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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朋友老牟性格有些低
落,平时老牟都笑呵呵的。

老牟是我一辈子认定了的朋友，我
决定请他出来喝喝酒，舒缓一下情绪。

酒桌上我问老牟：“最近咋啦，总是
很忧愁的样子，是不是王哥找你的20万
钱还没还？”老牟挥挥手说，不是钱的事
儿，是我老婆脾气有些糟糕。是不是到
了更年期啊?

老牟举例说，他前不久在家里啃一
只卤鸡腿，老婆冲进来，抓起鸡腿就往
垃圾桶里扔了。我问老牟，是不是她不
喜欢啃鸡腿，让她烦躁了。老牟叹了一
口气说，不是啊，以前我陪她看电影，常
常买了卤鸡腿，两人在影院边看电影边
啃鸡腿，我们恋爱时也喜欢这样。老牟
说，他很怀念从前的时光。

前不久的一天，老牟才对我说，是
他对不起老婆。原来是今年放假的一
天，老牟把卤排骨端上桌子，才发现 50
多岁的老婆，牙齿已经掉了好几颗，啃
不动排骨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父
子俩吃着卤排骨。那一刻，两个男人突

然想流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便带着
妈妈去补了几颗牙。晚上回家，妻子拥
抱了老牟，向他表达歉意。儿子临走前
还对老牟说：“爸啊，你在家要对妈妈好
一点。”老牟感慨说，从今以后，他要对
妻子态度好一些了，因为他发现，从前
那个衣着光鲜的女人，在岁月里开始渐
渐老去，女人最焦虑的，或许就是独自
要穿过的这一段心灵隧洞，最好的办
法，就是彼此的陪伴。

关心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或许真
可以从这些细微的地方开始。比如，母
亲的牙齿，吞咽着岁月里的苦楚，到了
一定年龄，她的牙齿还有多少颗，你又
知道吗？

有一年我去乡村，看望一个童年的
伙伴。朋友打工去了。瓦房四周，杂草
淹没了路，门前的石头被青苔覆盖。

我推开虚掩的木门，看见一个老太
婆，手里端着一碗稀饭，正艰难地咀嚼
着。我看清了，她嘴里其实没牙，都掉
光了。房顶上，有几块玻璃瓦，阳光透
下来，照着老人耀眼的白发。

我看着老人，她用没牙的嘴吞咽
着，我看见了她嘴里的舌头在翻动。我
顿时难受起来。我想起在这个乡村，还
有多少这样没牙的老人，独自咀嚼着人
生中荒凉的日子。

老人回头望见了我，她像鸭子吞食
一样，喉头一个痉挛。我把 200元钱送
到老人面前，轻声地说：“老人家，我从
城里来，是您儿子的朋友。”老人慌忙把
钱要还给我，哆嗦着说，“我有……我还
有钱哟。”

我执意把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有
些孩子一样的羞涩。她说着客气的话，
然后把钱包在一张手帕里，慢慢缠紧
了，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我问，老人家，您这牙，掉了多少年
啦？老人嘻嘻嘻笑了起来，因为没牙，
她的嘴里有些漏风。老人感到有些不
好意思了，她用手蒙住嘴，我看见她薄
小的手背上，是蚯蚓一样的青筋爬着。
我听见从她漏风的嘴里说出的话：“这
牙啊，掉了好几年了……”老人说，最后
一颗牙，她在做梦时掉了，醒来时，牙落

在了枕边。
最后一颗牙掉后的一个月，就是这

个老人83岁生日。生日那天，在城市安
家的女儿回家，给母亲煮了一碗寿面，
母亲在院坝里独自吃着面条，流出的口
水都把胸前打湿了。女儿要把母亲接
到城里居住，母亲拗着不去。她还是留
在乡间，佝偻着腰，给蔬菜浇水，给小鸡
喂食，把鸡窝里的鸡蛋拣起，一个一个
攒着，送到城里女儿的家，留着给打工
的儿孙回家吃。

我同老人聊着聊着，她疲倦了，接
连打起呵欠，后来，就靠在阳光下的小
板凳上睡着了。老人张着没牙的嘴，口
水再次流了出来。

那次我回到城里，去商店买了牙膏
牙刷，给母亲送去：“妈，您要坚持刷
牙。”母亲很惊讶：“儿啊，我现在可是天
天刷牙。”我说，妈，您把嘴张开。母亲
听话地张开了嘴，我认真数了数，72岁
的妈，嘴里还有11颗牙。

在外漂泊的孩子，记得你的母亲，
嘴里还有几颗牙吧？

第一次知道“心有猛虎，细嗅
蔷薇”这句话是因为李安的电影：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每一个心
思缜密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拨动心
弦吧。后来知道原句是英国诗人
西格里夫·萨松的那句：“In me
the tiger sniffes the rose.”因去世
而刷屏的诗人，余光中的中文翻译
是：“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大
师就是大师。英语里蔷薇、月季、
玫瑰都有“rose”,这里直译成玫瑰
就过香艳，翻译成月季又太俗，蔷
薇实在是最精妙的词。

蔷薇科的蔷薇、月季和玫瑰是
三姐妹，其中蔷薇是最文艺的。蔷
薇一年只开一季,一年 365天，330
天的寂寞修炼，换得 30多天的浓

烈缠绵，不要说值不值，有时候在
街角，忽然看见哪怕一丛蔷薇，也
是感觉非常惊艳。

小时候老家河畔有人家菜地，
菜地的分界线就是野蔷薇和木槿
花。初春刚停下脚步，蔷薇就抽出
嫩芽，茁壮的红绿色，那时候缺少
零食，嘴馋的我们便常将蔷薇嫩条
的皮扒掉，多汁的蔷薇茎酸里微
甜，别有风味。

等到五月，蔷薇的茎叶便生了
好多硬硬的小刺，可以作为菜地的
篱笆了。野蔷薇花也开放了。还
有邻居家篱笆的蔷薇七姐妹，花瓣
粉色，花开极为绚烂，真正是花开
到荼靡，花瓣一簇簇一丛丛拥挤在
一起，三个手指头一捏，花瓣就会

掉落下来，于是采集了好多好多的
蔷薇花瓣，清香袭人。可惜那时候
父母忙于劳作，没有闲情帮我做个
期盼已久的香艳蔷薇花瓣枕，只能
将大把大把的花瓣倒在门口，让春
风吹来荡去，落英缤纷。

少时读《红楼梦》，其中有个龄
官画蔷的情景，画面美并令人感动
得窒息。大观园僻静的蔷薇架下，
五月的花开得那叫一个繁盛，蔷薇
花瓣是粉白的小脸，千万朵齐齐盛
开一路婆娑娉婷，花香也细细地缠
绵在尘世中。花瓣落下处，有个寂
寥的女子，蹲在扶疏花影的篱笆下
用簪子，一遍遍在地上写字，脸庞
上流着泪，就如蔷薇花瓣上的露。
宝玉随着女孩手中簪子的起落，辨
出她在不停画着蔷字。来去竟画
了几千回，把痴情的宝玉都看痴
了。这个叫龄官的丫头，画着心里
人的名字，蔷，贾蔷。如此痴迷的
爱就如蔷薇，带着刺美得心疼。开

的时候铺天盖地，落了，一地残红。
大概因为蔷薇依附而生，所以

我们老家称为“霞靡靡”，听起来仿
佛是花开荼蘼，好绚烂又令人伤感
的情景；那意味深长的靡靡，又让
我们常常想起那时候最红火的歌
手邓丽君，都说她的歌曲是靡靡之
音，大街小巷却都是她的歌声，时
光荏苒，唱歌的人已经离去，那“霞
靡靡”的花儿却依然灿烂如昨。

五月的城市马路和小区，有好
多蔷薇，老外国语围墙、南徐大道
花鸟市场山坡等地的蔷薇已快落
幕，不过随便在哪里，看见掉落一
地的蔷薇花瓣，就常让我想起那芳
香蔷薇陪伴的童年。

苏城舞会
巴尔扎克的小说，描写一个贵族小姐爱米莉的不

幸婚姻，这个故事是从电台听到的，多年前电视还不
是很普及，更别提智能手机了，很流行听广播。

那时候下午放学很早，回家后先要做晚饭，我总
喜欢把半导体放在水池边的窗台上，一边洗菜一边听
广播。这个故事印象很深，是上海译制片厂录制的广
播剧，丁建华、乔榛的表演，声音很磁性，感情很投
入，我听了很多遍。爱米莉的一些台词至今还记忆犹
新，“女人肥胖算是不幸，男人肥胖简直就是罪恶。”

“诽谤自己的祖国，难道不是一种丑行吗？忠于祖国，
是各国人民的美德。”“一位巴黎女子，可以跟她的爱
人跑到沙漠里去住帐篷，但是绝不会坐到店铺的柜台
里。”

主人公高傲的门第观念和好挑剔的性格毁掉了她
的爱情，为了自己不成为老处女，只得同年迈的舅公
结婚，故事结局年轻美貌的爱米莉耐心地陪着年迈、
苍老的伯爵丈夫打纸牌，令人很感伤。

这篇小说对我的影响挺大的，觉得生活总是出人
意料，从此也比较偏爱像龙格威那类刚毅又有点忧郁
的男人。

病及其他
上周五白天一切都挺好的，哪知道晚上就病了，

正应了乐极生悲这句话。半夜里，忽然醒来，感觉喉
咙又疼又肿，火烧火燎的。

周六上午，陪女儿去一个熟识的儿科医生处复
诊，也请她顺便帮我看看，她娴熟地拿起一块压舌
板，我听话地张开了嘴，习惯了她给小孩子看病，看
见这滑稽的情形，我、女儿、我的医生朋友都笑了。

晚上女儿画画，我坐在她一边准备读一本旧书。
我让她把桌旁的一把椅子移到我这边来，她很自然地
问，你是要搁脚吗，要不要拿包小而香瓜子给你。我
一时竟愣住了，我从不知道女儿这么了解我的习惯动
作和喜好。许久，我温柔地谢她，告诉她我今天喉咙
疼，不吃瓜子。

天目湖
前不久去了天目湖，早晨 7:30从镇江出发，两小

时的车程便到了。雨后空气润湿，一路上只见深深浅
浅的绿，未免觉得单调，直至进入景区，眼前顿时一
亮，各色的蝴蝶花、桃红的杜鹃、还有些叫不出名的
小花衬着青山、绿树、碧水煞是好看。

起初天空中还飘着丝丝小雨，渐渐地雨停了，天
色变得越来越明朗。我们按照导游推荐的路线走：先
去登状元阁，一座三层的楼台，上面有唐代至清末736
位状元的生平，然后看吴桥杂记表演 （只是个草台班
子表演了转盘几个传统节目） 接下来去山水园酒店午
餐，品砂锅鱼头汤，这可是促使我不远几百里来天目
湖的动力啊，汤虽没有想象的好滋味，我还是连喝了
两碗。

用餐完毕继续游览，坐游船上到龙兴岛看蝴蝶谷，
里面是三个展馆，陈列着各种蝴蝶标本，然后看动物表
演，有趣的是岛上有孔雀，冒冒失失地从山上冲下来，自
然被人追着拍照。在乡村田园岛上看到了号称“天下第
一”的一把紫砂茶壶，大家纷纷攥着壶把拍照，还互相调
侃，“把把壶（和），这样打麻将赢定了。”一路上还可以采
茶、踏水车、牵驴推磨，倒也有趣。

同行中有人说不就是一个大水库吗，没西湖的浪
漫传奇，也没太湖的曼妙自然，状元阁太俗、杂技和
动物表演太劣，沙砂鱼头也不过如此。也许是那天心
情绝佳，天目湖给我印象极好，就一日游来说那里是
很不错的去处，特别对老人和小孩而言。

苏州冯老师
因为冯老师的缘故，对苏州有种特别的感情。
冯老师是我初一的班主任，教语文，尤擅作文教

学。风趣开朗，教我们时也就二十出头，高高瘦瘦的
一个大男生。那时候我们一帮十三四岁的男孩女孩远
离父母，独自在苏州求学，因为冯老师的缘故，这段
原本清苦的时光连同白寺塔、校对门的阳春面、街角
的油炸糕、桃花坞的电影院，多年后成为我们记忆中
最美丽的风景。

也许因为我们是住宿生，印象中冯老师每天跟我
们在一起的时间特别长，白天给我们上课，晚自习带
着我们排课本剧、做智力游戏，星期日去郊外采风、
组织球赛，生活丰富多彩。班上的女同学对他都有一
种说不清的情愫，最记得一个雨天我们几个女生围在
二楼栏杆看风景，正巧冯老师跟一个女生合撑着把伞
在楼下经过，边走边谈，那一刻我们几个都没说话，
真希望在伞下的是自己。

今年“五一”再次见到冯老师，二十年不见，他
依然那么年轻，写书、办学校、还在甪直自费开设了
全国唯一的作文博物馆，供游人免费参观，日子过得
忙碌而开心。

这么多年冯老师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执著前行，
亦文亦商，做得很成功，作为他的学生，真为他高兴。

上班途经南徐大道，一阵阵类似
玫瑰花的清香时而扑面，不由转头向
路边寻找。原来，山脚下紧靠路边的
蔷薇花已经悄然盛放！

白色的、粉色的、红色的花朵，挤
在绿叶间，一团团、一簇簇，好不热闹。

蔷薇花的攀附能力很强，肆意在
坡石上拓展着自己的疆域，大片大片
地张扬着生命的活力，仿佛一大张的
彩色锦缎铺陈在面前。有的蔷薇花甚
至爬上了树腰，在深绿色的树丛中，像
星星般炫耀着自己明亮的色彩，正是

“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头”。
美景在侧，车速不自觉地慢了下

来。定睛再看，盛放的岂止是蔷薇花？
红彤彤的杜鹃花同样开得热烈壮

观，密密麻麻如同云霞般延绵在绿叶
上；紫色的鸢尾婀娜多姿，东一丛、西
一簇，像是哪位风景画大师不经意的
几笔，与身旁的绿树红花相映成趣。
还有，草丛里的那些不知名的野花，橘
黄、玫红、湛蓝……影影绰绰，又不甘
配角地跳出来。

停驻，放眼，“城市绿肺”的边缘
上，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不同的树木
品种，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色，间或穿
插着深红色的枫树和垂满一团团白花
的槐树。山坡的绿道上，有三三两两
疾步快走的晨练市民，还有些遛狗的
人，悠闲地跟在小狗后面。

对路人来说，宽达百米的南徐大
道是他们畅行的捷径。对看风景的人
来说，这条高颜值的南徐大道，则将山
与城“分隔着联系到了一起”——路北
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路南是树木
葱茏的幽幽南山，一条大道居中，将

“城市”和“山林”地理分割。但这条大
道又将“山与城”有机结合于一身，因
为大道中央宽数十米的景观带，和路
两侧的绿化带，凭借已经长成的各色
花草树木，使得整条道路俯瞰时更像
是一条彩色地毯，串联着城市东西，使
得城市山林自然衔接。

多数时候，上班途中只顾匆匆赶
路，无暇顾及路边风景，只想着快点可
别迟到，心中念着昨天未完成的工作，
或是充斥着一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

偶尔放缓速度、停车驻足，路边的
风景竟是如此迷人。“人生就像一场旅
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
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此情此
景，不正是这句话的鲜明写照嘛。

这样想着不由心情大好，进入闹
市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竟然也不
似平常那样令人烦躁。我想，不如把
自己当成一名游客，来欣赏一下这个
日日生活的城市。

正是上班的高峰时段，大街小巷
人来车往，川流不息却井然有序。路
边的早点摊前，几位年轻人戴着耳机，

正在等待老板娘现场制作煎饼。只见
她像表演似的，用一张薄木片在一团
面糊上迅速地转了一圈，立刻一张圆
圆的薄饼就出现在锅面上，紧跟着敲
上一只鸡蛋，抹上甜面酱、香辣酱，再
加点新鲜的生菜和烤得冒油的肉片卷
成卷，眨眼间一块令人垂涎的煎饼就
完成了。

路边不时出现的锅盖面店，现在
也是最忙碌的时候。锅盖面颇受镇江
人的喜爱，一些知名度高的面店通常
是排着长队等候。只见几家锅盖面店
门口的空地上，简单的桌椅前座无虚
席，食客们毫不顾忌旁边走过的行人，
低着头吃得有滋有味。其中，不乏一
些穿着正式的人。通过店面通透的大
窗口，可以看到热气腾腾的大面锅前，
伙计正在捞起长长的面条。

……
心境一变，眼前的一切似乎变得

生动可爱起来，往日习以为常的情景，
竟然就是一道道美丽鲜活的风景。同
时，心情也愈发轻松起来，或许这就是
佛家所说的：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
则烦。原来，我们的身边并不缺少美，
只要你有一颗快乐的心，处处都能看
到好风景。

不知不觉，上班的地方已到跟前，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随笔四则
□ 刘 蓉

妈妈，让我看看您的牙
□ 李 晓

上班途中做游客
□ 蕙 欣

细嗅蔷薇
文/图 李 军

《经典常谈》朱自清 著 中华书局
定价：20.00元

一本普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
经典佳作。

《一升露水一升花》朱光潜 著 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价：45.00元

朱光潜美学散文精选，收录30
余幅东西方艺术名作。

《孤独是生命的繁华》余华 严歌
苓 余光中 等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定价：39.80元

孤独是灵魂的远游，思想的凝
华，境界的跃升。

《人的城》《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定价：52.00元

《散文海外版》2017 年精品集。
收录铁凝、莫言、迟子建等著名作家
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