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板牙小传
鲍尔金娜

前一阵闹牙疼， 心里很惆怅 。 我

总觉着， 人和牙齿的理想关系是始终

相忘于江湖 ， 不记得自己有牙最好 。

一旦被牙齿提醒它们的存在， 从来都

是单方面断交， 前景的惨淡毫无悬念。

当然牙疼也有好处， 比如逼迫人饮食

自律， 惜字如金， 非要说话时口轮匝

肌的动作也跟着秀气， 让人几乎产生

绅士淑女的身份错觉了。 只可惜人在

病痛中的思想觉悟都不高， 一心只想

回到喝可乐、 啃排骨的生活， 那么粗

俗那么好。

那天在口腔诊所的无影灯下躺着，

我听见隔壁诊室里的牙医安慰一位小

患者的父亲说， 孩子还有一年半才换

牙， 只要及时戒掉可乐， 长出健康的

恒牙还是有希望的。 “听见没？” 父亲

问孩子， 孩子不吱声。 我在屋里却不

由点头， 心里留恋地回答 “听见了”。

想当年， 我的乳牙长得很好， 但我

从没瞧得起它们， 总觉得 “乳牙 ” 的

“乳” 听着太幼稚， “恒牙” 的 “恒”

字才代表身份地位。 第一次掉牙， 我不

记得血腥， 只记得沾沾自喜。 童年换牙

大概是我们一生中唯一一次潇洒面对

自己的身体器官远走高飞的经验 。 至

于成为豁牙子的形象问题， 压根不是

事。 我开始换牙时刚进小学， 班里多

半同学一张嘴也都是两排钢琴键子 ，

吃零食效率低下 ， 读古诗嗖嗖漏风 ，

骂人都骂不利索。 党同伐异难以实行，

大家只好建立半成品人类之间的默契，

谁也不用笑话谁。 班里时不时发生血

淋淋的掉牙事件， 当事者也难以成为

关注焦点， 因为案件不够奇特 ， 又不

是掉了一条胳膊。 有些出牙慢的同学

会顶着荒凉的嘴膛好几年， 也不影响

他们在联欢会上跳霹雳舞的自信。 说来

说去， 凡是没有终身属性的丑陋都不让

人感到沉重， 况且在小孩子眼里万物只

有好玩与不好玩之分———养蚕宝宝好

玩， 打水仗好玩， 掉牙和看人掉牙都不

算多好玩， 也就没人放在心上。

我第一次舔到嘴里刚露尖角的新

牙时还暗暗惊奇了一下 ， 像在山洞里

发现外星人着陆， 后来外星人逐渐成

为常驻部队， 舌头也就失去了探索的

热情。 直到有一天上学 ， 早自习上拒

交作业的一个男生毫无征兆地冲我大

喊： “就不交了， 怎么地吧 ？ 大板牙

班长！” 我在震惊之后扇了他一脑瓢 ，

可惜没能阻止其他同学的窃笑 。 回到

家后， 我赶紧照镜子研究自己的新牙，

试图跟印象里的乳牙作对比 。 这事有

难度， 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原来长什么

样忘得差不多了。 没有数码照片的年

代， 我从小到大的留影就是相册里有

数的那些， 看久了就像看别人照片一

样腻歪 ， 根本不过脑子 。 我着急了 ，

让自己尽量镇静， 用平时看 《美少女

战士》 里服装细节的专注程度贴近镜

子。 得， “大板牙” 说的是我没错了。

两颗门牙不仅硕大， 下缘还带着波浪

形的锯齿边儿， 简直像是为了气谁而

瞎长一通， 没处讲理去。

“完了， 长磕碜了。” 这一判断让

我悲痛， 往后退了好几步。

奇怪的是 ， 这个打击并没让我按

套路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自卑儿童 。

嫌弃自己的门牙虽然成为我生活中一

项丧气的新活动， 但那嫌弃的情绪总

有点走神， 不够用力， 更像点到为止

的外交情感。 毕竟作为一个忙碌的小

学生， 我每天要思考的事还挺多 。 谁

不爱看我的大板牙 ， 不看就得了呗 。

见到谁的牙齿长得漂亮 ， 我也要结合

阴天下雨或者数学考试 ， 才会感到强

烈的沮丧———“老天爷， 我得罪谁啦？”

心里嚎上两嗓子 。 至于对 “大板牙 ”

这外号本身， 我很快就想通了 。 身边

几乎每个人都有外号———“蛤蟆脸 ”、

“四眼鸡 ”、 “大脑炎 ”、 “粑粑王 ”，

儿童的残酷是见缝插针 ， 人人平等 。

“大板牙” 还算给面儿了， 多少比 “大

龅牙” 强点。 男生们也发现拿这事摧

毁我是没戏了， 也就懒得再迫害下去。

想让我脸色惨白， 往我文具盒里放毛

毛虫的效果还更直接些。

印象里， 我只有一次在自习课上

真跟自己来劲了， 把门牙顶在课桌边

缘左右蹭， 想着把牙磨小点 。 结果大

概因为刷牙刷得好， 牙面特滑溜 ， 我

一不小心失去平衡， 整个脑袋磕下去，

撞出满嘴血， 疼得天灵盖儿差点崩开。

同桌咬笔斜眼问： “你是傻啊还是彪

啊？” 我捂嘴不做声， 他提出的两个选

项我都不同意。

后来学校流行追港星 ， 我想来想

去也挑了一个， 杨采妮 。 她也有大板

牙， 笑起来却那么灿烂美丽 。 我不断

从音像店买杨采妮的海报 ， 心里催促

身边的同学快点跟我说 ： “哎我才发

现， 你长得挺像杨采妮！” 可惜幻想中

的对话一直没发生， 我坚信是周围那

帮傻子观察力不行。

直到六年级的一天 ， 班里一个男

生在体活课上磕断了门牙 ， 才让我重

新严肃思考起有关牙的问题 。 掉牙就

掉牙呗， 本来不算事， 但那次突发事

件的特殊性在于： 一， 他妈是我们的

老师； 二， 他磕断的是恒牙 。 我跑过

去看时， 那男生左门牙位置只剩一小

段牙根， 血珠噼啪滴到干裂的嘴唇上，

平时挺灵气的模样整个乱套了 。 他的

母亲得知消息后来到操场 ， 将我们编

排列队， 下令为她的儿子找牙 ， 找不

到就别想回教室。 那是热风沙沙作响

的大夏天， 干得冒烟儿的三合土操场

有种古战场硝烟未尽的气氛 。 我们分

散到跑道、 看台、 足球场四周 ， 站着

蹲着， 满地找牙。 老师远远扶臂立在

花坛前， 像一尊古希腊的女战神石像。

时间过去了大概一百年那么久 ， 各支

寻牙小分队毫无斩获， 男生们开始踢

石子儿练腿脚， 女生们蹲成一圈 ， 把

每一颗稍有特色的石头子举到阳光下

鉴别， 一边低语谁看见谁跟谁在车棚

里拉手的新闻。 我对早恋的事也挺感

兴趣， 却被另一样重大的觉悟分了心：

看来我们把牙不当回事的日子是彻底

翻篇儿了。 如今我嘴里的这些家伙什

就是最后一批牙， 祸害掉了就不会再

长， 多有能耐都不行。

最后我们到底找没找到那颗断牙？

我忘了。 说穿了还是因为没发生在自

己身上， 也因为这事在我记忆里一直

有着超现实主义的空气 。 我只记得那

男生痛苦茫然的表情， 还有我自己在

中暑的临界点上迷迷糊糊地用舌头护

住两颗大板牙， 下决心再也不诅咒它

们滚蛋了。

“大夫， 我有一个想法，” 那天补

牙结束， 我鼓起勇气对牙医说，“您看我

的门牙边缘有小锯齿， 磨平了行不？”

“不行。” 牙医很干脆。 “会影响

上下牙咬合的精准度， 再说这小锯齿

多可爱！”

“可爱？ 不是吧？”

“一般只有小孩子的门牙才有这

种形态， 长大后慢慢就磨掉了 。 你到

现在还有， 笑起来显年轻， 多好。”

牙医的语气里没有讽刺 ， 但我还

是半信半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非要磨， 原则上也不是不行，

但是干嘛要把挺好的特点去掉呢？”

我点点头 ， 没再发表意见 ， 但我

心里非常想跟老苏联电影里那样 ， 紧

紧握住牙医的手对她说 ： “您有一颗

高尚的灵魂， 我敬重您。”

走出口腔诊所， 我去 7-11 给自己

买了一小块芝士蛋糕。 当然不是什么

明智的选择 ， 但那天的天空那么蓝 ，

空气那么温暖， 有人开始在街边吃菠

萝了， 有人走路的步伐宛若重生 ， 哪

一样说起来都挺值得庆祝。

童年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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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佩索阿对视
葛 芳

穿着高跟鞋， 背着电脑， 我在里

斯本的自由大道开始漫步。 它离酒店

最近， 我几乎不假思索跟着导航出发

了。 脚下的道路如同海浪， 在起伏涌

动着， 那是镶嵌彩绘地砖的缘故。 高

大棕榈树笔直挺立， 无花果、 菩提、

橄榄、 柠檬等植物散发着清香。 虽然

是冬天， 风吹在身上并不冷， 里斯本

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 。 走着走

着， 一阵雨来， 也不要紧， 那头还是

阳光普照。 我饶有兴趣地拍街边人物

雕塑， 大多是作家、 政治家。 比起巴

黎的香榭丽舍大道， 我更喜欢这里的

宁静、 散淡。

充满暖意的冬天， 鸽子从路边的咖

啡凉亭扑棱棱飞出， 机警的小眼睛注视

着地面。 我坐下喝了一杯咖啡， 并要了

蛋挞来充饥。 一个人辗转坐了二十多

小时的飞机， 寻找的就是这种感觉。

接下来几天， 我会在这个城市四处游

逛， 观看、 阅读、 写作、 少量交谈。

如同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

我在里斯本寻找一种若有若无的东

西， 譬如说丝柏树， 譬如说佩索阿之

家， 譬如说法朵音乐女歌手悲情绝望

诉说宿命同时充满思念的表情。

佩索阿在 1925年 《里斯本， 旅行

者应该看什么？》 的书中写道: “对于那

些从海上来的旅行者， 里斯本， 即便

是远远看来， 都像是在美梦中升起的

幻境一样。 在亮蓝色天空和金色的太

阳底下， 里斯本的轮廓那么明晰。”

佩索阿应该是里斯本的代言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 如同卡夫卡与布拉

格， 乔伊斯与都柏林， 博尔赫斯与布

宜诺斯艾利斯。 无论走到哪里， 好像

都是沿着佩索阿的足迹。 迷宫一样的

街道， 陡峭狭窄的鹅卵石小径， 尤其

是坐在电车里， 晃晃悠悠从五颜六色

房子前经过时， 我有一种迷惑感、 梦

境感 。 气喘吁吁爬坡 ， 登圣若热城

堡， 怀疑是不是走错路了？ 当越来越

多的人从各个转角处闪现时， 我确信

自己去往的是一个古老的城堡———那

里的堡垒建于公元前二世纪。 登临眺

望， 远处大海幻境一般无限伸展， 而

千千万万橘红色屋顶构成曲折有致的

画面让美术家惊叹———这是里斯本的

颜色， 热烈， 奔放， 光照充分， 心无

挂碍。

阿尔法玛区可能是佩索阿逗留时

间最长的地方。 他虚弱的身影在街灯

映射下更为孱弱 。 他不需要被人了

解， 他说非要这样的话好像是在被迫

卖淫———他宁愿让高贵的孤独来伴随

自己终生。

自家阳台上卖唱的艺人， 兜售针

织品的老妇人， 坐在教堂门前抽烟的

情侣， 各种熏肉， 绿意葱茏的藤蔓，

拐角处叮叮当当的电车声。 里斯本的

底色， 古旧而充满烟火气。 似乎它从

来就没有变过 ， 佩索阿就这样描

写———“阿尔法玛区代表着里斯本永恒

的一面： 建筑、 街道、 拱门、 阶梯、

木阳台， 还有人们最真实的生活形态：

嘈杂、 聊天、 歌声、 贫困和垃圾。”

旅行？ 活着就是旅行。 我从一天

去到另一天， 一如从一个车站去到另

一个车站 ， 乘坐我身体或命运的火

车 ， 将头探出窗户 ， 看街道 ， 看广

场， 看人们的脸和姿态， 这些总是相

同， 又总是不同， 如同风景。

地铁疾驰， 可以瞥见站台边各种

上光花砖。 有的像孩子们的涂鸦， 有

莫利亚鱼， 有奔跑的鸡， 有绽放的花

朵； 有的直接画着佩索阿孤独的蓄着

小胡子的脸， 他像个幽灵无处不在；

也有排列齐整的花纹， 让人不免有回

到青花中国之感。 上光花砖是葡萄牙

人从占领者摩尔人那里学来的， 意思

是 “打磨光亮的石头”。 摩尔人， 仿

佛就是一个古老的谜面 ， 神秘有魔

性， 等待着我们去猜想。 约翰·伯格

也承认， 里斯本这城市和有形世界的

关系， 与其他城市都不同， 它玩着某

种游戏。 这些瓷砖诉说着世上各种精

彩绝伦的可见事物。

我在这个城市的地下穿梭， 一个

恍惚， 才发现车厢里除我别无他人。

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 孤独一人又何

妨？ 佩索阿强调过， 唯有孤独， 才能

拥抱自由。 出地铁， 在公交站台， 等

729 路线的黄色大巴 。 佩索阿 17 岁

之前和家人住在南非， 回到里斯本后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三十多年里他一

成不变上下班、 写作、 酗酒， 直到病

逝， 终身未娶。 和卡夫卡的命运有些

相似， 敏感、 孱弱、 自卑但实际上又

相当自负。

奇迹或障碍， 一切或虚无， 途径

或问题， 任何事物都取决于一个人对

它的看法 。 不断采用新方法去看问

题， 就是一种重建和续添。 这就是为

什么爱沉思的人即使从不离开村庄，

也能将整个宇宙了然于心的原因。 一

个背靠岩石而眠的人， 那里就是整个

宇宙。

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当大巴士吱吱嘎嘎地从狭窄街巷

里驶出， 明媚的大海色彩一下子夺走

了我目光。 窃喜滋生， 觉得有无论走

到世界哪里都浑然不怕的豪气。 巴士

在恢弘大气的热罗尼穆斯修道院停

下， 我几乎是蹦跳着下车。 修道院外

部用光滑平整的白色花岗石砌成， 在

蓝天映衬下显得格外高大、 圣洁。 三

十对数十米高塔尖直指苍穹， 那是摆

脱尘世一切重负的呼喊。

修道院里在做弥撒， 管风琴声音

悠远明亮， 人们轻声絮语。 我被特殊

的气息笼罩， 寻找着佩索阿， 他在，

一定在， 生前籍籍无名， 死后空前轰

动 。 1985 年 10 月 15 日 ， 为纪念佩

索阿逝世 50 周年， 葡萄牙举行了盛

大的迁葬仪式， 将佩索阿的遗骨移至

热罗尼姆修道院， 与葡萄牙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诗人卡蒙斯安放在一起。

所以， 他在， 一直都在， 以明亮

睿智的眼光审度着世人。

在他乡， 我们发现了生命真实的

大小。

你和我都是徒劳的过客，

在这里如在所有角落， 都是异乡人，

在生活里在灵魂中， 都是偶然的，

在记忆殿堂里游荡的鬼魅，

伴着老鼠和木板吱吱呀呀的声音，

因诅咒而不得不活动在这城堡里

这是佩索阿易名为坎波斯写的诗

句。 很好玩， 佩索阿一生中创造了数

十个异名， 这些异名分别有身份、 出

生地、 生平故事、 不同性格和文学风

格， 不同的异名甚至会在报刊上 “互

相评论”， 这是佩索阿创造的诗人世

界。 他不在乎自己化身为多少个诗人，

他小声地嗫嗫嚅嚅地说 “我不是什么。

我将来也不是什么。 我无法是什么。

除此之外， 我拥有世界的所有梦想”。

敏感、 孤闭、 歇斯底里， 以至人

格分裂， 这正是众多异名的源头。 而

悖论， 也是佩索阿一生纠缠不放的痛

苦。 是禁欲， 还是恋爱？ 是与女人恋

爱， 还是与自然恋爱？ 与词语恋爱？

与自身恋爱？ 与虚无恋爱？

葡萄牙另一位大作家是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萨拉马戈 ， 他强悍 、 有

力， 带着荒诞和黑色幽默感长时间与

葡萄牙政府对抗着。 有意思的是， 里

斯本百姓似乎更愿意接纳佩索阿的拘

谨和抑郁。 佩索阿的照片悬挂在很多

咖啡馆和饭店。 巴西人咖啡馆门前的

一尊铜塑像 ， 被成千上万的人合过

影 。 佩索阿跷着二郎腿 ， 手有些紧

张， 僵硬着， 表情严肃， 下巴呈三角

形 。 头顶上的礼帽已被摸得油光锃

亮。 空气里飘逸着咖啡豆的香味， 电

车在一节一节驶过去， 流浪艺人的吉

他弹奏得抒情有味， 他旁若无人， 倾

心而歌。 佩索阿用一种专注的神情聆

听。 “活着让我迷醉”， 诗人在里斯

本的街头， 让自己像一只纸船漂流在

梦想的海洋上。

圣若泽一家餐厅里， 三个男子热

烈讨论着， 一个是卷曲型金色头发，

清瘦， 眼神略带忧愁， 坐着的时候腰

弯得厉害， 很像佩索阿想象中的另一

个自己———异名为伯纳多·索阿雷斯

的诗人。 另一个短发精干， 发音时爆

破声很多。 还有一个背对着我。 他们

或许是在谈论诗歌， 在葡萄牙这个诗

歌国度， 只要是谈论诗歌， 再大声也

不为过。

我对侍者说， 需要一盘鳕鱼， 腌

制的鳕鱼。 这是葡萄牙人的最爱。 鳕

鱼和西兰花、 青椒、 红椒、 土豆、 洋

葱 、 黑橄榄一同翻炒烹制 ， 香味扑

鼻 。 我又点了一杯波特酒 ， 清新甜

美。 我肩膀微微发痛， 然而在美食的

滋润下疲劳遁去。

佩索阿在吟诵：

曾经是个孩子的我在路上哭泣
我把他扔在那， 成了如今的我

热罗尼穆斯修道院附近的贝伦艺

术中心。 二楼， 一眼撞见的就是莫迪

利亚尼的非洲木雕。 意外相逢， 我心

脏被瞬间击中。 拉长的鼻梁， 樱桃小

嘴， 不需要看作者标签， 我就能断定

是莫氏作品。 他留存在世上的木雕作

品应该不多。 一个月前， 我以莫迪利

亚尼为元素写了一个小说 《幻影》。

负一楼， 电影 《紫色》 在播放，

作者 John Akomfrah。 “哦 ， 地球 ，

你看到了什么变化？” 是副标题。 电影

拍摄于十个国家， 空间广阔， 概念复

杂， 由六个屏幕组成， 呈现了我们共

同的生态破坏。 无论是最近的， 过去

的， 还是现在的， 电影没用警告的语

言， 也没用天启的预言， 而是通过我

们对行星感官的共同认知和顺从的悲

哀来呈现。

博物馆里的女馆员， 气质沉静，

身材高挑， 坐在高椅上， 眼睛扫视着

静止的一切。 有时她拿一本书阅读。

那几幅画， 形成了诡异的独特的气场，

在静止中涌动着艺术家强烈的诉求。

我很想以博物馆女馆员为题材写一个

小说， 地点发生在比较前沿的一线城

市， 譬如杭州或上海。 写出她的孤独、

热望、 抑郁、 追求、 虚无和淡然。

女馆员对面， 佩索阿在怅望， 小

心翼翼地琢磨， 他行走于鹅卵石道。

右手是杂货店， 隔着那一帘悬着的火

腿、 大蒜和香肠， 是一位信念坚定的

老妇人， 她一袭黑衣， 用一束树枝充

当刷子正在刷白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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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番冬去春来， 如杨万里

所谓 “也思散策郊行去 ， 其奈缘溪路未

干” ,我几乎哪都没去， 早晚只在院子里随

意走走。 回头一看， 一冬一春看似无事， 倒

一直在为花忙， 想着的， 尽是些树啊花啊什

么的。 偶尔犯痴， 竟以为是我走过去时花才

开的， 可分明见花儿摇晃着， 似在说， 不，

我是自己想明白了才开的。 她们悄然而开，

我则偶尔路过， 便酿成了一场 “艳遇”。 见

即便只是些嫩苞细叶， 也正极尽全部的斑

斓， 去演绎生命与季节的辽阔———比起那

些总虚幻地活在自拍里的人， 花们倒实在

多了。

开得最早的， 是楼下一株高大的冬樱

花 ， 年前还只零落开了几朵 ， 一到新年 ，

便盛放如一蓬温柔的火焰。 想用手机完整

地拍下来， 离得远了怕拍不出气势， 近些

吧毕竟树太大， 拍完一看， 好些枝杈没拍

进去， 发到朋友圈里时戏言：“糟了， 这棵

冬樱花要撑破我的屏幕了！” 引来一众友人

围观。 方方甚至说： “哇， 已经撑破了！”

稍后才见到腊梅 。 院里的梅本来就

少， 且多在旮旯拐角处， 等我看到时已然

凋零， 亏欠它了。 匆匆别了梅， 去寻花期

长的紫叶矮樱， 那花倒真是莹白透红， 一

嘟噜一嘟噜的， 爱死了人。 山茶乃南国冬

日最殷勤的主， 秋末冬初一路相随， 开到

眼下还在开。 到了这时节， 紫叶矮樱已花

谢叶繁， 举着满树透亮的紫红嫩叶， 花倒

只剩几朵， 想看新花， 只好等着三月桃花

开了。

如此一想， 辞冬迎春之际， 许多朋友

东奔西跑到处去寻花 ， 我虽没跑得很远 ，

却还是看到了冬去春来的全过程 ， 何也 ？

凭持的， 唯一点静心的等待而已。

等待其实并不轻松 ， 间或更有焦急 ，

甚至失落。 行走已成习惯， 看不到预想的

花 ， 焦急便突然来袭———心想还不如不

去， 或不见天都去， 过几天， 花不就开了

吗？ 也是， 每个轻松的早晨， 人都有两个

选择： 或回去蒙头大睡， 浑浑噩噩地慵懒

一天， 或不管阴晴雨雪， 起身追逐一点小

小的梦想。 选择困难而又深刻， 那是生命

的选择。 迷茫时， 或该选那条更难行的路

吧 ？ 走出去 ， 终归比不走的好 。 树们花

们， 不都经历过风雪严寒么？ 它们都有过

屏息的等待 。 前方的险阻谁也无法预料 ，

没人能给你明确的许诺， 细想， 那终是自

己依着灵魂的前行。 据说， 你每走一步每

走一天， 都只需要比一个人更好， 那个人

就是现在的你。

有一天 ， 原本是想去回访昨天见过

的， 那群在樱花丛中寻寻觅觅的蜂， 一大

早赶去， 哪知它不知为什么爽约了———料

想是忙着赶往别处去寻阳光了 。 天阴着 ，

花照样开着， 但蜂没来， 错的是我， 不是

它， 我忘了天气。

“天何言哉 ？” 其实大地 、 树木 、 花

朵， 都在等待。 大自然对季候、 时令的等

待 ， 从容而有耐心 ， 不分季节也不分日

夜———在冬夜一次偶然的等待中， 我才明

白了这个理。 那时， 我坐在没于黑夜的车

中， 等着女儿———年末加班， 她的车被人

撞坏， 不方便回家。 说好是晚上八点， 却

一直不见她来， 只好继续等。 夜色并不因

人的焦急 ， 变得丑陋或好看 ， 依然故我 。

寂静是它的唯一嗜好。 毕竟已是深冬， 没

有蝉鸣， 遑论秋虫。 诗情画意已逃得无影

无踪。 那会儿我待的地方， 离城市北边当

年西南联大的先生们居留过的司家营， 已

然很近。 梁思成、 林徽因、 金岳霖， 闻一

多、 朱自清、 冯友兰， 都在那里呆过。 朱

自清就说： “我和闻一多先生全家， 还有

几位同事， 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

华文学研究所里 ， 一住两年多 。” 那时他

们都在等 。 直到 1944 年 5 月 ， 才相继搬

离， 但清华文科研究所仍留在那里。 到抗

战胜利， 朱自清复任清华中文系主任， 文

科研究所才迁走 。 早先 ， 那里都有点偏

僻 。 先生们当年要去联大上课 ， 或骑马 ，

或步行， 须次第穿过我所在所居的那片田

野。 如今那一带早已高楼林立， 让我和许

多人， 对先生们旧居的去存， 一直有着揪

心的焦虑……

我久已没有过那样长时间的等待了 。

我说的当然是现实的等待， 生命中那种长

达数十年的， 另一种焦急的等待， 于我也

记忆深切。 那样的等待既叫人窒闷， 又叫

人满怀某种似无着落的热望， 生命的耗费

就那样无声地消磨着时光。 其实那晚我等

女儿， 拢共也不过两个多钟头， 不长也不

短。 好在是坐在车里。 可以听到风在外面

散步。 四周是些工地， 墙篱高筑， 显得既

森然又还尚觉是在人间 。 把车载音响打

开 ， 蔡琴的女中音反复地唱着 ， 好像有

“再爱我一次 ” 之类温情又如同梦呓的傻

话。 那离我那时的心境似乎过于遥远。 再

想， 或许又不尽然———你就没有期盼过什

么吗？ 这样想时， 不禁自己都差点笑出声

来。 人是复杂的。 更复杂的是人的那些不

可理喻的动机！ 比如， 早就听说联大先生

们的旧居， 因年久失修， 少有保护， 面临

坍塌。 媒体呼吁了多年， 也不了了之。 直

到最近， 才听闻那里终于要复建、 还原那

个古镇了。 至于何时建成， 建成什么样子，

当然还要等。

人是复杂的 ， 就像花是复杂的一样 。

当古希腊哲人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度” 时，

他们想的是理想的人； 连拿破仑称赞歌德

说 “这是一个人”， 也是在重申古代关于人

的定义 ， 即堪作事物尺度的 、 完整的人 ；

《论语 》 中 “子路问成人 ” 的意思 ， “成

人” 就是成为人。 那么， 成为一朵花， 不

也一样吗？

等待并非无能， 只是对天道的顺应———

有的事属人力可为， 却非尽皆人力可为。 那

晚直到终于接到女儿， 已是晚上十点半了。

风已回家。 月亮压根儿就没出来过。 女儿

说让我久等了， 我倒想谢谢她让我重温了

一下等待的滋味， 还在那样偶然的冬夜里，

重新品尝了一下孤独和寂静， 以及某个遥远

又遥远的夜晚。 以及另一个北。 而关于人到

底是什么的答案， 或许还须在此番等待后继

续等待。

今晨再去院子里走， 最先看到的照例

是一朵山茶， 在清晨的阳光下艳红着。 也

许那已是最后一朵山茶了， 居然从冬一直

开到了春， 宛若故人。 花繁柳密处， 拨得

开才是手段， 风狂雨急时， 立得定方见脚

根。 我已全力以赴， 尽管一事无成———那

样普通的生命， 却总是最叫人牵挂。 久久

凝视那朵山茶， 转瞬间仿佛就把这世界看

了个透。 三月的天， 幽蓝着， 而幽蓝的空

旷， 终归还是空旷。 当花枝悄然地探出头

来， 你才被明媚地看见。 此刻， 南国已春

光浓似酒， 足可证花可醉人； 若今宵夜色

澄如水， 堪任月来洗俗。 料想等桃花开时，

思绪或会再飞出些蜂蜂蝶蝶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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