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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亲情需要边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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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我从未找
到这三者的界
限，它们有
边，难以跨
越，局限，如
同四川这个盆地意识，我经常遇到老
乡，问他们为何要离开重庆，都会说，
不想一辈子在原地待着，那会局限自己
的发展和想象力。
后者，更致命。跟着博尔赫斯穿越

迷宫时，一个人他如何选择，界线究竟
是什么？
丘吉尔说，你不面对现实，现实就

会面对你。他还说，当我们不会
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
娇惯，畜生便产生了。

而女性，面临社会和世界
时，更多的界限，限制了她们的
发展和声音。界限因我们而设，我们为
打破界限而生而行，如果我不说，谁会
为我说话？如果我不能说话，那像我一
样成长背景的人，那样的女性，她们都
没地方可以说话。我不仅是在为我自己
说话，也是在为她们说话。

竞争、和解、共生
同一个父母生下的兄弟姐妹，生长

之中各有各的境遇，相貌和聪明，生活
的条件不同，加上父母的溺爱也不同，
产生的矛盾也是根深蒂固。有一个朋友
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其
父好不容易
办了移居香
港，父母只
能带走两个

孩子，而她家是三个孩子，最小的是婴
儿，当然得带走。父母决定留下老大。
可是还想显示公平，让老大老二抓阄，
父母做了手脚，无论老大抓哪个纸团，
上面都会是“留”。结果老大留在内
地，老二跟着父母到香港。老大跟老二
的人生轨迹从此完全不一样。这个故事
的残忍是，当老大多年后，拼尽一切来

到父母身边，才发现当年抓阄的
真相，这真相太残忍，同是母亲
身上的肉，一个得到爱，一个失
去爱。他们后来相聚在另一个国
家，母女关系糟糕，故事一点点

展开，最后姐妹和解，可是与母亲呢？
一切都晚了。
我与母亲的关系，用了两本书来探

求，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一直延伸到现
在，经过大半世界，恩恩怨怨，随着时
间的流逝、父母的离去，渐渐地达成了
和解。
如果天再下雨，我们回到我们幼年

时，母亲的大床下只有一双雨靴，相
信，不会为之争夺，不会用尽诡计，会
公平地说，今天下雨雨靴是老五的，下
次下雨雨靴会是老六的。

虹 影

局限、界限、边界（外一篇）
疫情以来，好久没有

去彩丽的果园看她了。果
园位于北京的昌平区，那
里曾经出现过一些疫情，
这一规避就是一年多。我
们每年都会在各种假期里
结伴去昌平彩丽那里，她
是个极其热情的人，喜欢
朋友们到她那里聚会。
彩丽是个成功的餐饮

界人士，她还是北京西餐
协会的副会长，她的巴西
烤肉连锁店在北京有好几
家分店。我喜欢她家的烤
肉吧，主要是沙拉很好
吃，土豆沙拉鸡蛋沙拉都
是我的最爱。每次去她的
餐厅最喜欢取的并不是肉
类，而是那几种沙拉，别
的餐厅是没有的。彩丽年
轻时候是北京私下里聚在
一起练习歌唱的群里的一
员，当年也曾经去考过中
央音乐学院的。她是个女
中音，现在年纪大了，声
音更厚重低沉了，却早已
不唱歌了。
做个成功的商人很棒

啊，现在的她拥有大片的
果园菜园、小别墅，天天
在北京远郊的园子里忙
活，戴着草帽，穿着平底
鞋，蹲在地里弄草松土，
站在果树下面剪枝喷水。
她曾经跟我说，自从她有
了这一片果园以后，天天

沐浴在郊外的阳光下，心
情越来越好，抑郁症都好
了。哇！她难道还有过抑
郁症吗？
彩丽跟我说过，她的

经历丰富多彩，其中不乏
艰难凄苦，经历过低谷、
失败还有背叛，出过严重
的车祸，牙齿都撞掉了，
还有被闺蜜夺爱，事业上
的挫折……彩丽绝对不像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直是

事业成功一帆风顺的样
子。“有时间我跟你好好
聊聊，你也给我写写。”
她曾经对我说。我有时候
想，成功的道路上毕竟伴
随各种各样的负面记忆，
有句古诗叫“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想来这就是真理。

我们几个伙伴
一个团，每次去彩
丽的果园聚会，一
定结伴同行。这里
面 有 80年 代 出
道、至今活跃在T型台上
的超模钰洲，身高近一米
九，站在人群里总有点鹤
立鸡群的意思；从中国图
书进出口公司退休的老
颜、小燕夫妇，老颜的车
技一流，是我们最可靠稳
定的司机；巴佳，《作家
文摘》的编辑，曾经的电
视台播音主持；还有小
康，电影人，毕业于美国
南加大著名的电影学院，
学的是制片专业。再加上
我，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
团，在公认的“团长”老
颜的带领下，每次都是驱
车前往彩丽位于昌平的果
园，来一次嘻嘻哈哈快乐
无比的旅程。
近期北京的疫情趋于

稳定，昌平地区早已解除
了危机。彩丽也几次热情
地邀约，问我们什么时候
再去。于是，春节期间，
我们终于约起来，恢复了
去彩丽果园相聚的节奏。
彩丽的小屋，依然是

优雅和温暖的。那么大的
果园，几栋小屋镶嵌在其
中。彩丽说她在计划这几
栋房子的时候就是不想把
屋子建得很大，就是要小
小巧巧，安静秀气的。夜
晚来临的时候，她会把窗
帘拉上，屋子里明亮和温
暖，而屋外是大片的菜地
和果园，有各种蔬果正在

地下无声又蓬勃地生长；
星星和月亮在遥远的天空
闪耀，笼罩住了这片孕育
着勃勃生机来年就会郁郁
葱葱的土地。果园的女主
人，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彩
丽置身在她的小房子里，
坐在桌边削着去年摘下的
苹果，脚下有她的一只天
天在外面疯玩儿毛色有些
脏脏的肥猫，门外，还有
一胖一瘦两只狗躺在小窝

中。这种情形，让我想起
曾经送给她的两本书，那
是一个美国老人塔莎奶奶
在自己的小庄园里的生活
图本。那位年过六十的奶
奶在买下了小庄园之后，
就用双手建立了一个花园
小村，由小河、小船、小
房、小作坊、小动物，还

有织布机组成的美
好家园。看过那个
图本，谁不为之向
往啊？在喧嚣繁杂
的都市中，竟然会

有这一处世外桃源，简直
就是梦中的景象。而眼前
的彩丽，不就俨然是一个
中国的塔莎奶奶吗？
推开小屋的纱门，看

到正在忙碌的彩丽。寒暄
之后，忽然发现她的面色
稍显疲倦，一问之下，她
说，昨晚她发飙了，把桌
子都掀了！啊？

过节期间，彩丽这里
几乎天天都有朋友来访，
这是彩丽喜欢的事情，她
在朋友中忙碌着，在欢快
的气氛中，她给朋友们拿
出库房里存放的菜蔬，下
厨做饭，煎炒烹煮，她会
问朋友们，想吃什么呀？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来的各
位朋友都喜欢开心地在她
的餐桌上大快朵颐。但是
头天晚上，来的几个朋友
在她紧张烹饪的同时，一
直在另外的桌子上玩麻
将，连着玩儿了多少个小
时完全忘记了时间，以至
于彩丽连着催了四次他们
依然不想收手。最后，彩
丽一气之下，冲到牌桌
边，猛然掀翻了牌桌。
“彩丽，做得对，就

该掀了他们！”我除了小
时候八九岁的时候曾经在
爸爸的指导下摸过几下麻
将牌，从来都不去接触牌
桌子，是因为我根本没有
时间消耗在那上面。如果
玩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
步，那绝不是游戏，那近
乎让人上瘾的“毒品”。
那天我们在开心中度

过。桌子上有彩丽做的干
烧黄鱼、洋葱鸡蛋沙拉、
脆炒莴笋、竹笋烧肉，还
有钰洲早就要求的彩丽式
炸酱面。窗外有大群鸡鸭
鹅的叫声陪伴，室内是这
一桌朋友的欢声笑语。彩
丽的面色红润起来，倦态
随之一扫而光。

吴 霜果园再聚

过年前大扫除，我妈理出来一批她
买的书。头一本是《任性宝宝怎么教》，
接着是《聪明教学7原理》《让孩子越玩
越聪明》《孩子受益一生的专注力训
练》……看得我脑壳巨疼。好些书至今
连塑封都没有拆，充分贯彻了我妈买书
的“标题党”原则：标题就是咒语，图书
就是良药。甭管好不好、贵不贵，买回
家里摆一摆，就能“药到病除、立竿见
影”。

书商们应该最喜欢我妈这样的顾
客。我妈未必是个爱看书的人，但她绝
对是个爱买书的人，并且始终如一地热
情跟风。外孙女酥酥还没有出世，她已
经将一大箱全彩的《十万个为什么》买
回了家，至今压在暗无天日的橱柜底
层。古今中外教育思维的书，堆起来比
酥酥还高。听说编程火，书架上多了
《少儿编程》《趣味编程》等等。至于奥
数的书，那更是以集团军的规模，列方
阵出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买了好几
套，并且没有一本被打开过。她的书桌

上盖着一块布，掀开布，可以看见《门萨
横向思维与逻辑推理》《中华国学经典
启蒙》《小学生诗词必背75+80》……千
真万确，一本闲书都没有，全是小孩子
一见就想夺门而逃的书。

记得马伯庸写过一篇
《末日焚书》，要是哪天我
们小区遭遇酷寒，需要烧
书供暖，我妈一定能贡献
出巨大的能量。

一开始，我也劝她：“买自己想看的
书，不要给酥酥买书！”但我妈置若罔
闻。以前她老往上海书城跑，现在会网
上购物了，我打开邮箱就能见到她新下
的单。凭良心说，我妈有几本书是买得
挺不错的，作者、内容皆靠谱。可是不
知怎么回事，多年来她养成了一种强大
的特异功能：再好的书，只要是她买回
家的，就无一例外被打入了“冷宫”，连
她本人都不会去“临幸”。

书买多了，我妈的口头禅也跟着
“标题化”。酥酥一做数学题，她就在边

上高喊：“思路要对！”全家正吃晚饭，她
忽然冒出一句：“学习都是艰辛的！”大
家正在看奥运比赛，她冷不丁冲出口：
“做任何事都要有毅力！”期末考试后，
我妈在厨房压低声量以谍战片语气，严

肃地盘问我：“酥酥数学
到底考了几分？”“这件事
情……酥酥特地强调过，
不能告诉外婆。”

上海外婆的严厉程
度，恐怕是众所周知的。有个小美女的
外婆是语文老师，我们都很羡慕。小美
女的妈妈说，孩子去外婆家，晚上失
眠。这才九岁啊！我震惊了。酥酥分
析道：“人家外婆是凶，我家外婆是烦。
我不怕凶，我怕烦。”

谁不想尽孝啊！鲁迅是个大孝子，
五十多岁时买张恨水的小说寄给妈妈
消遣：“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
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
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
书局寄上。”我也愿意给我妈买小说，但

我妈年轻时看不上琼瑶亦舒金庸王朔，
现在的文学更是碰也不碰。我妈让我
给她买过的书极其有限，一是钢琴乐
理，二是书法字帖，都特别阳春白雪、空
谷幽兰。有时候，“无聊”是种惠人惠己
的品德，但我妈完全办不到。她最大的
问题是不能自甘平庸，松弛不下来。

既然我妈不能停止买书，我只能心
如刀绞、视而不见。朋友劝我，她婆婆
花几万元买保健品，照样拦不住。书好
歹安全，就只当是买书来派遣心头狼奔
豕突的焦虑。

这些书就好比《爱情神话》里老白
姆妈充满爱的乐扣乐扣，装满红烧肉、
油焖笋，塞进儿子冰箱里，心就定了。
至于能不能消化，不要紧，那是另外一
回事。

指间沙

家有潮妈

中老铁路开通，举世瞩目。在这条“高颜值”长达
千余公里的标准轨（轨距1.435米）铁路出现以前，老挝
只有一条从泰国延伸来的3.5公里的米轨铁路（轨距1

米）。
米轨铁路，我曾亲见。那年，友在滇红河州工作，

邀自驾游“碧色寨”，当时，《玉观音》（外景地）热潮未
息，我等也算“追
剧”一族。抵寨，
陈旧空寂，唯方
块字“大通公司”
拱形门楼显眼，

歇山式黑瓦屋顶也存古意，泥红围墙内旧舍可见，憾
大门紧闭。道侧下坡，两道铁轨抢眼，对面白底黑字
站牌醒目，心绪顿畅。法式砖木结构的车站，一楼一
底，红瓦黄墙。站虽短小，楼前照样有钢架遮雨廊。
木条靠背椅上方，直径约40厘米的罗马字时钟贴墙
成直角耸出。寨名石碑在旁，背书“碧色寨车站位于
蒙自草坝镇碧色寨村。1903年《中法会订滇越铁路
章程》使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和通车管理
权，1903年开始动工修建，1909年通车至碧色寨，
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车站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
里，是我国最早的铁路车站之一……”读着不禁怀想
连连。
一位身穿齐整铁路制服的中年汉子满脸笑容地迎

来，交谈甚欢。他是当地人，热爱这份工作并以为荣，
谙熟碧色的历史故事，所以听他“数家珍”远胜导游：百
年前，这个叫“坡心”的小村才十几户人家，因建车站，

一法国驻蒙自的官员发现此地依山傍水
景色佳美，便取名碧色寨。铁路为法掠
夺个旧锡矿打开方便之门，云南商家为
与之抗争，自筹资金修建了个旧至碧色
至石屏的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民营铁

路，而其轨距仅600毫米，亦称寸轨。两条铁路交会于
此，碧色寨迅速繁华起来，商号货栈、酒店咖吧、海关邮
局、贸易行、警察局等应运而生，劳工、富商、洋人、美
女，出没往返，最高时人口有3万之多，享小巴黎之誉。
传说护国讨袁的蔡锷将军曾乘火车经停碧色，袁派刺客
假扮当地绅商向蔡敬酒，
蔡嘱副官下车代谢而被杀
害，蔡将军幸免于难。碧
山小学在抗战期间曾是抗
日革命活动据点……保护
点正在修复，但客运早停
了，现在一天也只有一二
班货车。“云南十八怪，
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就
是一怪！”资深铁路员工
风趣又自豪地说。斜晖璀
璨，碧天清澈，远山曼
妙，米轨蜿蜒。跳下站
台，我弯身抚摩锃亮米
轨，感受到它的温度和历
史厚重……

2013年，碧色寨列
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随着影片 《芳华》
（取景于此）热映，碧色
寨旅游愈旺，米轨观光火
车爆红。但愿文物如故，
不过度开发，让它像诗一
样长久地存在。

吴道富

碧色寨米轨

我是一名八旬老人，退休赋闲在家，无事时喜欢
动动笔杆子。是贵报的老订户，老读者。我非常钟情
于“夜光杯”这个版面。我知道它要求高，要想在这个
平台上发表文章，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谈何容易。
然而，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念想，偶尔也给它投投稿，
结果可想而知。

究其原因，读了贵报10月13日发表在“夜光杯”
上任老写的《我爱看喜剧》，全文还不到一百字，和韦
德锐老师写的《向任老致敬》一文，才使我的心情豁然
开朗：肯定是以往投给贵报的文章写得太啰嗦，废话
多，不切题，编辑老师当然看不中。现在又读了这篇
短文，细细琢磨，才使我大吃一惊，任老原来竟是一位
大名人——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而写文章却如此
惜墨如金。韦老师说得恰到好处：“这是他的文风，文
风其实也是文德，因为他不愿占报纸的更多篇幅，留
下给别的作者，使更多人有见报的机会……”

多么让人尊重的老前
辈。向任老学习，向任老
致敬！今后我一定以任老
为榜样，重整自己的写作
文风，写出一些言之有物
的文章。

魏诗佩
向任老学习

责编：杨晓晖

只 要 不
明显出错，你
的选择，我们
一定支持。

冬天里的新华路 （水彩画） 周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