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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文

名家笔下
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察验。人年纪

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
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洒黑斑点，都不

一定是老朽的征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
⋯⋯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

事。
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七折八折优

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三成五成。
——选自梁实秋《年龄》

想要征服年纪，必须对所有的人仁慈。
——伯恩哈特

原来并不知道，除了位于铁狮
子坟的北师大一带乌鸦多，北京西
部的万寿路也是乌鸦的聚居地，直
到今年冬天为母亲物色老年公寓，
去那边几趟，才见识了万寿路栖着
乌鸦的黄昏。寒风中，目力所及之
处，几乎每一根枯树枝上都站着一
队乌鸦，数不清的黑翅膀使夜色陡
然凝重起来。

那是1月底，我找到位于京城西
南的这家老年公寓，沾了路名的光，
这家养老机构的名字里也有“万寿”
两个字，颇为喜庆吉祥。在院长助
理小赵的带领下，我参观了公寓的
不同房型，了解了相关情况。

当时是傍晚5点刚过，6层活动
室兼餐厅里已经有三四位老人坐在
小餐桌前等待晚餐了。我问一个红
衣白发的老太太：“在这儿好吗？
吃得好不好？”阿姨很懂礼地站起
来，说：“这里很好！吃得也很
好！”操着南京腔。她指指坐在旁
边穿蓝底白点衣衫的老太太说：

“我们俩是好朋友，这里刚一开我
们俩就来了。”蓝衣阿姨的背微驼
着，两个厚眼镜片一圈圈地看得见
纹理。小赵告诉我，这位阿姨原来
是小学老师，高度近视，现在视力
很弱。我说，这儿这么好，我妈妈
可能也想来。红衣阿姨热情地拍着
手：“欢迎欢迎！让她早点来，越
早越好！”其他老人也拍手表示欢
迎新伙伴。

带母亲实地考察之后，她表示
满意，因为这一层的老太太们跟她
一样都是八十多岁的年纪，可以聊
天。我们很快给母亲办理了入住手
续。她住的这套单元房是三室一
厅，另外两间分别住了一位男老人
和一位女老人。对门的老太太有个
文气的名字，叫“知白”，她说自
己是江苏人，但开口却带着浓重的
山东口音。“俺老伴是山东人。”后
来在聊天中得知，她17岁从徐州考
到临沂读师范，之后在当地教书并
安家。她老伴是中学美术老师，刚
去世两个月，一提起来，老太太还
会抹眼泪。斜对门的老头穿一身中
山装，衣领下的扣子一丝不苟地系
着，每天在房间里写毛笔字，傍晚
看《东方时空》，晚上看《新闻联
播》，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

经历的岁月多了，总会有点故
事吧。“老”实在是个意味深长的
字眼，可以理解为“旧”，也可以
理解为“久”。只是，不管旧了还
是时间久了，该忘的不该忘的事
物，都渐渐开始褪色。

龙应台在《雨儿》中写正在失智
的母亲——“你是哪一位？”“我是你
的女儿。”“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啊。你现在在哪里？”——连亲人也
开始在老人的记忆里模糊起来。

母亲也是，听力在日益衰退，
跟她通电话，基本是全程打岔，没
有几句对得上。见面时，往往一时
喊不出我们的名字，许多记忆都开
始“断片儿”。有一次，听她跟对
门老太太聊天。人家夸她穿的绣花
坎肩好看，她低头看看，回答说，
是挺好看的，不知道是他们谁给我
绣的。其实，那件衣服已穿了好几
年，是从商场买的。

每次去看母亲，我们都会给她
带“好吃的”，就像小时候，如果
我们乖，她下班回家，就会为我们
带回几颗糖果、几块点心。

有个记者同行去采访一位独居
的九旬老作家，他说，她家书、报
纸堆得到处都是，非常凌乱，而且
有股“老人味儿”。——“老”真的
有特殊的气味吗？我问。

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
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
缩。——“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
吗？”龙应台问。

台湾散文家简媜在书写老年与
凋零幻想的《谁在银闪闪的地方，
等你》一书中，这样写“老”——

老，这令人生厌的字，像脚底
厚茧，怎么避就是避不了那股针刺
之感。厚茧虽痛却要不了命，但老
会要命，它慢慢沿着脚踝往上爬，
把血管塞成枯枝，那曾经像小鹿奔
跳的心脏越来越像老牛拖着破车，
车上唯一的家当是一包袱羽毛似的
记忆，拖着拖着，连这记忆也随风
而去，只剩空壳。

长大、成熟、变老，这是世间
万物的宿命。许多年前的生日，我
曾经写过“年龄越大，仿佛越有种
耻感”这样丧气的话。今天，我已
勇敢到可以用“中年少女”自嘲。
但无论如何，关于年龄的迷思一直
挥之不去。新年时，朋友圈流行晒
18岁，我翻出二十多年前的照片，
尽管当时早已不止18，但苹果肌、
胶原蛋白尚充足。唉，年青，怎样
都是美的。只是，这样的觉悟要到
足够“老”的时候才懂得。

“哪个年青女子不是饱满丰润得
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
哪个年青女子不是玲珑矫健得像一
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梁实秋先
生话锋一转，就透出刻薄，“到了中
年，全变了。曲线都还存在，但满不
是那么回事，该凹入的部分变成了凸
出，该凸出的部分变成了凹入，牛奶
葡萄要变成为金丝蜜枣，燕子要变鹌
鹑。”更刻薄的还有呢：“行拉皮手术
的人，都秘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
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年
高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
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
要鸡丝拉皮。”

作家周大新在最近出版的老龄
题材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中，
用“天黑得很慢”宽慰天下老人也
宽慰自己，他说，人从60岁进入老
境，到天完全黑下来置身黑暗世
界，这段时间里有些风景应该记
住，记住了，才心中有数，不会慌
张。人生最后的路途到底会遇到怎
样的风景呢？周大新描述了五幅画
面：第一幅画面是陪伴者越来越
少，孤独成为老年路途上最常见的

“风景”。第二幅画面是基本上退出
社会关注的范围，受关注度降低。
第三幅画面是心梗、脑梗、癌症等
险情频生。他描述的第四幅画面
是，生命路上的灯越来越暗。在他
看来，天要黑了，上帝在逐渐地调
暗灯光，让人们适应。第五幅画
面则是人回复到幼年状态。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
头 ”（ 李 宗 盛 《 山
丘》），“每个人的故
事/从自己的哭声
中开始/在别人的
哭声中结束”（齐
豫 《 那 个 叫

“老”的人》）。
既 然 时 光 留

不住，所以，毫
无悬念地，我们都
要 成 为 那 个 叫

“老”的人。
傍晚，走出老

年公寓，地上遗落着大片大片白色
的乌鸦粪，但乌鸦已经不太能见到
了，据说，一到3月，它们就飞去
了远方。

叫
﹃
老
﹄
的
人

王珺

我抱着孩子等电梯，电梯的右
侧是屋子的门，门半开着，他站在
夜晚将至的明暗不定的阴影里看着
我们。孩子侧身看到屋内的他就笑
了起来，孩子只有一岁半，但似乎
明白这短暂的等待中一定还有好玩
的事情会发生。是的，屋内的他每
天都重复同一套动作，屋外的他爱
看，会笑，时间久了，就成了习
惯，这也是他们每天的告别方式。

孩子朝他笑的那刻，他立马回
应，抽身闪到墙后，突然，他又伸
出脑袋。孩子哈哈大笑，短暂的几
十秒钟，他大笑两三次，电梯门开
了，我们下楼回自己的家。

他和他，一个是我父亲，一个
是我儿子。

在我的孩子面前，父亲是温
和的，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柔软与
真心。有时候，他旁若无人地将
与自己的老态并不协调的顽皮、
活泼及滑稽的笨拙在孩子面前发
挥得淋漓尽致。他跟他躲猫猫，
玩拍手的游戏，学老太太走路。
孩子生性活泼开朗，动辄被他逗得
咯咯地笑。一岁后，他常咧着小
嘴，用响脆而又清晰的“来”字发
号施令，要求他重复某一动作。父
亲并不厌烦，指令对他来说更像是
口头奖励，他接着做一遍，孩子再
叫，他再做一遍。我坐在书房听客
厅里的嬉闹声，觉得父亲多么像个
孩子，他此刻在跟自己的小伙伴对
话、游戏。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是这
样的。他说话嗓门大，喜欢讲道
理，脾气暴躁。悲苦的童年生活让
他变得有些偏执，他相信弱肉强
食，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有一
度他还迷恋权力，鼓动我报考将来
可以从政的专业甚至还准备送我去
当兵。然而年少时的我活泼好动，
像乡下丛林里的一头小鹿，并不那
么温顺。在读书这件事上，我也没
有多少天分，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我
的期望。而父亲在教育孩子上也是
缺乏天分的，最后，一个男人跟一
个男孩的较量里只剩下棍棒、眼
泪、辱骂以及愤恨。父亲逼我，逼
我读完初中读高中，再读大学。考
试成绩不太理想，他打人；我和哥
哥发生摩擦，他打人。以前我们
小，挨打时还知道逃跑，后来大
了，当棍棒落在身上，逃跑如果让
村人看到反而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索性，我们就不跑了。

18岁那年的秋天，父亲送我
到车站，天空撒盐一样下着细

雨。我对父亲说，这下真
的是跑了，他沉默不语。
读书、工作，十多年已过
去，我开始矫情起来，
有时会分外想念在乡村
田野奔跑的那些时光，想
着想着，父母便让大巴车
从老家捎来红薯、辣椒、

土鸡蛋、自家做的辣酱⋯⋯这些东
西像镇定剂，赠予我温暖也让我清
醒。好长时间里，我觉得老人们住
在乡下挺好，吃自己种的菜，养一
群鸡鸭，喂一头猪，每天打扫院
子，干力所能及的活，屋前屋后转
悠着等待日出日落。儿女成人，衣
食无忧，替他们守着故乡，这其实
也是老人一直想要的生活。

如果说父亲逼迫我获取了自己
想要的生活，那么我却破坏了他对
自己未来的安排。他构筑的晚年生
活之城被我轻易攻破，这让我想起
小时候在门前遇到的那一群群蚂
蚁，它们忙忙碌碌，用一整个下午
垒起一方土巢，我盯着它们看，有
时不耐烦了，就起身顺势用手一
弹，它们所有的功夫都白费。此
时，父亲弱了，跟蚂蚁一样，在我
面前不堪一击。

孩子出生后没多久，我俨然成
了一个蛮横无理的土匪，不管他们
可能对异乡的生活有多不适应，会
有多挂念乡下的那几间瓦房，我生
硬地将他们俘虏到城里替我照顾孩
子，收拾家务。从乡下迁徙到城
市，我领着一个小小家庭在城里生
活，这或许就是俗世意味上的独立
吧。只是独立有时也很可怕，它意
味着颠覆与自我主张。父母抛弃旧
居，跟我生活在一起。剩饭菜必须
倒掉，每天必须多喝水，必须少吃
盐，他们能做的似乎就是去执行我
和妻提出的各种要求。对于年过
60的人来说，改变生活习惯，改
变思维方式，也许是天方夜谭。面
对挑剔，保持沉默，这是他们的退
让，也是抵抗。

今年，父亲65岁，我 35岁。
如果我跟他之间存在某场比赛的
话，前半场，他赢了；我没问过他
是否赢得心安理得，不过，面对现
在的生活，我还是会感谢他，感谢
他的养育、教导还有那些连他自己
都未曾意识到的伤害。后半场，我
赢了。只是，每当孩子午饭后睡
了，父亲独自坐在窗前发呆、百无
聊赖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胜之不
武。

从生命历程看，人的一生是一
条线段，从起点到终点。我有时候
感叹人的一生也可以是一个圆，我
们从最初的状态回到最初的状态。
从前我是孩子，现在父亲变成孩
子，只是，父亲的孩子身份是多重
的。在我面前，他收敛、沉默，顺
从我对生活的意志与安排，这种近
似失语的孩童状态，令人锥心疼
痛，也让人惶恐。其实我更爱看父
亲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时的样子，像
个忘我的牙牙学语的小孩，他笨
拙，没心没肺，陪着另一个小孩。

（晚乌，高校教师，散文写作
者，出版散文集《天亮前醒来》）

父亲的另一个身份
晚乌

前段时间，网上关于“美丽的皮
囊”和“有趣的灵魂”争论得异常热
烈。仔细想想，这两项令大多数人艳
羡不已的指标，都是来自于年龄对幸
运者的垂青。

“美丽的皮囊”大多是年轻时得到
的馈赠，虽然也有诗人笔下“多少人曾
爱慕你年轻的容颜，而我却独爱你现
在被命运摧残的脸”这类描述，但在大
多数人的语境下，“美丽”并不常见于
对中老年的描述中，“君不见高堂明镜
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连聪明
如李太白都怅然的事。而“有趣的灵
魂”，则大抵需要岁月的历练，几乎得
与年龄和挫折成正比，才能恰到好处
地修炼出一份圆融自在。

庆幸的是，我曾经真切地见识过
岁月加诸“美丽皮囊”和“有趣灵
魂”的打磨。

有一次，我坐了很久的车，去一
座深山里的林场，采访那里的一位

“守林西施”。她的美貌在守林人的队
伍中口口相传了很多年，随着互联网
的快速传播，一张像素不高的照片成
了很多qq群及本地论坛里争相转载
的热门。照片中，她逆光站在隐隐约
约的林间小径，徒手捞起一串沉甸甸
的生满了果子的藤蔓，如精灵般充满
了迷离的仙气。

她是谁？这样美为何甘守在林
场？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于是我们
大老远去到那里，为着大家的好奇心
揭开这位美人朦胧的面纱，仿佛是一
件既有新闻性又特别浪漫的事。

及至在林间农场见到真人——她
正穿着高筒胶靴收割着牛皮菜，这里
前一天才下了大雨，小道上泥泞不
堪，她抱着大捧的蔬菜朝我们走来。
人是那个人，白瘦，软塌塌的头发编
成短辫垂在左胸前，连发型都和那张
网红照片上一模一样，只是距离“美”
这个字眼，似乎已经颇过去了一段年
月——她略微上了一点年纪，白皙的
小脸上布满了细碎的皱纹，看上去就
和你身边任何一个身体孱弱的保洁大
姐没有区别。等到她在小屋的火塘前
坐定，给我们每个人递上搪瓷缸里煮
得热腾腾的野茶，故事才算开始。

她是 30 岁那年随丈夫进的林
场，这里一直以来就由他们两夫妻守
护。交谈间一个矮小粗壮的男人进来
取斧头，腼腆地和我们打了一个招
呼，我注意到他的腿脚有一点跛。后
来我们含蓄地问起她这样选择的原
因，她想了想回答，父母去世得早，
自己又一直有肾病，“痛的时候冷汗
浸透后背的衣服”。在原先的小县城
里，浮华的追求者交口称赞她的美
貌，却少有人真正愿意照顾她，她慢
慢地认识到这个不离不弃惦念她的林
场工人的可贵，就跟着他搬到了这
里。他说林场的空气和水都很好，方
便她调理身体。雨后他进山为她采蘑
菇，天晴为她挖草药，一日三餐笨拙
地做好热饭热菜，每年刚入秋就早早
地为她燃起了火塘⋯⋯温情的照拂最

能抵御岁月的冲刷，她不复年轻貌
美，但是病痛竟然逐年减轻，“已经
好多年没再犯过，多亏有他”。越过
明亮的玻璃窗，她注视着在院子里忙
碌的他，眼角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

我们给她看那张让她成为网红的
美图，以及下面网友如潮水一般的赞
美，她笑着摆摆手：“什么漂亮不漂
亮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我的另外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
身高不足1米的女士。这位女士罹患
一种极为罕见的先天成骨不全症，就
是俗称的“瓷娃娃病”。

出乎我的意料，她的画作都是一
些大幅作品，很多画轴全部展开远比
她的身量还高。而这些画作的主角都
是一些极其匀称柔媚的女性，如观
音、如嫦娥，还比如簪花微笑的仕
女，个个美得衣履翩然、随风浮动。

她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读出
了我心底的疑问：“从小我就喜欢画美
人图，哪个小女孩不期冀着自己长大后
能成为美美的仙女呢？不过那时还小，
不知道后来就只能长这么高。”她轻轻
的一声惋叹随即又被笑容所代替：“我
还有一个绝活，一般的人都做不到。”她
示范给我看，原来她竟然可以从一幅巨
大纸页的四个方向挥毫作画，“你见过
倒着画美人脸、侧着画美人肩而整体比
例不失衡的吗？”她很得意：“当然主要
原因是我胳膊短，从上到下画够不着。”

“哎呀，你不知道我练了多久才练成了
这一手‘四面画’绝技，还有人为此专门
来给我拍了专题片。”

“大家都夸我的画有仙气，但是他
们看不到那些画上干了的地方，曾经
淌满我的汗水。”她摘下眼镜，擦了擦
上面的水雾。我这才看清她眼角叠在
一起的皱纹和斑点，确实不年轻了。

随行的摄影记者挑着光线拍她，
她本能地躲闪着镜头，但就在那么电
光火石的零点几秒间，她飞快地按捺
住自己，正面绽放给我们一个大大方
方的笑容。就在这么微妙的一瞬间，
我突然体察到她是如何在自己的艰难
岁月中坎坷跋涉，并最终修炼出一颗
强大而有趣的灵魂。

第三张让我印象深刻的脸，是我
的师傅。我的师傅是一位资深记者，
手把手带我入行，这前面的两个故
事，不过是我们辛劳的采访历程中两
朵温情的小浪花。

和很多传媒人一样，因着一种来
去如风的爽利劲，她看起来比实际年
龄年轻得多。跟她从一个采访点风尘
仆仆地奔赴下一个采访点，我常常累
得在车上打盹，而她总是下车时拍醒
我的那个人。不管面对再重大、再千
头万绪的新闻事件，她总能做到当天
写毕全部稿件。她说：新闻记者的年
华都耗尽在奔波的路途中，你不能止
歇，更不能退却，否则一口气提不上
来，整个人一下就老了。

今年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我们
回访了以前去过的山寨，看着那些高
峻陡峭的山崖，自己都啧啧称奇：当

时是凭着怎样一
腔热血、顶着余震

不眠不休爬上去采访
的呢？往事历历在目，

然而一晃十年已过。在回
程的旅途中，我一回头，第

一次看见师傅在车上睡着了。
我从未看见过她的睡颜，细长的

皱纹从她的额边和眼角披拂下来，
深重的法令纹随着她的呼吸轻轻起
伏，这里记载着一个敬重职业的记者
一生的辛劳。每一次采访过程中所受
到的冲击和震撼，以及那些平凡日子
里的坚守，还有那些伸出双手想写一
点什么的热切，都深深浅浅地镌刻在
她的皱纹里。

皱纹，是一个成熟的人所经过的
全部旅程。而年龄，不问也罢。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
签约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狐狸的
后园》等）

皱纹：你所经过的
全部旅程

李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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