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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期，我家有一台蝴蝶牌缝
纫机，这在村子里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它
是我妈妈最奢侈的嫁妆。在那个物资相
当匮乏的年代，能买得起一台缝纫机，一
定是个有钱的人家。不仅有钱，还要人上
托人，到大城市才能买得到的。

我爸是村长，一天到晚都在忙他的公
务。回到家倒头就睡，根本不顾及家里
的大小事务，一切家务活由我妈全权负
责。妈妈的态度却是极好，从没有看见
她发过脾气和有半点怨言，每天都是起
早贪黑，任劳任怨。几个兄弟姐妹的吃
喝拉撒她全部负责，还得参加集体劳动，
挣工分养家糊口，白天劳动，晚上还要赶
手工活。

我妈妈做衣服很认真，把人家的身材
量了又量，村里的人都喜欢我妈妈做的衣
服，既好看又贴身，不长不短，不肥不瘦刚
刚好，价钱又相对便宜。每天晚上她都是
熬到深更半夜才肯睡觉，第二天，天不亮

又得起床忙家务。
我爸脾气火爆，刀子嘴豆腐心，口恶

心善。他的牛脾气一上来，不管你是谁，
想骂就骂。遇到纠纷，人们都纷纷来向我
妈告状，我妈妈总是耐着性子给人们劝解
调和，苦口婆心，将心比心，反复做思想工
作，等她解释清楚后，人们话明气散了，气
消了又和好如初。我妈妈也会制作如围
裙、袖笼子之类的小玩意，免费送给大
家。人们往往是愁眉苦脸地来，喜笑颜开
地离去。

就这样，缝纫机成了左邻右舍感情的
纽带，我家也成了村里的联络点、避风港、
救助站。人们有啥苦、有啥困难都喜欢向
我妈倾诉。邻里之间有啥矛盾和纠纷的，
他们懒得去找我爸，反而喜欢找我妈调
解。我妈却总是给我爸留足面子，维护爸
爸的尊严和地位，背地里耐心给爸讲道
理：“人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不管你是
多大的官，做人要公正无私，光明磊落。

凡是都要三思而后行，不要鲁莽行事，败
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说，坑害了老百姓的事
大！”因此，人们都竖起大拇指称赞我妈：

“是贤内助，人们的贴心人！”她在村里的
名声，比我爸的名气还大。

后来，工厂里生产的服装涌入市场，
不但样式新颖，价钱也便宜。我妈的手艺
就渐渐地淘汰了，缝纫机就被人们渐渐地
遗忘了。但是妈妈却把它摆在显眼的位
置，每天把它擦拭得一层不染。

搬新家的时候，她什么都可以不要，
唯独这台缝纫机，说什么也得搬走：“你
们现在嫌它老了，碍眼了，那时候全靠它
养活一大家子人呢……”我们好说歹说，
最后答应搬走，她才笑逐颜开，露出了笑
脸。

直到妈妈去世多年，这台老缝纫机，
仍像传家宝一样，一直摆在我家显眼的位
置。看到它就仿佛看到妈妈那佝偻的身
影，还趴在缝纫机上，温暖亲切……

远去的缝纫机 ⦾付克发

翻开摊在茶几上的《琴·境》，
跳进眼帘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我：

“无法入睡，寻出手机里收藏的古
琴曲，点开溥雪斋先生的《普庵
咒》，恍若另一个时空！如此熟悉
的旋律在如此静谧的夜里，竟有一
种腾空而起的陌生感和俯瞰感，让
我透过空澄澈的琴音，看到天地如
此之大。”

谁是溥雪斋，何为普庵咒？
手机百度，终是弄清楚了，溥

雪斋其人，乃清朝道光皇帝的曾
孙。本名溥伒，号雪斋，晚年为名
号一致，遂改名为溥雪斋。雪斋先
生自幼学习文学艺术，擅长书法绘
画，是著名书画家，也是古琴家。

“普庵咒”原为佛家必读咒语
之一。一代佛学大师南怀瑾在《道
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一书中介
绍说，“普庵咒”这个咒语既单调又
复杂。所谓单调，是指它由许多单
音组合，犹如虫鸣鸟叫，或如密雨
淋淋，但闻一片淅沥哗啦之声，洋
洋洒洒。所谓复杂，是指它把这许
多单音参差组合，构成一个自然的
旋律，犹如天籁与地籁的悠扬肃
穆，听了使人自然进入清净空灵的
境界。

普庵咒作为咒语早在南宋就
有了，但流传近四百年，直到明朝

嘉靖年间才谱成乐曲，称其为“千
年古琴曲”不为过。而近现代《普
庵咒》古琴曲演奏的代表人物，就
是溥雪斋。

一口气读完《琴·境》，古琴琴
语、琴韵、琴事、琴人、琴史……令
人回味，作者毫不吝惜地分享着古
琴的沉甸与美好。

《琴·境》的作者是我非常熟悉
的重庆作家李成琳女士。初见李
成琳，是那年市里的十几个女作家
邀约到小城北碚参观新建成的重
庆自然博物馆。那天，在我妹妹家
坐等享用美餐，我有时间和成琳聊
天，知道她不但喜欢写作，喜欢花
草，也喜欢古琴。

《琴·境》是成琳55年人生的最
后之作。写这本书，于成琳是一种
使命，一种责任。曾经的一场重
病，让成琳放下了工作，却无法让
她将古琴放下。为了完成最后的
心愿，她躺在病床上坚持用微信随
时记录心中对古琴艺术的牵挂。

两年前，我曾央求身兼古琴院
副院长和秘书长的成琳，能否特许
我带几个学生参加古琴院组织演
奏活动。不想，大家都忙，一直没
能了愿。成琳忽然走了，约定竟成
永远的遗憾。现在读她的《琴·
境》，觉得是一种弥补。

古琴的沉甸与美好
⦾李北陵

经过了夏日太阳的暴晒，经过了冬日寒
流的洗礼，经过了路人千百次的踩踏，几场
春雨过后，路旁的马兰头，仿佛蓄足了劲，一
丛丛蓬蓬勃勃，迎来了生长的旺季。

马兰头的名字很好听，又叫红梗菜、鸡
儿肠、田边菊什么的，每一个名字都挺招人
喜欢的。釆摘马兰头，无须远足，不用刻意
准备，马兰头就在身边。带把剪刀，提只竹
篮，出门，下楼，到屋后的大路上去，路边多
得很，只管蹲下来剪就是。

细细的茎儿，纤纤的叶儿，顶着露珠儿，
如此这般柔弱水嫩，竟抵得住炙烤、耐得了
阴湿、抗得了冰霜。我在下剪时，不由得多
看了几眼，难道马兰头味非寻常，是烈日严
霜冰雪带来的。

据说马兰头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扳着指
头要数好大一会，写下来也要写一大长串文
字，光钾含量就是普通菜的20倍。药用价
值就更高了，能开胃益寿、能清热解毒、能散
瘀利便、能消肿止血、能治痔疮、能防癌抗
癌。

没用多大功夫，就剪了小半篮。回到家
中，倒进脸盆里，放水洗尽泥土。梗红叶绿，

色泽诱人。妻说，马兰头涩得很、辛得很，焯
水时一定得把水烧得滚透，下锅时一定得用
猛火，翻炒时一定得把油烧热才行，还得加
入蒜泥、精盐、白糖调味，否则，吃不到野菜
的清香味来。

妻说得没错，我儿时生吞过马兰头，领
教过马兰头的厉害，其涩无比，其辛非常。

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的事了。不
知什么原因，我忽然就看不清书本上的字
了，这下可把母亲急坏了。到村里卫生室
去看，医生让母亲赶紧到镇上医院去看。
父亲背着我走了十几里山路到镇上，医生
又建议去县上的医院。乘车来到县院，医
生说要住院动手术，让我们先回家做些准
备。

急匆匆赶回家，左邻右舍都来探望，七
嘴八舌。有一个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在上海
大医院，专看眼睛的，最好还是到上海去
看。一家人又赶到上海，上海医生仔细检查
了我的眼睛，眉头紧锁，一脸疑惑，说这孩子
眼睛没什么问题啊，还是回家修养一段时间
再说吧。

这可怎办？村里又有人说，离村三十里

外，有个姓张的老中医，不妨去试试。张医
生让我伸出手，把了好长时间脉，从药柜里
弄出一小堆药材，一股脑儿倒在一个铁制的
碾槽中，捞起袖子，把碾盘滚动咚咚响，将碾
碎成粉末状的药材，摊在桌上分成三份，用
纸包起，对母亲说，七天煎一次，二十一天吃
完，没有效果还是到上海去。

就在我们出门时，张医生让母亲稍等。
只见他拿了把剪刀，走向屋前的田埂，剪回
了一大捧红梗马兰头，将马兰头放进一个石
擂钵里，一阵急擂，说这是药引子，让我把一
大团捣成烂泥的马兰头生吞下去。涩得要
命，辛得要死，呛得实在受不了，没法，只好
忍着，硬咽下了肚。

张医生叮嘱母亲，喝药前，得先咽一大
团稀烂的马兰头。二十一天过去，奇迹出
现，想不到书本上的一个个铅字，竟然在我
的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河流、村庄、大树也看
得清清楚楚了。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一直忘不了马兰
头苦涩的味道。民间有清明前吃马兰头眼
睛亮一说，还说马兰头是亮眼菜，对此，我是
深信不疑的。

亮眼菜马兰头 ⦾吴凤连

感冒药吃完了，但感冒还没好。上次只
买了两天的量，又该去买点了。但是，到了
药房，打开皮夹遍寻，没有找到医保卡。“要
不您先现金支付吧，等找到卡了，可以把现
金再还给您。”药房小妹十分体贴地建议说。

付了钱，去单位，找遍了所有可能或不
可能的地方，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医保卡。不
甘心，下班回家，把挎包里里外外都翻遍了，
依然没有。

麻烦了！以前一个同事弄丢了医保卡，
补办程序极其繁琐。她痛苦地抱怨，说这辈
子啥都可以丢，医保卡不能丢，各种手续各
种跑路，会把人弄“疯”的。

可是，我不得不盘算着补办了。该去哪
里办？

向朋友们咨询，朋友们的答案五花八
门，最后给出了明确建议：就近去江北医保
中心办理点办理。具体位置就在商圈派出
所旁边。

几天过去了。终于抽得空当，赶紧开车
去江北区建新西路。江北商圈一带车水马
龙，但道路宽阔，行车并不拥堵。

从大路驶入一条支路，情况顿时变了。
路窄，车多，路人在林林总总的游摊与推车
之间混行，令车辆行驶十分缓慢。

车慢慢“爬”入另一条更窄的毛细血管支
路里，吃力地错开迎面而来的两辆小货，停在
路边划线车位的两辆警车令我眼前一亮：派

出所到了！医保办理点肯定也就到了。
整条路车满为患，稍一犹豫放慢车速，

后面车便急急按响喇叭。左顾右盼一番后，
觍着脸将车停在了警车屁股后的一小块空
地上。还好没挡住车辆通行。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进办理大厅。
里面的井然有序与街面上的拥挤混杂显然
有云泥之别。座位上坐着等的，号位前排着
队的，人虽多但并未出现摩肩接踵的“盛
况”。柜台上，分类摆放着各类办理资料；显
示屏上，不断滚动着各种相关提示。

在取号机上取了号，看看前面还有3个
人。没有座位了，就站着等。不到10分钟，
前面只剩下1个人了，我赶紧摸出身份证。
这一摸突然想起什么，脑袋“嗡”地一声：我
身份证是渝北区的，这明明是江北区的办理
点！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

柜台的小伙子见我急赤白脸，忙问我怎
么了？听我几乎口吃地说了情况，他笑起
来，哎呀姐姐没问题，如今方便群众，都可以
跨区办理了嘛。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就是，公安局早
就可以跨区办理身份证和出入境手续了，医
保卡当然也可以跨区办理了。便民利民举
措的实施，当然是覆盖政府各个部门的啊。

就这样，5分钟不到，手续全部办完。
“一周后来取卡。”对方有些诧异地望望

我，一脸“你还想多办一会么”的疑问。

完了！朋友所说的繁琐累人的流程，早
已成为过去式。真的就这么便捷！

惦记着停得不是地方的车，我又拔足出
大厅，上车点火就走。

毛细血管支路是不可能掉头了，便欲从
另一头驶出支路。但不断有车辆迎面而来，
几个路口车辆各行其道，挤得谁都动弹不
得。司机们只好互相商量，互相指挥，互相
让步，终于挨挨挤挤擦肩而过。

看看表，从启动到驶出不到100米的小
巷，足足用了近30分钟。

快驶出支路时，看见一辆警车正努力要
挤进来。估计刚刚巡逻或者出警回来，车上
的民警与协警均带着装备。置身于如此拥
挤的小巷，不晓得遇到警情或紧急情况，里
面的警车该如何出来？如何实现“快速出警
处警”的目标？

不过，这次办卡，可谓刷新了以前一贯
的“啥都能丢医保卡不能丢”的认知。毕竟，
政府正着力于改善民生条件，各部门都为方
便群众而努力。这一点，通过一张小小的医
保卡的办理便能一窥端倪。

然几天后，就在我准备前去取卡的前一
天，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发生了。早上换了
件羽绒服，是前几天穿过的。习惯性地伸手
一摸，硬硬的一张。我呆住了。

我的医保卡，正好端端地蛰伏在口袋
里。

医保卡不见了 ⦾程华

2005年，朋友送了我一本村上
春树的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
舞》。薄薄的小册子里收录了六篇
故事，篇幅不长，每则故事看上去都
很平淡，但读完之后，又觉得十分模
糊——不是很确定，作家到底想要
说些什么。例如这个故事：一个妻
子在连续多日观看电视里的地震新
闻后，某日突然不告而别，留下费解
的丈夫。

有些事情，没有亲历的人或许
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三年后，某天中午我像往常一
样出门上班，经过七星岗时，公共汽

车突然骚动起来，车窗外，一些人从
大厦里跑出来，往街边聚集。看起
来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汽车沿下坡滑行，在终点停
住。我从临江门步行前往较场口。
经过八一路时，一些衣衫不整的住
客仓惶地从酒店涌出来——在人声
的嘈杂中，这时我才意识到，地震
了。

到单位后，办公室里已乱成一
团麻，但没人知道，地震源在哪？级
别有多高？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次
的地震绝非寻常。

灾难的破坏力是有多么可怖，

它往往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承
受。

那些日子，我整晚坐在电视机
前，泪流满面——为那些创痕，死亡；
为获救者和重生者，那些素不相识的
人。我第一次认识到人的脆弱、无
能，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卑微。

许多年过去了，很偶然的，我在
书架上抽出那本《神的孩子全跳
舞》。在重读之时，我发现之前被忽
略的东西，这六篇小说均有一个共
同的背景——1995年神户大地震。
我立即理解了那个妻子反常的行
为。同时，我也知道了村上春树到

底想说些什么。
地震的物理性的创伤固然剧烈，

但留给生者的精神创伤似乎更值得
关注——所谓生者，不单单是指直接
的“灾民”，还包括像我们这样看似

“安全”的间接的“幸存者”。毫无疑
问，我们并未在汶川地震中受损，但
我们曾被深刻影响过，这是真的。

听一位成都诗人讲过：她的一
对朋友，为离婚无数次撕扯，争闹，
互相折磨。可当大地震发生时，他
们彼此想到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马上给对方电话——那瞬间他们才
意识到，原来，爱一直是在的。

汶川大地震当晚，我和女友在
小区户外的露天过夜。那时我们并
不确定我们会否继续在一起。可半
年后我们结了婚，现在，孩子已经八
岁多了——很难说，跟这次经历没
有关系。

如今，汶川大地震已过去十
年。如果说我个人在这里面得到了
什么，大概就是《神的孩子全跳舞》
里的一句话：“我们的心不是石头。
石头也迟早会粉身碎骨，面目全
非。但心不会崩毁。对于那种无形
的东西——无论善还是恶——我们
完全可以互相传达。”

对于广泛的“幸存者”而言，要
学会记住灾难，记住它意味着珍惜
生活本身；但对身遭厄运的亲历者，
最重要的是学会遗忘——每一次我
们刻意的“纪念”，往往也许是对他
们的再次伤害。

人心能猜测自然吗？显然不
能。

于我而言，经由大地震而产生
的那种破碎之感，那种摧枯拉朽之
后在心里树立的难以言喻的敬畏，
将会一直存在。去年，我随朋友自
驾走了一趟川藏线。途经北川县城
时，我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一切。
但当车停于广场，我却陡然失去了
勇气，不敢直视那座耸立的纪念碑。

我想，敬畏是一回事，懂得敬畏
则是另一回事：自然给予我们一切，
也可以收走一切。我们活在中间的
这个地带，每一天都是再生。

石头也会粉身碎骨，但心不会崩毁 ⦾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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