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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你在读什么书

今年夏末，从乌镇回温，路过杭州看了
看老友小林——由于她留杭打暑假工，我
们已有半年多未见。

八月的杭州夜晚依旧燥热，似有一股
沉闷、浑浊的热气流低低地压在城市上
空。吃过烤肉后，我拉着行李箱和小林走
向她的住处。这一带远离繁华的市中心，
周围多是些低矮的住宅区和工业园区，街
道上的人并不多，可细看每一块闪烁的广
告牌下，小小的店面里往往坐满了吃饭喝
酒的人，远看皆是一幕幕插科打诨的情
景。只有头顶不时发出轰鸣声的高架桥，
震颤着这片在夜晚稍作喘息的边缘地带，
像连接心脏的毛细血管一般，在暗流涌动
中生生不息。

“我室友一个在家了，一个还在上晚
班。你不用拘束啊，她们都挺好的。”小林
边喝奶茶边随意地聊着，一米七几的大高
个，在路上谈到有趣的事就放肆地大笑，吐
槽工作时也不忘回以直率的白眼，接着在
自我称赞中一笑了之——一如既往的大大
咧咧。

到了一栋居民楼门口，小林指着楼顶
那间亮着白光的房间，示意我那就是她们
三人合租的住处。我们一起抬着行李箱在
黑暗中爬了七层的楼梯，推进门，白炽灯
在转瞬间发出刺眼的光亮，随即渐渐昏
暗，一个并不算大的房间在视线中廓清。
房间内只有一床、一桌和一柜，墙壁四周
挂有些许衣物，旁边附有一个卫生间和厨
房。见我们回来，小林的室友关掉小型电

风扇，打开空调——据小林说，她们三人
做了约定：为了节省水电，空调尽量只在
必要时开。诸如此类的生活约定，小林提
前和我说过一些，尽管我表示了然，但还
是不免在使用和活动中小心翼翼；并对这
种此前不曾体验过的真正的独立生活感到
一种隐隐的慌乱，毕业后我会怎样生活？
这是我未曾细想过的问题，此刻却如此赤
裸裸地叩问着近乎天真的我。

临睡前，小林铺好了地铺，我们头挨着
头靠在一个枕头上。此时小林的另一位室
友才下班回来，她轻手轻脚地卸妆、洗漱，
最后躺下进入刷剧模式。“她们都凌晨两三
点睡的，不用怕吵着她们。”小林解释道，于
是二人继续说着聊不完的话，像中学时熄
灯后悄悄钻入一方被窝里畅聊那般惬意，
只是少了那时的几分刺激。

“估计像我这样安逸惯了又不懂节省
的人，以后肯定要遭受社会的毒打了……”
我笑着和小林表达自己的顾虑。

“都是环境所迫啦，我这次自己在外租
房，才知道原来水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她认真的语气中有一种满不在意
的坚韧，随后又给我分享了各种“生活小
tips”，使我在自己有些恍然大悟的领会中，
窥见了一个仿佛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读
书人”的经验盲区。

我们就这样躺在地铺上，合盖着一条
略显单薄的空调被，聊着过去的同学，最近
的新鲜事和对未来想从事的工作以及生活
规划。两人不谋而合地想到：如果分隔两

地又到处碰壁，那么我们一起租房，在城市
一隅就这样互相陪伴，好像也不错……“最
好还能养条狗，哈哈哈……”两人在黑暗中
低声地描绘天马行空的想象，时不时发出
一阵爆笑，凭借尚存的理想主义的余热，填
充着生活中苍白的沟沟壑壑。

突然，随着一阵持续十几秒的巨响，整
栋楼开始微微发颤，心脏不知不觉中加速
跳动。都快凌晨12点了，怎么还有飞机在
近地面飞过？

“刚刚那是战斗机，最近经常半夜起
飞，我们都习惯了。”小林解释。

想起最近微博上看到的头条新闻，日
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与这不知飞向何处的战
斗机之间，是否有着某种联系。这些平日
我只是匆匆一瞥的事件，却在今夜战斗机
无限靠近这个楼顶发出短暂却巨大的震感
时，抛掷出个体与大地千丝万缕的实感。

睡意渐渐深沉，我无意再追寻那些战
斗机的去向，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耀眼的阳光漏进窗帘的缝隙里，很久
没有一觉睡到九点以后了。我揉了揉眼
睛，发现躺在身边的小林早已清醒，正翘
着右腿，望着天花板发呆。偶然一瞥，小
林高翘的右脚上，大脚趾和无名趾慵懒地
打转着，似乎是开启新一天前的局部伸展
运动。这个灵活的动作让我心一惊，中学
时那个站在最前面领操的活力充沛的背
影，此刻焕发出了日久弥新的生命力。想
起昨天下午拉着行李箱来宜家找小林时，
她正带着小喇叭站在楼梯口迎宾，黄色的

工作服上印着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让
我来帮助你”，背后巨大的笑脸与眼前笔
直的站着而在无人注意时悄悄捶背的女
孩，毫无违和地发生着某种程度的重合。

简单吃过“早中饭”后，小林的室友们
已经化好妆准备上班了，出门的她们个个
画着精致的妆容，梳着精神的发型，与昨晚
看到的她们判若两人。这大概是每个人有
关白天的秘密。

地铁口，我和小林分别——由于习惯
了这种分别，我们都没有溢于言表的不
舍。只是在我上电梯时，回望人流中小林
大步迈向出口的背影，想到她一天的工作
中最期待的是下班回到那个楼顶的房间休
息，心里莫名怅然。

人生轨迹的岔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又在什么机缘下重合了？高中时收到过小
林的一封信：“我感觉我落下的东西好多
啊，怎么补都补不完……你一定要时时督
促我知道嘛……如果哪天你发现我们有了
很大差异，你一定要等等我，我会努力跟上
你的步伐的……”

也许对小林来说，中考成绩是个让我
们就此分开的节点。然而，朋友之间有何
差距之说，而且她顽强乐观的韧性与直率，
面对强压依旧自立自强的态度，都是在教
室中坐而论道所难以达到的品质。

你，我，不过都是住在楼顶的女孩，在
一个浑整的故事中吸吮着深深浅浅的幸与
不幸。

天天两岁了，好像他出生就
是昨天的事。这两年中经历的事
情让人感觉不是两年的长度所能
容纳的。

天天走路早说话晚。不到周
岁他就能站着走路，但是直到最
近，他的语言能力才大幅度提高，
开始频繁模仿，主动说话，而且说
出很多我们平时有讲但没刻意教
他的词汇。

从他第一次对我微笑到第一
次叫我爸爸，这是一个完整的成
长阶段。这是一个婴幼儿配齐了

关于人的基本属性。在他没有表
情的时候，我期待他微笑。在他
可以抬头后，我期待他能爬。在
他会站立的时候，我期待他独自
迈开脚步的样子。在他会奔跑的
时候，我期待他跟我讲话。现在，
他会说话了。我期待他说出的每
一个新词和句子，因为孩子是天
生的哲学家。

一年前，我说养娃是又一次
恋爱，如今我觉得养娃是再一次
受教育。虽说是“再一次”，内容
也似曾相识，但实际上是从未学

过的，比如如何耐心地面对一位
听不懂道理甚至听不懂语言并暴
脾气的孩子。其实，所谓“暴脾
气”只是大人们的粗暴概括，是大
人的偷懒。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
和智慧去理解孩子的诉求，反而
说孩子“暴脾气”。这个意识就是
“受教育”的结果。在抚养孩子的
过程中，受教育的内容当然不止
这一个，但是耐心并理解他们却
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我期
待着它的每一项。

虽然孩子的成长每天都在发

生，但是我们意识到它却是突然
间的事。正如朝夕相处不会明白
相思之苦，唯有分别才能刻骨铭
心。这个春节，我和天天分开
过，9天没见他，见面后，他一
直要跟我玩，拉着我去看乌龟，
不要别人抱，也不允许别人挡住
我们一起玩的小汽车。我坐着
时，他一个劲地往我怀里钻，不
时后仰脑袋盯着我看。凌晨睡
醒，他开始哭，喊着“爸爸，
抱”，次日走阶梯牵手谁都不要
指名要我。这是被需要的幸福，

也是“再教育”的结果。
最近都是我陪睡，我陪睡的

程序里有从一数到十，然后发射
火箭到太空漫游，爬月球最高的
山，走火星最广的沙漠，到太阳系
最远的星球……每次发射前，他
都会跟我一起数数，但是如果让
他单独去数东西的数量，永远只
有“一，二”。如果岁月能停止，虽
然我期待每个阶段，但有那么一
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他永远停留
在两岁，如他的数数，不管多少，
只有一二。

麻钦杰新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书名
叫《生活乱弹》。单从这个书名便可窥见其
中的篇什属于休闲之作，体现出作者的闲
适情趣。我读后最想送给他一个字：真。

钦杰的家乡巽宅盛行一出古老的地方
戏“乱弹”。当地的戏班子在祠堂庙宇的戏
台上，传承这种古老的非遗文化，台上台
下，穿红着绿，咿咿呀呀，煞是热闹。他以
“乱弹”的方式来叙谈自己的生活况味，颇
有戏剧之色彩，读起来也越发显得轻松怡
然，难怪许多读者朋友说麻老师的文章好
读好懂，让我好生妒忌。

我与钦杰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期，那时我们青春年少，爱好写作，业余
时间写点新闻报道投给县人民广播站（电
台）、《温州日报》，乐滋滋地成为一名通
讯员。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他
在全县通讯员会议上发言，说当通讯员
难，但当一名农村通讯员更难，连参加会
议的差旅费都要自掏腰包。尽管如此，他
依然眷恋着新闻写作，巽宅周边那里有个
风吹草动，他就风风火火前去采访，孜孜
不倦写稿投稿。有一年，为了采访红十三
军的革命事迹，他乘着“三轮卡”差不多
跑遍全县各乡镇，深入村庄采访。当时，
他连续多年被评为《温州日报》、县人民
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这份兴致，这份热
情，这份执着，伴随他走过青葱岁月，走

过成家立业，走过养家糊口的艰辛和儿女
成长的欢愉……。因为出身农村，生活在
基层，阅历丰富，感受深刻，现在写起散
文来就顺手了，往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生活积淀。

在这本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
里，作者收录了127篇生活散文，分为
“赤橙黄绿篇”、“锅碗瓢盆篇”、“芸芸众
生篇”、“凡人轶事篇”、“嗔言呓语篇”等
5辑。这批作品大多在报刊上发表过，看
起来是那么熟悉。2014年至2018年，他
在《今日永嘉》楠溪江周末副刊开过《生
活小调》专栏，每周推出一篇生活类散
文，一时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次结集出
版，也算是一次专栏写作成果的集中展
示，值得祝贺。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
“《生活乱弹》中的文字来源于生活，不
修饰，不唯美……凡事凡人凡思凡感，平
平谈谈，平谈到谁也不会去注意。但它是
我生活记忆里的一部分，抹也抹不去，变
也变不了，朴实又亲切。”这是作者的肺
腑之言，也是他的写作初衷，真真切切的
文字，平平淡淡的人生。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这句至理名言，熏陶过一代又一代教
育工作者。我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求真知、做真人，这个“真”字，比什么都

重要。钦杰深谙这个道理。他文如其人，
从他的作品里让我这个与他相识相知30
多年的老朋友慢慢读懂怎样做一个最“真”
的人。他干过文字秘书、报社编辑、企业主
管，当过人民教师、中学校长、机关工作人
员，做事踏实，为人低调，乐为助人，不计得
失。尽管生活的磨难，时时震撼着他的心
灵，但时代的洪流又拨动着他力求上进的
心弦。我欣赏他是个生活的有心人，也是
经得起生活磨砺之人，所以创作出的作品
很接地气，给人一种有益的启迪和奋进的
力量。

纵观钦杰的散文创作，有三个方面值
得肯定：首先，洞察生活能力强。他善于捕
捉生活的“真善美”，围绕一个闪光点，然后
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写得有血有肉，不做
无病呻吟；他无情地鞭挞人世间的“假丑
恶”，瞄准一种不良社会现象，剖析入木三
分。行文尽显调侃，实则无声抨击，没有惊
涛骇浪，却也风生水起，让人咀嚼，让人明
辨，让人深思。

其次，写作素材积累多。生活就像一
个万花筒，摆在作者面前，就是一个写作
宝库。钦杰抒写亲朋好友、家长里短，叙
述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描写花草虫鱼、
乡土乡情，咏叹节日节气、四季轮回，或
经历，或见闻，或回忆，或感悟，情意盎
然，掷地有声，让人分享到来自他内心的

淳朴和感动，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
示着人生的靓丽，昭示着生命的坚强。我
特别关注他叙写的季节风情和节日节气的
作品，如：《冬至夜》《立秋后记》《霜
降》《“重五”的愁绪》《春天来了》《除
夕》等23篇文章，占据了全书很大的分
量。这些文章构思巧妙，内涵厚重，意蕴
深刻，耐人寻味。

再次，想写就写出手快。信手拈来皆
成文，就写作而言，钦杰算得上是个快手，
有感而发，一气呵成。他每到一地，喜欢涉
足文化古迹，善于发现，精于思考，勤于动
笔，一篇篇作品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因运而
生，让人大有“不虚此行”之感。当然，出手
快也存在不足，使得书中某些篇章的语言
运用不够凝练，甚至有点拖沓。但瑕不遮
瑜，不影响整篇文章的审美价值。

巴金先生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
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这句话用在钦杰
身上倒也恰到好处。他的写作是体验了真
生活，倾注了真感情，因为生活中的他一路
走来的确吃了不少苦，但他都以乐观积极
的姿态来对待人间冷暖与现实无奈，都用
“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心态来
救赎人间恩泽与岁月馈赠，由此而已。

我想，只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才能像作
者那样“弹”出新时代“至真至善至美”的动
人乐章。

住在楼顶的女孩们
陈旗旗

平平淡淡才是真
——读《生活乱弹》随感

陈忠德

家有二龄童
周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