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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姐姐，，桃子熟了……桃子熟了……””表妹亲热表妹亲热
地打来邀请电话地打来邀请电话，，我真的不记得究竟我真的不记得究竟
是多少次了是多少次了。。我不太喜爱水果我不太喜爱水果，，且怕且怕
麻烦麻烦，，害怕琐碎的我其实心里根本不害怕琐碎的我其实心里根本不
想去想去，，怕骄阳似火怕骄阳似火；；也怕桃林里穿梭也怕桃林里穿梭
的毛骨悚然的毛骨悚然，，不愿看到虫和蛇不愿看到虫和蛇；；还怕还怕
桃子毛沾到手上桃子毛沾到手上，，不小心触到脸上那不小心触到脸上那
火燎一般的难受火燎一般的难受。。

夏天这个季节在家悠闲随意地夏天这个季节在家悠闲随意地
穿着干净的居家服穿着干净的居家服，，拖着拖鞋拖着拖鞋，，在客在客
厅厅、、阳台来回穿梭多么惬意啊阳台来回穿梭多么惬意啊。。可以可以
躺着透过飘窗看江水流动躺着透过飘窗看江水流动，，可以聆听可以聆听
窗外鸟儿鸣叫窗外鸟儿鸣叫，，可以继续读那本可以继续读那本《《福福
尔摩斯探案集尔摩斯探案集》，》，惊心动魄地跟着文惊心动魄地跟着文
字感受一百多年前的外国先辈们的字感受一百多年前的外国先辈们的
生活生活、、思维思维、、喜怒喜怒，，以及离奇以及离奇、、复杂案复杂案
件的侦破过程件的侦破过程，，那也不失为人生的一那也不失为人生的一
大享受大享受。。

可是想起表妹那切切的邀请可是想起表妹那切切的邀请，，一一
次一次的盛情次一次的盛情，，实在不忍拂她的好实在不忍拂她的好
意意。。她是三姨捡来养大的弃婴她是三姨捡来养大的弃婴，，从小从小
跟着我们一起玩耍成长跟着我们一起玩耍成长，，不是亲人也不是亲人也
如亲人一般如亲人一般。。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她内心的孤她内心的孤
独独、、无助无助、、自卑始终难以除去自卑始终难以除去，，她也总她也总
是把我和妹妹当作她的亲姐姐一般是把我和妹妹当作她的亲姐姐一般，，
总是希望我们分享她的快乐与不快总是希望我们分享她的快乐与不快
乐乐。。而今虽然不想外出而今虽然不想外出，，不喜欢桃不喜欢桃
子子，，不喜欢麻烦不喜欢麻烦，，但是想着这是表妹但是想着这是表妹
对我的尊重对我的尊重，，这是她在婆家的面子这是她在婆家的面子，，
我就毫不犹豫地简单收拾一番我就毫不犹豫地简单收拾一番，，穿上穿上
运动装约上二弟驱车前往运动装约上二弟驱车前往。。

这是一这是一个桃林村庄个桃林村庄，，在离我们简在离我们简
阳老家不远的涌泉水库旁边阳老家不远的涌泉水库旁边，，漫山遍漫山遍
野的桃林倒影在波光粼粼野的桃林倒影在波光粼粼 的水里的水里，，丽丽
日霞光投射在水面日霞光投射在水面，，一群白色的鸭子一群白色的鸭子
悠然游着悠然游着，，有些像高贵的有些像高贵的白天鹅一般白天鹅一般
昂首挺胸在尽情展示自己的优雅昂首挺胸在尽情展示自己的优雅，，又又
像绅士一般的企鹅那样摇头摆尾像绅士一般的企鹅那样摇头摆尾。。
那些垂钓的人物我两忘地看着水面那些垂钓的人物我两忘地看着水面，，
那么安静那么安静，，仿佛不是在钓鱼仿佛不是在钓鱼，，而只是而只是
享受这份心情享受这份心情。。水边农户家里冒出水边农户家里冒出
的炊烟在水面缭绕的炊烟在水面缭绕，，呈现一片紫气氤呈现一片紫气氤
氲氲，，让我如痴如醉让我如痴如醉。。

顺着水库走了两百米便到了桃顺着水库走了两百米便到了桃
园园，，晨风轻轻送来桃子的芳香晨风轻轻送来桃子的芳香，，桃枝桃枝
上挂着垂涎欲滴的红彤彤的桃子上挂着垂涎欲滴的红彤彤的桃子，，翠翠
绿的桃叶也遮盖不了争先恐后露出绿的桃叶也遮盖不了争先恐后露出
的桃子那红红的脸的桃子那红红的脸。。我低头猫腰走我低头猫腰走
进桃林进桃林，，只见一树树只见一树树、、一枝枝的挂满一枝枝的挂满
的都是拳头般大小的桃子的都是拳头般大小的桃子。。桃子红桃子红
得各不相同得各不相同，，有的是胭脂红有的是胭脂红，，有的是有的是
粉红粉红，，有的是水红有的是水红，，有的还用纸包有的还用纸包
着着。。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一扫勉一扫勉
为其难的郁结为其难的郁结。。

不不经意间表妹已经摘了一大篮子经意间表妹已经摘了一大篮子

桃子倒在筐里桃子倒在筐里，，我一再强调不要摘多我一再强调不要摘多
了了，，我深知她的不易我深知她的不易。。修枝修枝、、疏花疏花、、疏疏
果果、、除草除草、、浇水浇水、、除虫除虫、、包纸……这中间包纸……这中间
凝结着多少心血和辛劳啊凝结着多少心血和辛劳啊。。我吵架一我吵架一
样让表妹和妹夫不要摘多了样让表妹和妹夫不要摘多了，，但基本阻但基本阻
挡不了挡不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暗暗决定换一无奈之下我只好暗暗决定换一
种方式表示感谢种方式表示感谢。。

表妹和妹夫摘下一个个又大又表妹和妹夫摘下一个个又大又
红熟透的红熟透的桃子给我们吃桃子给我们吃，，那皮是一揭那皮是一揭
就起就起，，轻轻一咬轻轻一咬，，汁液满口汁液满口，，唇齿弥香唇齿弥香，，
神清气爽神清气爽。。刚吃完刚吃完，，妹夫又递过来一妹夫又递过来一
个个，，毫不犹豫地吃下后毫不犹豫地吃下后，，香甜沁入心香甜沁入心
间间，，连呼连呼““饱了饱了 ，，饱了……饱了……””我舍不得我舍不得
离开桃园离开桃园，，便和表妹一起拍照便和表妹一起拍照，，每张都每张都
要要 依着桃子依着桃子 ，，都要靠着桃树都要靠着桃树，，都要拉都要拉
着桃枝着桃枝，，都要偎着桃叶都要偎着桃叶，，笑声回荡在整笑声回荡在整
个桃园个桃园，，隔壁邻居们也不摘桃子了隔壁邻居们也不摘桃子了，，都都
跑来看我和表妹跑来看我和表妹，，都流露出羡慕的眼都流露出羡慕的眼
神神。。表妹非常自豪地告表妹非常自豪地告诉人家诉人家：：““大大
姐来看我了……姐来看我了……””

中午是用传统的土灶头做饭中午是用传统的土灶头做饭，，桃桃
枝做的柴火在灶膛里噼啪燃烧着枝做的柴火在灶膛里噼啪燃烧着，，火火
光映红的脸庞像桃子一般光映红的脸庞像桃子一般，，土鸡烧土土鸡烧土
豆在锅里沸腾着豆在锅里沸腾着，，桃树下摘回的黄瓜桃树下摘回的黄瓜
用来凉拌用来凉拌。。我在添柴我在添柴，，表妹在煎炒表妹在煎炒，，同同
时慢慢回忆时慢慢回忆讲述着我们小时候的林林讲述着我们小时候的林林
总总总总。。记得那时桃子是很稀罕的珍贵记得那时桃子是很稀罕的珍贵
水果水果，，生产队有一片桃林生产队有一片桃林，，母亲总说我母亲总说我
是在桃花是在桃花盛开的时候被她从花瓣上捡盛开的时候被她从花瓣上捡
回家的回家的，，惹得我后来总是一趟趟往桃惹得我后来总是一趟趟往桃
林跑林跑，，总想知道是谁扔下我总想知道是谁扔下我，，是否还有是否还有
孩子被丢在那儿孩子被丢在那儿。。也记得那时很想吃也记得那时很想吃
桃子桃子，，但是家里穷买不起但是家里穷买不起，，就和几个伙就和几个伙
伴前去偷桃子的情景伴前去偷桃子的情景，，结果偷桃子吃结果偷桃子吃
了之后回家被父亲暴打了一顿了之后回家被父亲暴打了一顿。。从那从那
以后我再也不想桃子了以后我再也不想桃子了，，看都不看看都不看，，直直
到如今居然不喜欢吃桃子了……我们到如今居然不喜欢吃桃子了……我们
说得开心时哈哈大笑说得开心时哈哈大笑，，聊到心酸处黯聊到心酸处黯
然神伤然神伤。。

我们离开时我们离开时，，表妹强行将小车尾表妹强行将小车尾
箱塞满了桃子箱塞满了桃子，，跟在车子后面一直挥跟在车子后面一直挥
手手，，离开很远了还能听见她哽咽地高离开很远了还能听见她哽咽地高
喊喊：：““还来哈还来哈，，桃花开的时候还来桃花开的时候还来，，这儿这儿
可漂亮了……桃子熟了还来啊可漂亮了……桃子熟了还来啊，，一定一定
来来，，自己种的桃子不稀罕……自己种的桃子不稀罕……””我心里我心里
知道表妹渴盼亲人知道表妹渴盼亲人，，渴盼亲情渴盼亲情，，总以为总以为
桃子熟了才有理由桃子熟了才有理由请我们请我们，，我们也才我们也才
会来会来，，所以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是对桃所以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是对桃
子成熟的期待子成熟的期待。。

不爱说话的二弟对我说不爱说话的二弟对我说：：““你常你常
来看看她来看看她吧吧。。你们远你们远，，我近我近，，我也常我也常
来来。。 ””我从倒车镜里看见表妹抹泪的我从倒车镜里看见表妹抹泪的
样子样子，，心里沉沉的心里沉沉的。。今年桃子熟了今年桃子熟了 ，，
表妹迎来了我和二弟表妹迎来了我和二弟。。我们离开了我们离开了，，
她又该期盼明年的桃子快熟了吧她又该期盼明年的桃子快熟了吧？？

桃桃子熟了子熟了
□□ 鄢丹鄢丹萍萍

在资阳，喜欢读写的人，大都晓得
我们乐至县的欧阳明先生，创作小小
说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我今天
在网上读到先生的散文《姊妹》，忽然
感觉他的散文比他的小小说写得还要
好。读罢《姊妹》一文，感触颇深，不敢
说是泪如雨下或泪流满面，却能说得
上热泪盈眶或喜极而泣。

细细品读《姊妹》一文，我仿佛回
到了那个年代。事情还得从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说起。我们乡下，乡亲们
的生活十分贫困，捉襟见肘，而同一锅
吃饭的妯娌，或是“踩着肩膀下来”的
弟兄姊妹，往往为了“菜苗被鸡啄了”

“藤上的丝瓜不见了”之类的“鸡毛蒜
皮小事”而“翻脸”，甚至酿成悲剧。在

《姊妹》中，“我”的母亲与五妈“结梁
子”，可能与五妈年轻时的争强好胜的
性格有关，她属于“全队恨我，我恨全
队”的那种人，也许还与母亲年轻时不
服输认死理的性格有关。她们姊妹两
个也就经常三百钱开当铺——少来少
往，有时候起个“由头”就开始“对骂”，
直到“声音嘶哑”“累了”，“才闭嘴”，记

忆中，母亲总是没有“占过上风”。然
而，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和五爸总是

“无动于衷”，好像与他们无关。母亲
固执地认为父亲“手拐子往外撇”。

后来，“我偷包谷事件”发生了，
“我”家遭了“闭口痧”，母亲心中硬是
“忍死一凼血”。说句内心话，当年偷
山粮又不止“我”一家人，还有胆大的
偷生产队保管室的包谷种豌豆种的
呢！一直想不通的是，“我”是有经验
的，事先是对周围环境“侦察”好了的，
刚一动手，“五妈就鬼一样冒了出来”，

“仿佛她事先就埋伏在那里，等着抓
我”。从此，母亲发誓生死不相往来。

那一年，小孃和幺姑爷从新疆回
来，他们说新疆“地多人少，种庄稼全
是机械化”，保证“吃饱饭”，力劝大家
迁移新疆。五妈一家人躁动了，“恨不
得立即就动身”。父亲也有些“想”，母
亲却“死活不同意”。五妈走后，院子
里总算是清净了，“我们家”仍旧日子
过得艰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家”
的日子才渐渐地好起来。

五妈走后的几十年间，她们家没

有一个人回过老家。关于五妈家的情
况，都是母亲“尖起耳朵”从幺姑爷嘴
里“打听”到的。后来，五妈第一次回
老家时，“没有上我们家”，与母亲也没
有“对骂”，姊妹俩心中仍旧有解不开
的疙瘩。时间是治疗创伤的唯一良
方，母亲对五妈的态度由“恨死了”到
渐渐关心起来。

五妈这一次回老家，母亲时不时
地站在大门口往那边“望”。终于，年
近八旬的母亲以“当姐的”高姿态，冰
释前嫌，伸出“橄榄枝”。当我读到“母
亲急忙往五妈碗里夹菜，五妈也时不时
地往母亲碗里夹菜”时，我的眼睛湿润
了，泪水情不自禁往外滚。因为，我自
己的母亲与幺保(父亲的幺妹)也“生死
不相往来”四十多年，她们现在也没有

“相互夹菜”，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才
能“相互夹菜”？作为晚辈的我，不知道
为了她们“相互夹菜”应该做点什么。

五妈回新疆后，“我”肩负着母亲
“你去趟新疆吧”的使命，千里迢迢地
“拜望族人 ，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
状”……

拜读完《姊妹》一文，我的心久久
不能平静，让我感动，让我思考。首
先，作者创作时，所选题材是我们农村
中熟知的平凡人和平凡事，“平凡”中
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艰辛与无奈，我们
回忆过去，绝对不是对“过去”过不去，
而是感慨“现在”，珍惜“现在”。让没
有经历过“过去”的人去了解“过去”，
去面对“现在”和开创“未来”。同时，
文章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母亲和五妈的
褒扬，褒扬她们与命运抗争、与生存空
间抗争的精神。

其次，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
言，毫无掩饰，娓娓道来。全文几乎找
不到一个矫饰的形容词，找不到一句虚
情的比喻句，找不到一段特意抒情的语
句，好像作者就在你面前，与你聊天，与
你摆龙门阵，亲切而温暖。文章中的方
言，比如“占过上风”“尖起耳朵听”“手拐
子往外撇”等等，恰到好处，妙笔生花。

当然，我的最终感慨，是愿天下多
一些、再多一些“打破脑壳镶得起”的
弟兄，和“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姊妹，友
好如初，和谐相处。

五妈回老家已经 3 天了，也没上
我们家来。听六舅说，过几天，她就
要回新疆了。

六舅是五妈的亲弟弟。
五妈是第二次从新疆回来。第

一次回来时在六舅家呆了五天，也没
上我们家来。母亲不闻不问，装着不
知道一样。

六舅家和我们家只隔两块不大
的水田，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房子的
堂屋，还大门对大门，站在大门口，能
相互把人看得清清楚楚。

五妈这次回来的前一天，我也回
到了老家。我平时工作忙，回老家的
时间少。母亲对此很高兴，脸上始终
挂着笑。可从五妈回来的第二天起，
她就心神不宁了，老是站在大门口往
六舅家里望，一望就老半天，不言不
语的，像截木头。

五妈准备回去的前一天。刚吃
过早饭，母亲又站在院坝里往六舅家
望了。望了一会儿，突然回过头对我
说，去请你五妈上我们家吃顿午饭吧。

我听了大吃一惊。母亲曾经发
誓再也不想见到五妈的。五妈和母
亲若不是生死冤家，上次回来，她就
会主动上我们家了。就算她不来，母
亲也会主动到六舅家去请的。

五妈年轻时喜欢骂架，好像一天
不骂人，嘴巴就要烂。五妈骂人，嘴
翻得飞快，话从嘴里出来，根本不需
要思考，就像水库开闸泄洪一样，谁
都不是她的对手。

五妈骂人，为的全是鸡毛蒜皮的
小事，什么菜地里的菜苗被鸡啄了
啊，挂在藤上的丝瓜不见了啊之类
的。五妈骂人的话很难听，什么生出
娃儿没屁眼，吃了老子的东西全家都
要死绝啊之类的。我们家和五妈家
墙挨墙，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她的骂
是针对我们家的。我们从没偷过五
妈家的菜，家家都有鸡，菜苗子究竟
是谁家的鸡啄的，也没人看见，凭什
么非要说是我们家的鸡啄的呢？母
亲先是忍气吞声，后来实在听不下去
了，就开始还嘴。这一来，五妈像终
于找到了对手，更来劲了，嗓门更大，
话也更毒。二人你来我往，整得满院
子鸡飞狗跳。

父亲和五爸两个男人，对两个女
人的吵闹，不闻不问，一副事不关己
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仿佛那是别人
家的女人在吵。两个女人骂到声音
嘶哑，累了，才闭了嘴，心里窝的气，
却像块石头，始终闷在肚里，等到哪
天遇到什么事或心情不好了，又暴发
出来，你一句我一句又对骂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五妈闹
架，每次都没占过上风。每次骂完，
母亲都会冲父亲发火：“你哑巴啊？
看着我被你弟媳妇欺负也不嗯句声，
欺负我是外人是不是？！再怎么你是

她男人的哥，我也算她嫂子吧，她凭
啥那么乱骂我？！”父亲听了使劲吸一
口叶子烟，吐出一串白雾，慢条斯理
地说：“一家人这么吵，外人怎么看？
留得口水养牙齿，穷得锅都揭不开
了，也不晓得你们哪来的劲？！”母亲
觉得父亲是手柺子往外撇，把手中舀
满水的木瓜瓢往院坝一甩，吼道：“我
就看不惯她欺负人！”

母亲和五妈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是五妈说我偷了生产队包谷那次。
那次没有闹，却把母亲对她的仇恨推
到了极点。那时大家都穷，吃了上顿
没下顿，都要偷队里的东西。红苕出
来偷红苕，花生出来偷花生，包谷出
来偷包谷，什么出来偷什么。大人们
去偷，被发现了，往往会扣上破坏“抓
革命、促生产”的罪名，扣工分是必然
的，弄不好还会弄去批斗，甚至坐
牢。所以一般都指使小孩去偷。万
一被发现了，也就是没管教好孩子，
大不了当着众人的面，把孩子打一
顿，只要打到孩子流鼻血了，就有人
过来劝，说算了算了，小孩子不懂事，
打一下就可以了，打死了就犯法啦。
就为这，我和弟弟没少流过鼻血。每
次打我们，都是母亲动手，父亲在一
边看着，一言不发。

至今，我都觉得五妈抓住我偷包
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偷之前，我和
以前一样，学电影里的侦察兵，对四
周观察了很久，都不见一个人影。但
刚掰下一个包谷时，五妈就鬼一样冒
了出来，仿佛她事先就埋伏在那里，
等着抓我一样。“小杂种，大白天也敢
偷，胆子真大！”五妈一把抓住我，扬
起头高音喇叭一样呼喊，“有人偷包
谷啰！有人偷包谷啰！”这一喊，就来
了很多人。母亲也慌慌张张地来了，
她见了我就骂：“短命鬼，喊你去抱
柴，你跑到这里来干啥？”本来偷包谷
是母亲叫我来的，现在却说我不听
话，我委屈得直冒眼泪。母亲抓住我
扬起手就要打，但她抓我的手却丝毫
没有用力，我一个转身就跑了。“还敢
跑！看我不打死你！”母亲喊着急忙
来追。直到把我追到离人群很远的
山上，才抓住我顺手捡了根树枝打起
来。“打死你这个不听话的短命鬼！”
母亲边打边骂，声音很大，山下的人
全都能听见，但落下的树枝却很轻。
很快，那些看热闹的就散了。

事后，母亲怀疑，五妈肯定也是
在偷包谷，碰到我，怕自己暴露，就顺
势把我捉住，不然，哪有那么巧？从
此，母亲对五妈恨得咬牙切齿，经常
诅咒她，说她总有一天要被雷打火
烧！还不准我们和她家的孩子玩，只
要见到我们和她家的孩子一起玩，就
骂我们。

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孃和
幺姑爷从新疆回四川来了。

父亲那一辈一共有七个兄弟姊
妹。大爸结婚后随女方在外地安了
家。大孃嫁到了邻县。三爸在我没
出世前就死了，说是得水肿病，饿死
的。小孃嫁给了远在新疆的幺姑
爷。幺姑爷当兵在新疆，转业后留在
了当地。

留在老家的，只剩下我们和五
爸、幺爸三家人，大家都住在一起，房
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并不宽。

幺姑爷回来，是劝大家迁到新疆
去。“那里地多人少，种庄稼全是机械
化，有的是粮食吃。”幺姑爷说。大家
听了都很高兴，恨不得立即就动身。但
最后，去新疆的只有五爸和幺爸两家
人。父亲是想去的，但母亲死活不同
意，她说：“要去，你一个人去，这辈子我
就不想看到那个泼妇那张嘴脸！”

五妈走后，院子里总算清净了下
来。父亲和母亲辛苦劳作，省吃俭用
依然日子难过。母亲经常叹气。父
亲就责怪母亲：“叹啥哩，当年叫你去
新疆你自己不去。”母亲不服地说：

“我就是饿死也不想和她在一起！”
1984 年，土地承包到户，日子一天天
好起来，一家人终于不再为吃饭发愁
了。几年后，我和弟弟也相继考上大
学。母亲不再叹气，父亲也终于不再
责怪母亲，还说，外面千好万好，都不
如老家好！

一晃就是几十年。这几十年里，
五妈一家人，没一个人回过四川，直
到最近这些年五妈才回来过两次。

幺姑爷和小孃回来过几次。五
妈家的消息，都是听他们说的。小孃
说，五爸刚把娃娃们养大就死了，得
病期间，除了五妈，几个儿子都不去
看他。五妈还是好强，心直口快，吃
得喝得，身体还很好。

父亲听了苦笑着说，人各有命
啊。

母亲一言不发，只是偶尔一声长
叹。

五妈第二次从新疆回来返程之
前的那一天，母亲弄了很多菜，叫六
舅过来喝了几杯酒。饭桌上，六舅也
许是喝了酒，话特别多，说了很多五
妈家的事。母亲一直尖着耳朵听，有
时还忘了动筷子。

我知道母亲已不再恨五妈了，就
开玩笑问她：“你主动请她？”

“她不主动我都不主动吗？我是
她姐，都 70 多岁的人了，还见得到几
回，快去吧，说话注意点啊。”母亲说。

五妈听我说是母亲请她，高兴得
合不拢嘴，不停地说：“要得！要得！
要得！”

晚秋的天气不冷不热，阳光照在
身上，暖暖的。母亲和五妈坐在院坝
里，阳光下，她们花白的头发泛着零
零碎碎的光芒。二人不停地说话，不
时还发出哈哈哈的笑声。接近正午

的时候，五妈起身说六舅煮起她的
饭，要走。母亲不依，拉住她的手，
说：“走啥哩，在六舅家吃和在我家吃
不是一样的？怕我在饭里下毒吗？”
五妈说：“没那意思，怕他们剩起饭不
好。”母亲说：“现在剩点饭算啥，今天
你不留下来，我这辈子都不安逸你！”
至始至终，五妈都没动过步子，看不
出有走的意思。见母亲不松手，五妈
就顺水推舟说：“你放手嘛，我不走，
我不走。”母亲立刻露出了笑容。

母亲弄了满满一桌子菜，鸡鸭鱼
全有，还有一锅萝卜炖猪脚，那是母
亲一早就开始炖的。一上桌，母亲就
给五妈舀了一大碗猪脚，说：“这是你
最喜欢吃的，多吃点，一家人，千万别
客气。”还把我带回家的最好的酒拿
了出来，给五妈倒了满满一大杯酒。

“五妈能喝酒，你们好好陪她喝几
杯。”母亲对我和父亲说。说完，又急
忙往五妈碗里夹菜。五妈也不时往
母亲碗里夹菜。两人表现得比亲姊
妹还亲。

饭后，母亲对五妈说：“明天不
走，多耍几天。”五妈说：“不行，火车
票都买好了，幺女马上又要生孩子
了，需要人手。”母亲脸上立即露出难
过的表情。

五妈走的时候，母亲送了好远，
分手的时候，硬塞给五妈一千块钱。
五妈不要。母亲说：“我是姐，我说了
算，这是给幺女的。”母亲还说，有空
了就回来。五妈说：“你啥时也来新
疆嘛。”母亲说：“肯定要来的。”说着，
急忙用手去揩眼睛。五妈也是。弄
得我们心里都酸酸的。

五妈走后，母亲身体老是不好，
不是腰疼就是腿痛，经常吃药。父亲
的肺气肿也越来越严重了，走路都很
吃力。他们已没法去新疆了，只能电
话上和新疆那边联系。

去年8月，我换了工作岗位，时间
宽裕了些。母亲说，你去趟新疆吧，
几十年了，都没去看看他们，我们出
不了门了。

从新疆回来，母亲一见到我就问
这问那，尤其是五妈的事。

离开新疆的时候，五妈装了一口
袋当地的特产，还叮嘱我说：“给你妈
说，现在生活好了，吃好点，能多活几
年是几年，等我空点了，一定回去看
她。”我知道，其实五妈也有病，根本
没法走那么远的路了。

前两天，母亲突然来电话问我：
“记得五妈的电话号码吗？”我说：“写
在电话机上的啊。”母亲说，看不清
了。我问找五妈干啥，母亲说，好久
没她电话了，想问问她身体好不好。

母亲和五妈都快满八十岁了。
岁月有情，冰释了他们的前嫌，但岁
月也无情，偷走了他们美好的年华。
唉，这两姊妹，真的老了。

如莲的女人踱着青莲的步子，踩
着唐诗宋词的平仄韵脚，穿过唐月宋
水，从远古的水乡走来，从水墨丹青
的画里，袅娜款款，涉水而来，吟风弄
月，飘飘欲仙……

如莲的女人本是一粒清苦的种
子，散落、埋藏在淤泥里，不甘沉沦，
不愿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在黑暗、污
浊中几经挣扎和抗争，才在污泥中安
家生根，拼命冲破黑暗，从水中探出
头来，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莲花仙
子。你待字闺中时，“葳蕤半露芙蓉
色，窈窕将期环佩身”，夏风如鼓风机
般鼓胀起你缀满珍珠的如伞的绿裙，
如众星捧月似的托出万绿丛中一粒

“珠”，如高擎的烛台点燃万绿丛中一
点红，烛照、指引着女人如水的道路
和人生，开始在碧波中扬帆远航！你
仿佛开在梦幻的天国里，是苦中开出
的甜美，污中开出的圣洁！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如莲的女人天生和水
有着不解之缘，自水而出，靠水而居，
以水为镜，临水照花人，温柔似水，忧
郁似水，灵性似水，执着似水，上善若
水。生命如水般纯净，如波般律动，
如浪般多情。你是水做的骨肉，却不
嫌泥的污浊，而似飞蛾扑火般地扎根
泥的怀抱，却出淤泥而不染，但不忘
泥的养育深恩，与泥共舞着水乳交融
的爱之升华，翩舞一季情缘，演绎着
藕断丝连的绵绵旧情。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
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如莲的女人
柔情似水，却刚柔相济，不卑不亢，挺
直腰杆做人。任凭风吹雨打，也打不

落你撑开的伞，摧不灭你高擎的火
炬，你依然挺立着铮铮傲骨，不忧不
惧！你不会伤春悲秋，春来不与百花
争艳；夏来不怕娇阳似火，坚守着水
中宁静清凉的一隅，把所有的美献给
火热的盛夏；秋来不会悲秋雨、泣残
红，在“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凄凉中，
优雅从容地谢幕，不哀不怨，默默地
孕育着自己的种子和果实，奉献出你
的所有，延续着你的生命。你“亭亭
净植，不蔓不枝”，不依附、不攀比，如
舒婷笔下的女子“绝不像攀援的凌霄
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你只“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如傲然不群的君
子，凛然不可侵犯，不容轻慢玩弄，从
来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囚鸟和玩物。

如莲的女人淡雅如水，静柔婉
约，不矫揉做作，“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天真自然不显媚态，“濯清
涟而不妖”。如莲的女人淡泊如水，
洗尽铅华，不染纤尘，“飘飘乎如遗世
独立，羽化而登仙”，洁身自好，不追
名逐利，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在佛教中，莲即是佛，佛即是
莲。如莲的女人心存慈悲善念，是真
善美的化身，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
萨打坐于莲台之上，主宰沉浮，苦渡
众生，透着禅意佛性，性本清净，无处
染尘埃，“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一念一清净，心似莲花开”。

冰心说：“人的一生应该像一朵
花，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
者缺一不可。”我愿化身为莲，怀着一
颗莲之心，飘在诗词里，舞在乐曲中，
行在书画上，开在幻梦间，香远益清，
禅意芬芳，静守花开，静享清欢。

姊 妹
□ 欧阳明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姊妹
——读欧阳明先生散文《姊妹》有感

□ 刘武洋

深情空间深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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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莲的女人
□ 宋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