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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跟陌陌生生人人说说话话
□刘心武

父亲总是嘱咐子女们不要
和陌生人玩，尤其是在大街、火
车上等公共场所，这条嘱咐在
他常常重复的诸如还有千万不
要把头和手伸出车窗外面等训
诫里，一直高居首位。母亲就像
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是
对的》里面的老太太，对父亲给
予子女们的嘱咐总是随声附
和。但是母亲在不要跟陌生人
说话这一条上却并不能率先履
行，而且，恰恰相反，她在某些
公共场合，尤其是在火车上，最
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有回我和父母亲同乘火车
回四川老家探亲，去的一路上，
同一个卧铺间里的一位陌生妇
女问了母亲一句什么，母亲就
热情地答复起来，结果引出了
更多的询问，她也就更热情地
絮絮作答，父亲望望她，又望望
我，表情很尴尬，没听多久就走
到车厢衔接处抽烟去了。我听
母亲把有几个子女、都怎么个
情况，包括我在什么学校上学
什么的都说给人家听，急得我
直用脚尖轻轻踢母亲的小脚，
母亲却浑然不觉，乐呵呵一路
跟人家聊下去。

母亲的嘴不设防。后来我
细想过，也许是像我们这种家
庭，上不去够天，下未堕进坑
里，无饥寒之虞，亦无暴发之
欲，母亲觉得自家无碍于人，而
人亦不至于要特意碍我，所以
心态十分松弛，总以善意揣测
别人，对哪怕是旅途中的陌生
人，也总报以一万分的善意。

有年冬天，我和母亲从北
京坐火车往张家口。那时我已
经工作，自己觉得成熟多了。坐
的是硬座，座位没满，但车厢里
充满人身上散发出的秽气。有
两个年轻人坐到我们对面，脸
相很凶，身上的棉衣破洞里露
出些灰色的絮丝。母亲竟去跟
对面的那个小伙子攀谈，问他
手上的冻疮怎么也不想办法治
治，又说每天该拿温水浸它半
个钟头，然后上药。那小伙子冷
冷地说：“没钱买药。”还跟旁边
的另一个小伙子对了对眼。我
觉得不妙，忙用脚尖碰母亲的
鞋帮。母亲却照例不理会我的
提醒，而是从自己随身的提包
里，摸出里面一盒如意膏，那盒
子比火柴盒大，是三角形的，不
过每个角都做成圆的，肉色，打
开盖子，里面的药膏也是肉色
的，散发出一股浓烈的中药气
味。她就用手指剜出一些，给那
小伙子放在座位当中那张小桌
上的手上有冻疮的地方抹那药

膏。那小伙子先是要把手缩回
去，但母亲的慈祥与固执，使他
乖乖地承受了那药膏，一只手
抹完了，又抹了另一只。另外那
个青年后来也被母亲劝说得抹
了药。母亲一边给他们抹药，一
边絮絮地跟他们说话，大意是
这如意膏如今药厂不再生产
了，这是家里最后一盒了，这药
不但能外敷，感冒了，实在找不
到药吃，挑一点用开水冲了喝，
也能顶事；又笑说自己实在是
落后了，只认这样的老药，如今
新药品种很多，更科学更可靠，
可惜难得熟悉了……末了，她
竟把那盒如意膏送给了对面的
小伙子，嘱咐他要天天给冻疮
抹，说是别小看了冻疮，不及时
治好抓破感染了会得上大病
症。她还想跟那两个小伙子聊
些别的，那两人却不怎么领情，
淡淡地道了谢，似乎是去上厕
所，一去不复返了。火车到了丽
水，下车时，站台上有些个骚
动，只见警察押着几个抢劫犯
往站外去。我眼尖，认出里面有
原来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个小
伙子。又听有人议论说，他们这
个团伙原是要在三号车厢动
手，什么都计划好了的，不知为

什么后来跑到七号车厢去了，
结果败露被逮……我和母亲乘
坐的恰是三号车厢。母亲问我
那边乱哄哄怎么回事，我说咱
们管不了那么多，我扶您慢慢
出站吧，火车晚点一个钟头，父
亲在外头一定等急了。

母亲84岁谢世，算得高寿
了。不仅是父亲，许多有社会经
验的人谆谆告诫——— —— 不要跟
陌生人说话，实在是不仅在理
论上颠扑不破，因不慎与陌生
人主动说了话或被陌生人引逗
得有所交谈，从而引发出麻烦、
纠缠、纠纷、骚扰乃至于悲剧、
惨剧、闹剧、怪剧的实际例证太
多太多。但母亲84年的人生经
历里，竟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与
陌生人说话而招致的损失，这
是上帝对她的厚爱，还是证明
着即使是凶恶的陌生人，遭逢
到我母亲那样的说话者，其人
性中哪怕还有萤火般的善，也
会被煽亮？

父母都去世多年了。母亲
与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
时浮现在心中，浸润出丝丝缕
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
处世，却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要
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

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
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
而戒心必张。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
到男女声欢快的悠扬歌声，唱
的是一首我青年时代最爱哼吟
的歌曲：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
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
颗动摇的心……

走近唱者，发现是一对中
年盲人。那男士手里捧着一只
大搪瓷缸，不断有过路的人往
里面投钱。我在离他们很近的
地方站住，想等他们唱完最后
一句再给他们投钱。他们唱完，
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
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
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
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需要
啊！”那女士也应声说：“先生，
随便跟我们说句什么吧！”

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再不
能动，心里涌出层层温热的波
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
慈蔼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
动在我喉咙里，我意识到，生命
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
间已经来临……

(本文选自《刘心武自述》，
有删节)

□聂勇军

女儿今年17岁 ,在一所高中
就读 ,按说也该懂得一点社会的
复杂性了 ,可女儿却不 ,仍单纯得
像一张白纸 ,常瞪着一双明亮的
大眼睛看待社会的种种美好。说
实话 ,女儿的善良真的让我很担
心。

前天 ,女儿放学后很晚才回
家 ,我问女儿干啥去了 ,女儿说在
路上碰到一个乡下大伯问路 ,好
心指了路 ,可大伯不识字 ,又不认
得公交车牌 ,女儿就细心画了一
个路线图 ,临上车时 ,见天色已
晚 ,女儿还是放心不下 ,就随同老
伯一起上了车 ,还不好意思说是
送他 ,只说是顺路去看望一下老
师 ,送大伯下车后女儿才折回
来。我本来想训女儿几句 ,可见
女儿一脸劳累 ,只好将话藏在心
底。

女儿天性善良 ,太爱做好事 ,

有时真的让我们无可奈何。年前,

女儿与一个乡下学生结成了“对
子”,年后,“对子”的大哥到城里找
事做 ,竟找到女儿这个“熟人”头
上来了 ,女儿不但好心安排人家
吃饭、住宿,末了还动员我们帮忙,

课后并自己上阵联系“关系”。我
们说你读书要紧 ,要适可而止 ,况
且你一个女孩能有多大能耐?没
想到女儿竟开导我 ,说你们不知
道这些乡下人生活有多难 ,出门
一趟多不易 ,我能看着他们像无
头苍蝇那样在城里乱窜受累吗?

那样我书也会读得不安心的。女
儿如此“达理”,驳得我们哑口无
言。

平时 ,女儿出门为我买报纸 ,

总要走好远的路到一个孤寡老头
那里买。女儿说人家靠卖报为生,

我多走几步路算什么?对于街头
随处可见的乞丐 ,女儿路过时总
不忘递给一元钱。女儿说尽管有
些人可能是职业乞丐 ,但也有人
是真的缺钱 ,需要帮助 ,很可怜 ,我
节省一点就等于做了一件好事
呗。

女儿如此行善 ,但社会还是
跟她开了个大玩笑。有一天中
午 ,女儿放学回家的路上 ,见后
面 一个胖 女 人 气 喘 吁 吁 地 喊

“抓贼”,就丢下书包朝前面的
小偷追去。末了 ,小偷跑掉了 ,女
儿书包不见了 ,可那胖女人却
一把抓住女儿 ,硬说女儿是与
小偷一伙的 ,直到1 1 0来了才罢
手。女儿委屈得眼泪直流 ,但此
次风波好像并未能改变女儿多
少 ,女儿仍一天到晚乐呵呵 ,仍
是个热心女孩。

我也知道女儿的做法是对
的 ,但现实是复杂的 ,不按常理出
牌的人挺多 ,扶起老人遭老人反
咬一口的事情比比皆是 ,尤其是
面临如此激烈的社会竞争 ,女儿
一心向善、从不考虑自己的做法,

以后踏入社会该如何面对这世事
纷杂、尔虞我诈?道理我不是没讲,

可女儿却有自己的一套书本理
论 ,加上天性的善良 ,我不敢面对
女儿那真诚无邪的目光。真的,我
不知该怎样教育好女儿 ,让女儿
适当时候能“世故点”,面对现实
多当几回“看客”。

□叶倾城

我刚到北京时，有一天去
看一个朋友。正是秋季，她住在
还不曾烧起暖气的半地下室，
窗帘紧闭，全靠一盏白炽灯晃
来晃去地照明，人影、家具影都
被放大无数倍，重重叠叠，如遥
远大海上的浊浪滔天，仿佛海
潮正在升起，向我们扑近。许是
看出我的脸色，她拉开窗帘，隔
着栏杆，是纷乱的脚与鞋，最多
是半截裤管或一截小腿。我却
留意到，窗台上一排小酒坛似
的玻璃瓶，矮矮的、胖胖的，朴
拙而玲珑，有些插着长长的白
色芦苇，有些林立着各式发卡
发梳，还有充当笔筒的，插了大
把七彩铅笔，共同构成小小的
颜色树林。朋友告诉我：“是酸
梅汤瓶子，我每次喝完洗净就
搁在这上面，多好的小摆设。”
我为之动容。

朋友现在哥大担任访问学
者，这是一个绝佳的励志故事。
我却并不意外，我永远记得，她
如何装饰小小的出租屋，明知
非久居之地，还是收拾得尽量
干净、朴素及婉约。人生，如果

能行经处处都是家，那么，天下
之大，哪里都可去得，哪里都可
住得。她如此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起另一间原本破蔽的
屋子，住过一对相爱的人。他们
是表姐弟，一见钟情，男孩对母
亲说：“若为儿择妇，非淑姊(芸
娘字淑珍，大他十个月)不娶。”
婚后，果然恩爱，曾于七夕镌“愿
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又
曾请人绘月下老人图，常常焚香
拜祷，以求来生仍结姻缘。

爱情能否与贫穷抗衡？男
人无用且清高，读书屡考不中，
做幕僚嫌人家污浊，做家教经
常被辞退，开画馆做生意一塌
糊涂……这样的人，想来情商
也不会多高，果然，他三番四次
得罪父母，被赶出家门，只能在
朋友家中借居。

但男人最大的幸福，就是
娶到兰心蕙质、能苦中作乐的
妻子。他们“初至萧爽楼 (朋友
借给他们的房子)中，嫌其暗”，
于是芸娘与他一起动手糊墙
纸，以旧竹帘作栏杆。“既可遮
拦饰观，又不费钱。”——— 最后
四字，让人多少有些心酸。就这
样，靠一双手，把借来的房子打

扮成了天堂。
沈复与芸娘，他们是中国

文学史上最迷人的一对夫妻，
大概就因为这些俗琐的小事。
他们穷，却维持着尊严。芸娘一
直没有自己的家，后来死在与
丈夫的东转西徙中。

到现在，大部分女人能有
机会成为自己家庭的女主人，
仰不必受公婆气，俯不用为了
孩子牺牲一切，是多么大的福
祉。我爱逛家居店，喜欢那些精
巧的小物，田园风、欧美范儿、
和式……大部分都可爱得不得
了。年轻的小主妇们，想把自己
家打扮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自由就是自主选择人生：
《红楼梦》里有一段，贾母带刘
姥姥逛大观园，到了宝姐姐房
里，一看，“雪洞一般”，立刻“命
鸳鸯去取些古董来”，摇头说出
一番大道理：“年轻的姑娘们，
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主动
越俎代庖：“我最会收拾屋子
的……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
又大方又素净。”老年人的“大
方素净”是什么概念，我还是心
中有数的。我猜宝姐姐一定心
中暗暗叫苦，但有什么办法？谪

仙的地带，也身不由己呀。
我对朋友说起装饰房屋的

几个要素：首先，得有个房子，
否则，总不能对空虚拟。以水写
在人行道上的字，以砂在海边
修的塔，都会迅速消失。房子固
然不永恒——— 但它是骨，骨之
无存，皮将焉附？其次，房子加
上爱人亲人，才是家。而这个
家，还得确实属于你——— 小三
的真爱，向来与装修无关。第三
个要素当然是“有钱”。房子是
浩大的空芜，连壁纸都得寸寸
算钱。买不起昂贵的清供，所谓
的十六头餐具也不便宜。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再心灵手巧、点
石成金，现代社会，石头也不能
免费往家搬。

最重要的，也是最不可或
缺的，是有爱。爱身边这个人，
爱与他有关的、共同生活的日
子。与你相抱的刹那，就是地老
天荒。装饰的不是家，是我们共
同拥有的心田。哪怕以上皆非，
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有美好的装
饰。没家没爱人没钱——— 爱自
己，也就够了。照常可以把生
命、把居室装扮得美不胜收。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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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言

把把生生命命装装饰饰得得美美不不胜胜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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