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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治的《八

至》诗曰：“至近至远东西，
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
日月，至亲至疏夫妻。”以

“东西”“清溪”“日月”来做
“夫妻”的铺垫。夫妻组成
家庭，同床共枕，是凌驾所
有“亲”之上的“至亲”；反
之，感情极度冷淡，身体靠
近而心各有归属，二者的
残忍对照下，只能以比所
有陌生人都不如的“至疏”
来表述。这样的体验，众多
热吵的、冷战的、分居的、
离异的怨偶都有过。即使
白头偕老，漫长的共同生
活中，也难保没有过“疏”
的经历，或长或短。那么，
决定夫妻亲疏的关键词是
什么呢？

刚刚看的两部影视作
品提供参照。一是好莱坞
电影《情人》。一对结婚30
年的白领夫妻，年轻时因
热恋而结合。儿子长大以
后，丈夫渐渐不安分，多次
出轨。妻子开始时哑忍，后
来对丈夫绝望，也找了一
位作家当情人。多年来，两
人都深藏不露，维持着表
面的“正常”，同睡一床，睡
前礼貌地道晚安。到了后
中年时期，两方的情人都
不愿继续维持地下状态，
下了最后通牒：必须离婚，
不然一刀两断。他们也各
自向情人发誓尽快解决。
然而，夫妻一场，多少美好
的记忆，想及当初种种，无
限依恋，早已熄灭的欲火
重燃。拖下去，还是了结？
正当两人陷进拉锯战时，
他们的独生子带上女友要
来看望。他们分别与情人
说好：待儿子与女友离开，
就开始向配偶摊牌。

重场戏在儿子与女友
到来之后展开。儿子早就
因父亲多次背叛母亲而积
怨已深，如今一眼看穿双
亲在他俩面前演戏，愤怒
爆发，一拳捅穿墙壁。他痛
骂父亲，指斥母亲，质问他
们：你们互相欺骗何时到
头？为什么不敢面对现实？
为什么不敢抛弃伪装，做
堂堂正正的人？说罢夺门
而走。老夫妻呆住了。然
后，丈夫收拾被儿子暴怒
时搅得一团糟的客厅，妻
子在旁饮泣。年轻时立志

当摇滚乐手但后来改行的
丈夫百感交集，边弹琴边
唱年轻时流行的情歌。两
人重新回到当初的有情天
地。

怀旧的气氛益发浓
重，我的观影悬念随着乐
声更加强烈。下一步，是不
是两人醒悟，毅然和情人
分手？铺垫已足，旧爱被唤
醒，其冲击力分明压倒了
对新爱的憧憬。我乐于看
到峰回路转、复归原点。但
是，戏码没有更换“覆水难
收”的逻辑。夫妻缠绵之
后，友好地分手了。丈夫搬
进跳芭蕾舞的情人的家，
妻子和老情人同居。最后，
一个个镜头摆脱了前半部
分的阴冷，尽情展示双方
与新配偶的欢乐。

第二个是连续剧《爱
情》中的一集。一对住在洛
杉矶的年轻情侣，男的在
电影片场当童星的补习教
师，虽有编剧的才华但未
获赏识。女的是一家电台
的节目经理，酗酒、多疑，
精神不稳。两人在情路上
磕磕碰碰。一次，男子带女
友回老家庆祝父母结婚40
周年。男子在家庭聚会中，
被问及什么时候要孩子，
他期期艾艾，最后说，四年
以后。女友听了大为光火，
说他这一“愿景”包藏祸
心——— 不信任她戒酒的决
心，不把她看作未来的妻
子。男子百般解释，不被接
受。女友愤而把他赶出卧
室，次日声言马上独自乘
机回洛杉矶。僵持之际，男
子在全体家人面前自爆其
短：离家这些年遭遇诸多
失败，比如在片场砸了一
位女编剧的电脑，为路怒
而引起车祸，自任导演、制
片，最终却亏了本……但
是，为了面子没有向任何
人透露。事后，让他极为惊
喜的是：正是这坦诚的忏
悔，让女友洞察他的心灵，
顿时回心转意。

两部影视作品，说明
一个秘密：夫妻的“至亲”，
是两颗诚实的心缔造的。
夫妻的家，是人间唯一从
外到内都可赤裸裸的处
所。以彻底的坦诚彼此对
待，才有心的零距离。真
诚，是感情的最后依凭。

□刘荒田

家乡是什么？是萌芽你生命的地方，
是在远方一想起就汩汩冒出井水灌溉滋
润心田的地方，它给灵魂源源不断提供
着养分，充满了生命的丰盈。

家乡是什么？是伫立与守候在生命
之地上的那一群人，他们为在心上悬浮
的乡情沉甸甸地打底。

我家的亲戚大多扎根深山，日子清
贫，他们如狗尾草一样生长在山间，在风
中摇摇摆摆。这些老亲戚大多匍匐在泥
土里翻滚了一辈子，他们的命土一样贱，
也土一样珍贵。在老家时，这些亲戚间的
往来，串起了日常生活的藤藤蔓蔓。我妈
进城那年前夕，亲戚们提着整篮子的山
核桃，抱着滚圆的冬瓜，扛着成麻袋的新
米，挨个来我家探望。亲戚们千叮咛万嘱
托，进城以后，不要忘了我们啊。我妈说，
常走动，常走动。

在城里，遇到老家亲戚的生日、婚丧
嫁娶，我爸我妈都要提前作安排。有次到
爸妈家，看见我爸还在日历本上标注着：
农历三月二十八，表弟何久贵生日；四月
十六，表嫂龙万珍生日；十月十九，表叔孙
德本家娶儿媳妇。一年之中的日子，就这
样在我爸妈日日夜夜的惦记中过去了。

我爸对亲戚之间这种盘根错节的关
系、长辈晚辈的辈分关系捋得明明白白，
古时怎么称呼，现在怎么称呼，心里也清
清楚楚。

我三姑奶90岁生日那年秋天，表叔
提着一篮子鸡蛋进城来，篮子里还铺着
一层稻草。我妈闻到了稻草气息，兴奋地
问：“稻子收割了吧？”表叔回答，割了割
了，谷子还在晒，新米给你们留着呢。表
叔这次是特地进城，邀请我爸回村去当
三姑奶生日当天的知客师，就是全程负
责接待招呼客人，并在生日宴开席前代
主人家发表感谢词。我爸愉快地答应了。
老家全村户籍上的1800多人，我爸用亲
戚之间的图谱推算起来，全村人之间差
不多都是亲戚。所以我们那个村子一直
以来民风淳朴，端一碗饭随便进哪家的
门，都可以夹上一筷子菜，都可以坐下来
陪主人喝上一杯乡上酒坊酿的热辣辣的
烧酒。

三姑奶生日那天，我跟爸妈一同回
村。村里山冈上天空很蓝，几朵薄云飘
着。村子里炊烟袅袅，飘着肉菜香，厨子
也是本村的，赶来帮忙的人都是村里的
男女老少。我爸与见到的每个乡人亲戚
握手或拥抱，我妈被亲戚们团团围住嘘
寒问暖。那天开席前，或许是我爸心情激
动，他脱稿讲话的节奏有点结结巴巴，不
过让我惊奇的是，我爸居然当场念起了
他作的一首古体诗。他的讲话依然获得
了全场掌声。表叔端着一杯酒倾斜着肩
膀走过来，向我爸表示祝贺：“兄弟，你讲
得好，讲得好！”我爸走上前，双腿半跪，
递上红包，向坐在椅子上的三姑奶拜寿，
90岁的老人眉开眼笑。村头那棵与三姑
奶同龄的黄葛树，那天午间枝叶被吹得
哗啦啦响，似乎也在贺寿。

这些年来，我爸妈家和我家吃的菜，
几乎都是这些老家亲戚担着筐挎着篮扛
着袋送到城里来的，新鲜的菜叶上有时
还滴落着山间的露水。前不久，亲戚们带
来了新米，我熬了米粥，喝着浮着一层米
油的粥，一股故土的沉香在我全身蔓延
开来。想起那些稻子带着乡人们的指纹
在土里一季一季地生生不息，我就想，故

土上的这些老亲戚老乡人们，血脉也这
样千百年地延续下去。故土老家的重量，
在我心里更沉了。

想起那年我妈随我爸进城居住，搬
家那天，山梁上站满了送行的乡亲，黑压
压一片。空中一团团白云蠕动着，也似在
给我妈送行。

进城最初，我妈如一条游进水土不
服的河流里的鱼，她多次操着一把从乡
下带来的镰刀对我爸发脾气：我要回去，
回去割稻子。

进城后，乡下老家的宋会计，是我爸
妈在村子里的信使。老家村子里的庄稼
长势，一家一户的红白喜事，宋会计每次
进城来，爸妈都要听取他的专题汇报。

这些年，我爸明显老了，有时沮丧得
感觉生活没多大意义了，他目光幽蓝浑
浊，在往事的沉渣泛起中搅动一下凝滞
的思维。不过，一说到老乡们，我爸就按
捺不住兴奋了。

这些年，老家的许多乡亲也陆陆续
续进城居住了。宋会计捧着村子里那本
人口账簿，把进城买房、租房居住的人一
个一个画上红圈给我爸介绍。宋会计画
一个圈，我爸就在旁边叹一口气。我妈对
我爸说，你叹啥气呢？来城里的老乡多
了，该高兴才是。我爸沉默着，只有宋会
计摸透了他的心事。宋会计对我说，你爸
是担心进城的老乡多了，没人种地了。我
知道我爸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有
一次读报，他看到迄今已走过46亿年的
地球寿命可能也有限，面色忧虑地对我
妈说，哎呀，地球要是真没了，这人类咋
办啊？

进城来的老乡，有打工做生意的，也
有随在城里买房的儿孙一起居住的。比
如罗老三，以前在村子里是个铁匠，我17
岁那年高考落榜，堂伯就是在罗老三的
铁匠铺子里给我打的锄头、镰刀和砍刀。
罗老三进城以后做了菜贩，整天开着一
辆电动三轮车批发蔬菜瓜果。我爸对我
念叨过，罗老三把瘫痪在床的乡下老母
亲也接到城里伺候了。

后来，我爸拗不过罗老三的热情，他
在城里一家小酒馆宴请了我爸我妈及几
个老乡。这给了我爸启发，决定邀请进城
的老乡们每个月聚聚，也就是在一起吃
个饭、忆个旧。有时聚会，我也在场。每逢
怀旧达到高潮时，与会老乡们都湿了眼
眶。我感觉这些在城里的老乡们把村口
黄葛树下那一眼老水井也引流到城里来
了，汩汩地灌溉润湿着心田。

这样的聚会，起初由宴请人轮流请
客，后来由我爸提议，搞了个抓阄方式筹
钱。我爸郑重地把写好数字的纸团抛下，
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有次村里一个姓
刘的老乡抓阄数字最高，我爸执意和他
调换了。老刘在城里巷子边摆了一个水
果摊，供儿子上大学、女儿读研究生。

在这些老乡聚会中，倾诉乡情，回忆
悠悠往事，淳朴情感中也不乏显摆的欲
望。一次，一个儿子做房地产老板的老乡
带着炫耀的语气说，他儿子最近又接了
上亿的工程。我爸有点堵心，起身欲走，
又感觉自己不能失了气度，转身握住老
乡的手表示祝贺。那老乡眯着眼笑了。

这些来到城里的老乡们，在我心里，
他们似乎还住在那片稻花满村飘香、高
粱满天红的家乡土地上，他们和我一样，
在那片土地上深深地扎着生命的根须。

至亲至疏

【读心】

我的家乡和我的乡亲们
□李晓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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