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

身体是我们行走于尘世的容器，一
旦这个容器里的东西出了故障，幸好还
有医院这个地方，接纳不合格的身体并
进行维修。

去医院探望一位住院的友人，与他
同病室的有一位姓王的老人，来自乡
下，高血压导致脑梗，意识清楚，尚能言
语，但插着胃管靠鼻饲流食。护理他的
是从省城赶回来的儿子。我常见老父亲
的手一直拉着儿子的手不松开，父子俩
长久无语，老父亲那瘦骨嶙峋的手，青
筋鼓凸似一层薄土里的蚯蚓。那天，王
老头哼哼唧唧，要儿子去给他买瓶老白
干喝上几口。他儿子告诉我，父亲这么
大年纪了，还在乡下种菜，每天要喝两
顿白酒。

同病房里，照顾88岁徐大爷的是他
那81岁的老伴，我问她：“老人家，为啥
不让儿女来啊？”老人笑呵呵地说，孩子
们忙，我来就行了。徐大爷患了老年痴
呆，已经认不得儿女们，但还认得老伴，
常对老伴发脾气，老伴面对徐大爷却一
直是笑眯眯的样子。

患肺气肿的刘大爷请了一个护工
陈大姐。有天刘大爷的儿子来看他，大
爷很激动，儿子临走前，刘大爷挣扎着
起身说，耽误你工作了啊。我见刘大爷
的儿子眼眶里浮动着泪光。护工陈大姐
的眼圈乌黑，这是长期睡眠不足造成
的。陈大姐的丈夫7年前突然人间蒸发，
至今没消息。陈大姐一家人的重担就靠
她扛着，她还有一个患智障的儿子以及
患病的公婆。陈大姐在医院已干了10年
护工，她轻声告诉我，在她怀里死去的
人已有7个。

一个人进了医院，就好比一辆车去
做检修或保养，修好了可以继续行驶，
没修好就成了报废车。这话听起来挺有
道理的，说这话的人是货车司机老郑。
老郑前不久进了一趟医院，做了一次手
术出来，人突然变得豁达了。他出院后，
就去买了一只卤鸭开始猛啃，说人要不
亏待自己才行。

像老郑这样从医院出来的人，我接
触过不少，他们好比去地狱门前打探了
一次，回来后大彻大悟了。命若琴弦，只
要琴弦未断，就好好弹奏。吴先生是一
家大公司的老总，事业成功，却被一场
大病击倒。我去医院探望他，给他倒了
一杯水，他一饮而尽，感叹说，这人啊，
只要活着，喝白水也是幸福的。从医院
出来后，吴先生跑到一棵大树下睡觉，
睡得真香，我在旁边听到了他的鼾声。
春天，吴先生和公司员工去郊外栽植了
100多棵树，他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抚育它们长大成林。

那年，一个亲戚住院时，我去看望
并陪伴。隔壁一个女人深夜痛得撕心裂
肺地喊，她患了胃癌，她的儿子在医院
走廊里痛苦地抓着头发哭着说：“我一
点儿也帮不上我妈啊……”第二天下
午，那女人就无声无息了，生命在世间
画上了句号。

我那位亲戚出院时，同房的病友们
有不舍的神情，有羡慕的目光。一个病
人突然大声说：“哎呀，好想吃一碗酸辣
粉，多加点辣子、大蒜！”我上前安慰他
说：“等你好了，你的家人就陪你去吃，
多加点辣子、大蒜。”那人躺在床上，笑
了。我出门时说：“再见啊！”那病人撑起
头来说：“这种地方，不要说再见。”

一些病友出了院后还保持着联系，
甚至成了朋友。老朱和老向就是这样一
对朋友，两人都在医院死里逃生了一
次，他们在医院相互安慰，让生命的曙
光照进病房。出院以后，他们常在一起
喝茶、闲聊，两家人还相约一起出门旅
游了一次。病房里的友谊，有时给人一
种生死之交的感觉。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每当面对医院大楼，这声音
就会久久回荡在心里，让我久久注目
那些从医院出来的人，看他们再次乘
上穿过隧洞的“生命号”列车，阅尽人
间风景，珍惜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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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樱

人世间，转身就是天涯，遇见就是
咫尺。打开车窗，明晃晃的太阳刺得我
睁不开眼，立马关上。但是，那群年轻人
的说笑声久久不肯散去。

盛夏外出，在高速公路长清服务区
停车，朋友去上厕所。这时，我瞥见旁边
汽车的副驾驶座上两条腿在交叉晃动，
紧接着看到一年轻小伙正戴着耳机听
歌，胳膊耷拉在窗外，手里的香烟明明
灭灭。稍后，仨小伙朝汽车的方向走来，
听歌的人从车里钻出来，他们嘻嘻哈哈
说着什么，好像商量着去哪里吃午饭。
白T恤、黑短裤、人字拖，手上戴着仿名
牌手表，却遮挡不住满脸的青涩，看样
子是刚放假的大学生，十八九岁青春飞
扬的年纪，也许是首次亮翅欲飞，以示
自己强大。当我们离开时，他们还在原
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吵闹，每人手上燃
着一支烟，就像燃烧的青春，那么桀骜，
那么璀璨。目光触碰的瞬间，我的心仿
佛被灼烫，猛地一阵痉挛。

过收费站，就在排队扫码时，汽车
一阵躁动，急刹车，与前面的奔驰车来
了个“亲吻”。朋友赶忙下车察看，前面
的奔驰车上下来两位女士，摘掉墨镜，
眯起眼睛打量。交警打手势示意去路边
处理，照例是拍照、取证、联系保险公
司。保险公司周末休息没有打通电话，
双方在路边徘徊良久，或许是天太热，
不一会儿，浑身就像水洗似的，奔驰车
主提出待上班后再处理，她们要去旅
游。于是，互加微信，互留电话，等她们
离开，我们才发动车子。抵达目的地时，
我们又与她们相遇，那辆红色奔驰车浑
身散发着傲气。出于礼貌，我们远远地
打个招呼，女车主把手一扬，如风而过，
不见踪影。

人在旅途，这样的遇见或许很快就
会淡忘，但是转而想想，皆有命定因缘。
所遇即命运，所见即众生，每一次与陌
生人的擦肩而过，其实都是与自己的久
别重逢——— 很多时候，看见他人的困
境，本身也是一种唤醒和进步。

每年暑假我都要重读《红楼梦》，
今年关掉手机闭门阅读，在畅游大观
园时最先遇见的是妙玉。我也很奇怪，
怎么会突然对她徒生好感呢？如李纨
所说“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一个
心在红尘的槛外人，性格怪异，心气高
傲，却带发修行，简直不可思议。当初
贾府专门下帖子请她来，显而易见，大
家心里都对她怀揣着一个“敬”字。元
妃第二次游大观园，进屋前先去洗手，

“忽见山环佛寺，忙另舆手，进去焚香

拜佛”，无不体现出一种尊重。宝玉过
生日，妙玉又是送贺卡，又是折腊梅，
还把专用杯绿玉斗给他喝茶用，谁又
能说她没有小心机呢？有处细节容易
被人忽略，第41回中，妙玉为贾母端上
老君眉，而不是六安茶，足可见她平日
里用心做了功课。曹雪芹连用三个

“笑”字：“妙玉笑往里让。”“妙玉笑说：
这是老君眉。”“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
雨水。”把心理刻画到极致。所以，事后
王熙凤才会说，“(贾母)从来没像昨儿

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里逛去，不过到一
两处坐坐就回来了。”

由此，我读懂了妙玉——— 过去对她
的讨厌不过是自我的心理投射。妙玉的
B面同样可人，她曾与邢岫烟做了十年
邻居，彼此帮助，互相依赖，如邢岫烟所
说，“我所认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
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如
今又天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易，
承他青目，更胜当日。”一个“遇”字，令
我大为感动，得有多大的缘分才能十年
后再次相遇。

张爱玲说，“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正巧赶上
了。”这正是遇见的第一重境界，所遇即
命运；第二重境界则是“承他青目，更胜
当日”，一直默默努力，有一天被对方刮
目相看，这是久别重逢的乍然惊喜，还
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成全？我觉得，两
者都有，或曰“悲悯”。怪不得女作家计
文君阐述《红楼梦》时说：“想必曹雪芹
行过大善，他留在人间的这点儿文字骨
血，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只有亲
身经历过这样的遇见，曹雪芹才能塑造
出如此有血有肉的人物。金陵十二钗分
明就是芸芸众生相，她们之所以令后人
青睐，莫过于人们总能通过她们看到生
命的种种艰难，遇见另一个自己。

家门口的地铁站旁边有处蔬果批
发市场，除了外地商贩，也有不少本地
近郊菜农。那天下午，朋友过来采购，遇
一老伯，年过七旬，从南山过来卖茄子。
眼看天色阴了下来，朋友决定包圆，掏
出手机支付，却发现老伯没有智能手
机。他跑进商店里换零钱，顺便带回两
瓶矿泉水、三个油酥烧饼、一块切好的
酱猪头肉，上前递给老伯，只见对方使
劲摆手，然后拽起衣襟低头擦汗，他不
由得想起自己的老父亲。旁边一位路过
的小伙见状塞给老人俩雪糕，转身骑车
不见了踪影。朋友也照做，放下东西，留
下买茄子的钱，迅速离开。等他回到家，
窗外雨过天晴，他哼唱起歌，从冰箱里
取出肉化冻，下厨做红烧茄子、凉拌茄
子，还要给儿子炸茄盒。这样的包圆，他
已经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这样的遇见，在这座城市里时刻都在上
演，只不过，很快被喧嚣的市井声所淹
没，变成一朵朵低吟的浪花。

“回家路上/我看见钻出草坪的黑
墨蘑菇/这是黑暗的地底/一个抽泣已
久的求救者的手指。”回家的路上，我想
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想起
服务区那群年轻人的说笑声以及手指
间明明灭灭的香烟，像是谁在歌唱，又
是谁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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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欢喜【在人间】

□崔广勋

父亲1943年生人，按年头比母亲小
三岁，比我年长整整二十岁，今年虚岁正
好八十。父亲是在爷爷因病去世后不久
才出生的，奶奶守寡把这棵独苗拉扯大。
艰难的生活经历，养成了父亲正直善良、
沉默寡言、隐忍而又与世无争的性格。向
来有些自卑的他对自己、对子女从未抱
过奢望。我们小时候，每当别人说“让孩
子好好读书，考上学就不用打庄户”时，
他都不以为意地“嘿嘿”苦笑两声：“盘
子里就三根豆芽，还有咱叨(夹)的吗？”
这句寓意为“根本不可能”的口头禅，至
今仍在村里老少爷们儿间流传。

我们兄妹四人都能在外工作，且日
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父亲梦里
都没想到过的。当时，他最担心的是我们
弟兄仨找不到媳妇、打了光棍。后来，乡
邻时常与他开玩笑：“这会儿三根豆芽有
咱叨的了吧？”他总是“嘿嘿”一笑不言
语，但心里能感受得到，别人能听得出，
笑声与先前比，不是一个“味道”了。

父亲成年且有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人
后，奶奶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所有辛酸、辛
劳都转化成自豪和满足，并期望能抱上
重孙子。就在我和二弟刚找到媳妇不久，
不到七十岁的奶奶突然得了脑血栓，一
年多后去世了。全村人都替奶奶鸣不
平：“刚要享福，重孙子还没抱上……”

我儿子结婚时，父母已年逾七旬。两
年后，听说孙媳妇怀了孕，父亲又是“嘿
嘿”一笑：“你奶奶苦熬了一辈子，也没熬

上重孙辈，我和你娘知足了。”这一笑，应
该是百感交集的，除了自我满足，更多的
是为奶奶遗憾和惋惜。

父母没有什么稀罕东西，他们养的
草鸡下的蛋成了我家的“专供”，先给怀
孕的孙媳妇吃，后给出生的重孙女吃，自
己则吃从养鸡场买的“洋鸡蛋”。我们说：

“都不缺，你们自己吃了吧。”父亲“嘿嘿”
一乐：“你娘不是舍不得吃吗？”从父亲的
笑声里可以体会到：东西有人吃，也是一
种幸福，而且孩子吃比自己吃更幸福。

转眼，我二弟、三弟的三个孩子也到
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逢年过节，父亲在三
两白酒下肚后，就开始念念叨叨地“催
婚”。当听到“不急”的答复时，他“嘿嘿”
一笑：“你们不急，我和你奶奶可急了，我
们都八十了……”“嘿嘿”声里，包含着对
岁月的感叹和无限的期盼。

不知是遗传还是外来因素，父亲进
入七十岁就开始掉牙，如今已是一颗不
剩，吃饭只能囫囵吞枣。为动员他镶牙，
几年前我们就轮番“轰炸”，但人家“岿然
不动”，说是嫌麻烦，说到底是心疼钱。两
年前，我给两个侄子下了“死命令”，结果
侄子联系好医生，把车开到家门口，怎么
也没法把父亲拉上车。落败而归的侄子
告诉我：“再拉，我爷爷就恼了。”

我无可奈何地批评父亲：“没牙咬不
动嚼不烂的，还能吃出啥滋味！”父亲不以
为意，意味深长地“嘿嘿”两声，说道：“有
些滋味，不是嘴里嚼出来的，是心里感受
出来的。”高小文化的父亲颇具哲理和人
生经验的话一出口，立时令搞了大半辈子

文字工作的我汗颜。镶牙这篇“文章”，自
然没有了下文，最终以“败笔”收场。

前不久，我侄女结婚，我们一大家十
八口人围坐在一起，喜庆气氛和浓浓亲
情交织、融汇在一起，已到耄耋之年的父
母喜酒还没喝，就已经脸红红的，有些

“醉”了。特别是父亲，见到久未谋面、一
口一个“老爷爷”喊着的重孙女时，高兴
得始终合不拢嘴。当重孙女懂事地剥开
一块花生酥糖，翘着脚送到弯腰驼背的
老爷爷嘴里时，父亲更是“嘿嘿”地笑得
合不拢嘴。我想，这笑声应该是甜蜜的，
起码比花生酥糖要香甜。

父亲始终张开着的干瘪嘴里露出了
一颗牙也没有的牙床。眼尖的重孙女发
现了，她满脸疑惑，怯生生地问：“老爷
爷，你的牙怎么都没有了呀？”我们赶紧
抢过话茬儿，一本正经地说：“你老爷爷
小时候不听话，吃糖吃多了呀。”

爱吃甜食可能是小孩子的天性，小
孙女也不例外，平时除了爱吃各类糖果，
包饺子时还得专门给她包三个糖饺子。
听了这话，懵懵懂懂的孙女眨了眨眼，若
有所思地说：“我今后听话，不吃糖了。”

父亲“嘿嘿”地又笑了，似是对不到
四岁的重孙女说，又似自言自语：“唉！
我小时候，哪儿有糖吃啊！”这笑声和话
语是质朴、平实的，笑声中有对自己一
辈子由苦到甜的感叹，更多的应该是对
如今称心如意生活的知足。

唐代诗人岑参说：“一生大笑能几
回。”对于人生而言，生活中能时时充满
着这种“小欢喜”，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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