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着急忙慌
下楼赶着去上班，转身的工夫，瞥
见楼前地下室的旁边竖着几个醒
目的花圈，我的心瞬间冷了半截。
开车行在路上，我将这栋楼上的老
头老太太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也没
猜出来到底是谁走了。那些老头老
太太经常围坐在楼旁边的合欢树
下拉家常。头一天我下班经过那里
还同他们打过招呼，没见少了谁，
也没见着什么异常。

楼旁边的空地上，有一棵树龄
很长的合欢树。到了初夏开花的季
节，枝繁叶茂，树擎如盖，花开无
数，每一朵都像一个小扇子，花丝
粉红，纤细灵动。附近几栋楼的老
头老太太都喜欢在合欢树下围坐，
拉拉家常。有时候他们不说话，就
那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也是小
区里的一道风景。之前，婆婆来我
这里帮忙照看孩子，也经常同那些
老头老太太扎堆拉呱，等我下班回
来，她再拣些“合欢树下的稀奇事”
讲给我听。其实哪里有什么稀奇
事，不过是东家扯一句西家拉一段
罢了。但时间长了，我多少也知道
了一些他们的故事。

“对面楼上那个胖老太太说，
她什么都想不起来吃，唯独对榴莲
欲罢不能。偏偏榴莲好吃又贵得吓
死人。”我跟婆婆一起在厨房里忙
活，婆婆给我讲这事时，我看出她
脸上写着“纳闷”两个大字。婆婆
说：“榴莲真有那么好吃？贵又能贵
到哪里去，至于把她馋成那样还不
舍得吃吗？”我想着婆婆可能没有
吃过榴莲，便笑说：“明天咱也买个
榴莲回来尝尝。”

榴莲买回来，婆婆先尝了一
口，感觉没有闻起来那么恐怖，再
吃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问我价
格，我说是超市搞特价，婆婆把小
票抢了过去。隔了几天，我又说买
榴莲，婆婆急了，“那东西吃一次尝
尝什么味就行了，吃了又不能当
饭，还贵得吓死人。”

再一天，婆婆小声说，“那个地
下室门口有一堆沙子，今天有几个
娃上去玩，被那人给吼了一顿，吓
得娃们都跑开了。”

婆婆说的那人我知道。这里的
楼建成早，地下室都是平地起，面
积近10平方米，有门也有窗，有人
在地下室开了理发室做起生意，客
人多是小区里上了年岁的男人。但
把地下室作为住家的终究是少数，
整个小区数下来，就那么两三家。
那个老太太和她老伴就住在那棵
合欢树对面的地下室里。

我第一眼见那老太太，就感觉
她跟书里说的圆规很像，大骨架，
大嗓门，跟人吵架的时候，双手爱
叉腰，眼睛瞪得滚圆。老太太的老
伴是游医，常在城里的几家药房里
坐诊，听说钱不少挣。他们的小儿
子一家就住在楼上。

住在地下室里的老太太不知
得了什么病，身上常年挂着大小便
袋子。住在地下室里没有冲水马
桶，大小便只能是趁着天蒙蒙亮的
时候倒进附近的垃圾箱里。以前垃
圾箱在小区里的两栋楼中间，冬天
还好说，天气越热，那令人作呕的
味儿越浓，经过垃圾箱的时候，附
近的人都捏着鼻子赶紧跑过。

刚开始，住在地下室的老太太
也爱出门到空地跟人扎堆，但几句
话说下来就呛起来。慢慢地，老太
太就不出门了，躲在屋里看电视。
到了夏天，地下室的门经常敞开
着，我下班回来经过那块空地，可
以看到挂在墙上的电视机里，甩着
水袖的角儿扭扭捏捏。有时放的声
音大了，坐在空地处的老人们能够
听到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老太太的孙子跟我闺女差不多
大，有时看孩子，我会遇见老太太的
小儿媳。小儿媳说，有一次她看上一
件蚕丝裙子，一听价格太贵，就没舍
得买。她婆婆听说后，从兜里掏出一
千块递给她，还说，“女人无论到了
哪个年纪都不能亏待自己，又不是
不挣钱，干吗不买？买回来穿给我看
看！”小儿媳把裙子买回来了，老太
太一个劲儿地夸好看。

这段时间我忙着装修房子，也
不经常回老楼。然后有一天，我在
超市里碰到老太太的小儿媳，才知
道，老太太已经不在了。

原来老太太的病已经好得差
不多了，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的消
息，说可以通过手术把大小便袋子
撤了，那样她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
生活了。其实手术挺顺利，可就在
出院的第二天，心脏猝死，一切来
得那么突然。

老太太的丧事是回老家办的，
地下室门口的花圈，是附近几个经
常出来扎堆聊天的老人送的。

最近接连几场雨，小区露天停
车位上长出来的杂草很多，物业打
扫卫生的忙不过来，只能由着它往
上长。以前，那老太太在的时候，经
常跟老头一起蹲在地下室对面的
停车场上，一点一点把上面的杂草
拔干净。老太太不在了，老头搬到
了新的住处。那个地下室的门，已
经关闭多日。

戏里有人在唱，“论深情似不
应藕丝轻断，难道说未秋风团扇先
捐……”地下室对面的合欢树下依
旧围坐着些拉家常的老人，有时候
我下班经过那里，坐在小马扎上的
他们还聊得正热乎。只是，那个地
下室的门，再也没有敞开过。

夕阳西落和朝霞似锦，华丽落
幕和隆重出场，精彩都不容我们错
过。那棵树龄很长的合欢树，明年
照样会枝繁叶茂、繁花似锦，那棵
树下的故事，也依旧会很长很长。
其实，从来让我们不敢直视的，除
了太阳，还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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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穿过一个又一
个村落，在弯曲的乡间
小路上前行。路边所有
的人与物在后视镜中不
断地向后退去，越来越
远，最后消失在拐弯处。
我把持着方向盘，一股
从未有过的心酸，湿润
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故
乡渐渐地离我远了。

母亲坐在副驾驶的
位置上，像一个不安稳
的瓶子，好在有安全带
系着。她的糖尿病已发
展到了最严重的病变阶
段，双目失明，走路要人
搀扶，生活到了不能自
理的地步。我只得从乡
下把她接过来，没有如
她所愿——— 一辈子要守
在老家，直到死。这次，
母亲仍然很固执，好在
堂叔和姑姑耐心相劝，
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
养儿育女之地，离开她
吃了一辈子苦的地方，
离开我们的故乡。

这些年，独自成行
也好，带上妻子和女儿
也罢，每次回去，我总
是情不自禁地踩着脚
下的油门，急切的心总
想早一点到达故乡，早
一点见到独守老屋的
母亲。返程之际，在车
子发动之时，母亲总是
站在车边，一再叮嘱：
车子开慢点儿，到了就
打个电话回来。她苍老
的脸和手呈现在车窗
之外，整个人如风中细
瘦的树干。这回，我没
有再见到她挥手致意
的场景，从此之后，我
永远不会见到这样的
景象了。我知道，属于
我的故乡将因为母亲
的不在而变得疏远起
来，变得我找不到一个
进入童年生活的切口。

自从父亲去世以
后，家就变得冷清了许
多，是母亲，风烛残年
仍用她特有的温度，温
暖了这三间老屋，温暖
了我儿时的记忆。那些
日子，我格外珍惜，只
要有空，就想回去看
看，看看母亲，看看老
屋，看看故乡的熟人熟
物。只因母亲在那里等
着，等着我们归来。如
今，母亲随着我离开了
我植根成长的土地，已
不再生息于此，这方热
土，于我而言，又能释
放出多少温度？

母亲四肢不便，局
部神经有些失调，大脑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车
子每经过一个她熟悉
的村庄，我就说给她
听。我问她，在我小的
时候，可带我来过这
里？这个村庄可有她熟
悉的人？尽管我使出浑
身解数，母亲还是疲惫
地应付着我，面无表
情，心中没有任何感情
波澜，像一潭死水，寂
静无声。我们母子无语
时，她就呻吟起来，释
放着身心的痛苦。我要

带着痛苦的母亲离开
村庄，离开故土，到我
寄居的城市去。

我知道，母亲的病
是不会好起来了，只可
能越来越严重。她的离
开，意味着故乡远离了
我，意味着我这只从故
乡放出的风筝断了线，
飘在空中，眼睁睁地看
着故乡在千里之外，在
我一眼望不到头的地
方，喂养着那里的人、那
里的物。这次，为劝母亲
离开，减少我对她的牵
挂，姑姑说，等病好了就
回来，家还在这个地方。
姑姑所说的家，无非就
是这三间瓦屋，而我心
目中的家，又在哪里？

车子一路向前，在
暮色四合中进入了我
生活的小城，城里华灯
初上。我把母亲安顿好
后，念初中二年级的女
儿问：爸爸，我们今年
过年在哪里过呀？这个
心灵敏感的孩子，一句
话触到了我心里的痛
点。是啊，每年回去过
年，我们大包小包，只
为和母亲团圆在一起。
今年，母亲是回不去
了，故乡的年也回不去
了。我强忍着泪水说：
我们陪奶奶过年，奶奶
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在
这里过年。女儿也意识
到了奶奶的病情，丢下
一句：去年我们在老家
过的年，估计是最后一
个在老家过的年了。

女儿从出生到现
在十几年了，每年春节
前跟着我和妻子，像一
只迁徙的小候鸟，飞到
我的出生地。渐渐地，
她对那里产生了感情，
和我一样，有一种定期
相见的感觉。现在，这
种感觉在心里特别空
落。故乡，我再也难以
恣意地回望了。

那天，我接母亲的
时候，年迈的舅舅在电
话里把我和妻子夸奖了
一番，说我们有孝心。随
后，他的哽咽之声通过
电波传至我的耳朵。我
知道，他非常难过，毕竟
兄妹情深。他说他如果
有空就过来看看我的母
亲，说我母亲病重离世
后，一切要从简，带着一
盒骨灰回到老家就行，
他作为母亲的娘家人，
没有任何意见。

母亲的娘家与她
的婆家仅一河之隔，如
果说她的娘家，那个叫
八百垅的村庄是她的
故乡，住着我的舅舅，
那么，我的故乡呢？在
那片我厌倦却又苦恋
的土地上，我的父亲早
已不在了，姐姐已出嫁
他乡，唯一幸存于世的
母亲却体弱多病，不得
不跟随我离乡远行。我
再也找不到一个与故
乡拉近距离的理由，一
切渐渐远了，在我奔波
的人生旅途中。

故乡远了

以前有很多笨笨的小孩。现在
好像看不到了，身边几乎所有的孩
子都很聪明，至少在某个赛道上有
优势。

上次有朋友让我给读初一的
孩子推荐几本书，我推荐了石黑一
雄的《克拉拉和我》，觉得算是有点
阅读难度的。结果没几天，孩子把
读书笔记写回来了，原来人家读的
还是英文版。失敬了，失敬了。

太多优秀的孩子了，我都有压
力(当然我也不配和孩子比)。那些
跑得慢一点的孩子，压力会好大
吧？

上周一的早上，我在电梯里遇
到邻居家的小孩，穿着校服。我说，

“早啊。”其实我感觉他已经迟到
了，因为每到上学的时间，电梯里
全是穿校服的小孩，而我遇到他的
时候，电梯里都没别的小孩了。

他说：“我的皮鞋找不到了。”
我知道他们周一晨会要穿规

定的服装，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爸妈
为啥没帮他把鞋子找好。我说，以
前我们家那个大哥哥也有好几次
是这样，找不到领带或者皮鞋，宁
肯迟到，也比晨会着装不合格好。

孩子的脸上这才有了点笑容，
说“是”。

我真的挺心疼这个孩子的，他
多惶恐啊，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
监督他，包括电梯里拉着一条大狗
的大半生一无所成的阿姨，都有可
能质疑他为什么迟到。他匆匆忙忙
地解释，他躲躲闪闪地走出小区。
他走到学校去，心里有一些别人一
眼就看得破、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可
以成立的借口。

我家住在小学旁边，早上我总
在小孩上学之后、大人上班之前，8
点钟左右去遛狗，每天我都会看到
这样的小孩。快迟到了，他们的爸
爸或者妈妈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
跑，或者一个人哭唧唧地往学校
走，本来就晚了，一哭就更慢了。或
者可能听到学校早会集合的铃声，
心如死灰，站在那里放声大哭，好
像哭完就不用上学了似的。

小时候我也总是这样，上学之
路无比坎坷。有一次我忘了带蜡笔
去学校，如果没有蜡笔，美术课就
没办法上，于是匆匆忙忙回家拿。
那时候忘了东西，都是回家拿，没
人会给你送去。结果我抓着蜡笔盒
往学校赶，到学校才发现一路走一
路丢，一盒蜡笔已经没剩几支了。
于是我又执着地回家去取，可家里
已经没有了。本来每天我都是早早
去学校的，结果跑了两趟快迟到
了。我一路走一路哭，艰难地扫描
着脚下每一寸路，搜索自己丢掉的
蜡笔。

不记得最后有没有找到蜡笔。
直到现在，我手里如果抓着东西，
就会紧张，总担心会扔在某个地方
找不到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童年
阴影。

所以，遇到迟到的小孩子的那
些早晨，遇到没穿皮鞋的小孩子的
那个早晨，我都很想对过去的自己
和眼前走得比较慢的这些小孩说：
哭啥啊？继续走，都会过去的，啥事
都没有！

□石泽丰

【在人间】

□丹萍

走得慢的小孩

【有所思】

合欢树下的故事

□高绪丽

【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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