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明和潘长江等表演的小品《老
伴》有一位失忆“老伴”，在我们的家中，
有一位失忆老娘。我相信，还有很多观
众会由此引发共鸣，因为据调查，如今
全国有近1000万失忆老人。在我们这样
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大国，这个
数字尽管是惊人的，但以我的亲身体会
和观察，应该不是虚妄。

失忆，俗称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
默症”为其国际通用名称。以前这种病
好像比较少，小时候曾经听说过村里某
个年纪特别大的老人，因为老糊涂了，
明明吃了饭却总说自己没吃，把孝顺的
儿媳妇冤枉成很不孝顺的人。还有一种
说法，老人就是老小孩儿，喜怒无常。随
便说说，或者随便听听，对之并无什么
深的印记和感受。

好像是忽然之间，我们家被一种
“老糊涂”的阴影笼罩了起来。那一年，
我们的母亲82岁。先兆是，住在农村老
家的母亲突然喜欢起往家捡破烂，大哥
告诉她这些东西没有用，给她扔得远远
的，她一会儿又去捡了回来，比原先捡
得更多。一天，母亲又突然地号啕大哭
起来，说她的小儿子被人一棍棒打死
了，催我大哥赶紧去拉回家来。大哥为
向她证明真相，拨通弟弟的电话后递给
母亲亲自接听，她居然说大哥是在想法
子骗她。一次我回家，看到三伏天她上
身穿了7个长袖加短袖的褂子，下身穿
了三条裤子，问她不怕热吗？母亲一脸
认真地说，“我不敢脱下来呀，脱下来就
被你嫂子偷走送给她娘家人穿了……”

当时就觉得母亲可能是脑子出了
问题，带她去医院做检查，诊断是大脑
稍微有点萎缩。既然是“稍微”，那就不
该如此反常呀？如今的农村还是有些怪
力乱神的，手足无措的大哥请来各路大
仙驱鬼辟邪，有的说母亲是被长虫(蛇)
怪着了，有的说母亲可能是被黄大仙附
体。等等等等。大哥一次次满院子烧纸
磕头，祈求不论是神还是鬼，都放过母
亲，让母亲不再忍受这种种的折磨。尽
管是那样虔诚，可是于事肯定无补，母
亲依然时而正常时而反常。经过再次去
医院检查问诊，我们终于承认了一个现
实：母亲因为脑动脉硬化，大脑明显萎
缩，已经罹患了老年痴呆症。

幻听幻觉，焦虑抑郁，失忆健忘，是
这种病在母亲身上的主要表现。患老年
痴呆症的老人，最让人担忧的是走失，
因为一旦走出家门，他(她)很容易忘记
回家的路。我们曾经很纳闷母亲为什么
总是悄悄地或者急活活地往外走。在老
家，我大哥曾经满村子四处寻找母亲，
在县城，二哥三哥曾经在电视电台电线
杆子上发广告寻找母亲，在潍坊，弟弟
曾经两次求助110帮助寻找母亲。一家
人一度用“站岗放哨”“严防死守”形容
对母亲的看护。在她意识稍微清醒的时
候，我们问母亲她要出门去干什么。她
的回答匪夷所思，一次说“我听见人家

喊楼下有好多钱，我下楼捡钱去了”，一
次说“不是要割麦子了吗，我不回老家
咱家的庄稼没人收呀”，又一次居然说

“你姥姥叫我回娘家拿吃的，我觉得趁
天还没黑，就赶紧出门了”……瞬间的幻
听幻觉，让她心生焦虑，本来双腿膝盖痛
疼步履蹒跚，那一刻却脚下生风似的能
一路疾行。这样的情况下，肯定走不很
远，但大脑的失忆，致使她无法找到回家
的路，或者南辕北辙地走，或者转着圈地
走，越走越迷糊，越走越无助，有时真的
就走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最
让亲人担忧和不能接受的悲剧。

老年痴呆症至今还是一个世界难
题，其可怕之处是，一旦罹患，便不可逆
转，而且没有对症的治疗药物。刚发病
时，母亲对眼前的事情即时忘记，记忆
渐渐地退化至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
十年前。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母
亲，经历了战乱、匪患、新旧社会更迭，
但历史的大事件并没有在她心里留下
多少印记，她像一粒微尘被裹挟着前
行，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因此，时至今
日，她心里最不能忘怀的事情是回家，

“我要回家呀，你们快接我回家吧，咱得
回家收麦子啦！”“我家里什么也没有，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上……”手指着
的，眼巴望的，就是床边那些成堆的包
包。因此，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其他的不
管是棉还是单，都打成大大小小的包
裹，甚至连被子床单都包起来，只剩光
光的床板。曾经的艰辛和苦难，给她留
下太多温饱不保的恐惧和担忧。

最让儿女心酸和无奈的是，患病九
年之久年逾九十的母亲，今日已经不能
辨认自己的儿女。春节前，我又回家看

望母亲，嫂子指着我问：“你看这是谁来
了？”“我的妹妹呀！”“不是，是我的妹
妹！”“不是，是我的妹妹！”婆媳俩为妹
妹争了好几个来回，我和哥哥嫂子一会
儿大笑，一会儿掩面，眼角都是泪。

如果记忆是一条河，那么母亲的这
条河眼见着在一天天断流，甚至枯涸。
她一天里会长时间呆坐在床上或凳子
上，眼神空茫，好像一个迷失的孩子，不
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又要身去何方。仿
佛红尘里的一切，咫尺抑或天涯，都与她
无关。“相顾无言，你可懂我？”面对母亲，
我常常想起从前有人写下的这句话。

母亲病了后，还有一个突出表现是
饥饱无感。或者是，过往岁月里忍饥挨
饿的记忆太刻骨铭心，母亲总是喊“我
没吃饭，快给我拿点吃的吧”。去年秋
天，刚轮到二哥家时，一大盘饺子大概
有二十多个让母亲一气吃光，结果撑得
拉了四天裤子。二哥说：“老娘拉下的衣
服我从来不让你二嫂洗。咱是老娘一把
屎一把尿养大的，咱洗应该，儿媳妇洗
不着……”我曾经一次网购了七条秋
裤，跟大哥说，“母亲拉下了，就把内衣
全部扔掉不要了！”大哥严肃地说，“日
子不是这样过的，洗洗脏不着哪里去。”
大哥也从来不让大嫂洗。

这些年来，我眼见着哥哥嫂子们照
顾老人的辛苦，也从心底感动于这种难
得的孝顺。《论语》有云：“子夏问孝。子
曰：‘色难’”孔子说的“色”，就是和颜悦
色，就是不嫌不弃呀！母亲一生养育了
四子二女，可以说拥有多子多福的晚
年，当老来有病时，养老都成为一个大
家庭的负累，想想将来中国人的寿命会
更长，而身边大都是独生子女，多的也
不过两个或三个，步入人生晚年的人们
当情何以堪？

我们曾经把母亲的病归因于不识
字加性格内向，可如今看来，很多识字
的，爱说话的，更有教授级的老人，也生
出了老年痴呆的症状。面对家有类似老
人的种种不解和无助，我以自己多年观
察母亲的情况，总结出了这样的解释：
以前，人均寿命偏低，俗话说人生七十
古来稀，不等大脑出现问题，已经因为
其他身体原因，走向了生命的终点。而
时至今天，不说世界上最长寿的日本，
只说我们国家，男女平均寿命已到76岁
多。七八十岁的人，四肢五脏出问题很
自然，大脑怎么能不老化不衰退呢？我
的母亲在82岁之前，几乎还是很清醒很
正常的。因此，随着社会人口结构越来
越走向老龄化，也随着人均寿命不断增
长，如果没有相应的保健措施和对症的
治疗药物，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只
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
题。面对这样的爹娘，抑或亲友，做儿女
的可以不接受，但必须面对；可以不理
解，但必须尊重；可以很无奈，但必须有
耐心。病人在白天经受折磨，亲人则只
能在黑夜里流下无助的泪水！

1973年前后，我还在部队当兵，常年
驻守在甘肃武威地区。有一回，我所在的
连队要到古浪县开展高炮实弹射击训
练。古浪县，我现在每每从电视报纸上看
到，心里都分外亲切。可是，在当初这里
又是何等贫穷、乃至荒凉的所在啊。这里
水资源严重匮乏，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
瘠，人们生活得十分艰辛、无奈。

我们连队的战友们分散居住在老乡
家中，我所在的汽车连连部被安排在一
户贫下中农家中。

这户人家只有老两口，都是五十出
头年纪，生活的艰辛已经让两人有了明
显的老态，一层霜色爬上了眉梢鬓角，深
深的皱纹布满了古铜的脸庞。

看到我们到来，老人热情地招呼着，
也许他们是贫穷的，但绝不吝啬。老两口
坚持着要住偏房，把宽敞明亮的正房让
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后生。

我们虽然住在老乡家中，但伙食还
是自己支应。每到饭点，连队的文员就到
伙房打来饭菜，在老乡家中食用。

渐渐地，我们发现，每到饭点，大爷
大娘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躲出去。我
们明白了老人是不愿意占部队的便宜。

虽然老两口实在困难，甚至有时会揭不
开锅，但他们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向领导做了
请示，在每次打饭时都多打一盆饭菜送到
老人的屋里。刚开始，老人极力拒绝，我们
几经劝说，老人最终接受了我们的好意。

从此，在同一个屋檐下，军民两家的
饭点有了统一的时间，一样的饭食。大爷
大娘的屋里多了一盆饭，我们的小饭桌
上多出了一碟油泼辣子，一碗自酿的酸
醋，看似普通，却是大爷大娘过年过节才
舍得拿出来的美食。

遵循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训
令，我们忍耐着油泼辣子火热的诱惑，始
终未曾动筷。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训
练快要结束时，我却触碰了这条底线。

天有不测风云，原本身体强壮的我
在训练快结束时突发急性痢疾，连续三
天水米不进，人也变得十分虚弱。大爷大
娘很是心疼，一整天在我的床前转来转
去，端水送药，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照顾
着我。尤其是大娘，见我的病情几天不见
好转，着急得不行，几次背过身抹眼泪。

第四天中午，到了午饭时间，大娘端
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葱花清汤面，一定

要让我吃下。现在看来这可能只是最普
通最廉价的一碗面，可是，在当时已经是
大娘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饭食。这碗平
时老两口不舍得吃的清汤面我又怎能吃
得下去，又怎能不顾那铁一般的纪律？

但大娘的热情是那样的难以拒绝，
命令的口吻如同慈爱的母亲在指令自己
的儿子，那慈爱的眼神饱含着疼爱。我怎
么忍心冷了大娘的心？最终，在大娘的注
视下，我含泪吃完了这碗清汤面。

说来奇怪，吃完大娘的清汤面，我的
急性痢疾也慢慢好转，几天后，我的身体
恢复了健康，我们的训练也结束了。

大部队即将开拔，我们将要离开这
个住了30多天的家，大家心里充满了留
恋。离开前，我把自己一身半新的军装留
在炕头上，希望离开后，这身军装能够陪
伴着两位老人。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
回到这个小山村，当年待我如子的老人
如今也已经是接近百岁的高龄，他们还
好吗？也许，此生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们，但我从不曾忘掉这段经历，永远地记
着那碗美味的葱花清汤面，记着为我做
面的老人。

一碗葱花清汤面
□刘庆华

□
李
秀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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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私人家教”
□王美丹

奶奶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受过很好的
教育，学成后奶奶被分配到了本地小学当语
文老师，每天给几个班的孩子讲课，从未有
人说过奶奶课讲得不好，过去多少年的学
生，到现在依旧来访。我出生以后，这位优秀
的语文老师便被我一个人霸占，顺理成章地
成了我的“私人家教”。

记得一年初春，老师让完成一篇有关春
天的文章。放学回到家，我便开始琢磨。奶奶
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坐着，眼睛却不时瞟向我
紧握铅笔的右手。“花朵又绽开了羞涩已久
的娇嫩脸庞。”奶奶突然说道。“嗯？”我有些疑
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真笨，快记下来写
到作文里。”我连忙扯过本子记上刚才的句
子。“我再想想。”奶奶开始沉思，我微微偏头，
望着奶奶认真思考的表情。我清晰记得，那
时的奶奶，很美。

我期盼放寒暑假的原因与别人不同。爸
妈在假期时也要上班，我就成了“没人管的
可怜小孩”，奶奶知道这个情况后，二话没
说，立马就赶来陪我。奶奶一来，我心里便乐
开了花。奶奶精于厨艺，会做很多拿手菜，在
我心目中，就连餐馆的大厨都没有奶奶的厨
艺好。吃奶奶做的菜，那种甜蜜如一阵暖流，
直达心田。那时的我一直很好奇，奶奶究竟
放了什么特殊的酱料，才能达到这样的效
果？可答案一直没有。我便不再多想，专心吃
菜，好好感受那心间的暖意。

每当我读书时，奶奶总会提问我一些问
题。有时是对整本书的看法，有时是对一个
人物的理解，有时是书中某个片段的印象。
我看书向来马马虎虎，通常是走个过场也就
完了，当我支支吾吾一分钟往外蹦一个字
时，奶奶会微微叹口气，说道：“你这样还不
如不看。”听到这话，我知道奶奶又要给我讲
课啦，总是没皮没脸地咧开嘴，正襟危坐在
奶奶身边，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奶奶拿起手
边的书，大体浏览一下，似乎是在回忆之前
看书的印象。过了一会儿，奶奶便开始滔滔
不绝地授课：“这本书主要讲了……注意这
个细节，能体现人物……”我虽立志要好好
听课，但仍旧听得云里雾里。我抬起头，望着
奶奶认真的目光。虽说奶奶已步入花甲之
年，可面容依旧动人。她坐在我身旁，却在不
经意间流露出迷人的美丽。

现在，面对着越来越繁重的学业，我与奶
奶交谈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半都是我在书桌
前，奶奶在窗边。好容易得了空，我也只是歪着
头，端详着奶奶倚在窗边专心读书。奶奶目光
微垂，几乎是不与日光进行正面接触，可眼中
的光辉，依旧溢出眼角，直达心底。

[大众讲坛预告]

徐建华：

我在故宫修复古书画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去年最火的纪录

片，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故宫的文
物修复师们，展现了故宫修复的技艺与历
史，一座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丝合缝；
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铜器要拼接完整；一
幅画临摹耗时几年到几十年……

本周六上午，《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主
角之一、修复大师徐建华老师将做客《大众
讲坛》，讲述他42年来在故宫文物修复工作
中的点点滴滴。徐建华老师是故宫博物院古
书画修复专家、古书画装裱修复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

讲座时间：2月25日
(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
书馆报告厅(二环东路2912
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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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

以查看青未了文学
网、青未了文学“壹点
号”的投稿方式，查看
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
作品，还可以参与作
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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