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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街上，有时会有人突然惊呼
起来：看，这个人很像某某。某某是个大
明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忽然
发现，我与某某大明星长得很像，尤其是
在我连续几天没刮胡子之后。这不是我
喜欢的表述方式，我更愿意这样来说，某
某大明星长得有点像我。因为，在他成
为大明星之前，我就是我了。我一点也
没有长得像他的意图，尽管他也一样没
有，而且他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这世界上，
还有个人长得和他很相像。

与一个明星或者名人长得很相似，
算不上什么坏事，当然也未必是什么好
事。本可以一笑了之，不过，我发现，在
描述这样一件事实时，人们的表达方式
是不尽相同的。

如果是一个路人甲，他一定如前所
述，发出这样一声惊呼：这个人很像某某
啊！某某是其熟悉的，抑或还是喜欢的、

崇拜的对象，而我，充其量不过是他偶遇
的擦肩而过的“这个人”而已。路人甲回
到家，在与人八卦时，一定会这样说，今
天我在街上看到有个人好像某某。这时
的我，就是一个与他毫无关联、毫不相干
的“有个人”，“有个人”眨眼就是过眼云
烟，而某某依然是心目中的明星。

不是很熟悉，初次打交道，或者来往
不多的人，偶尔见了面，会盯着我半天，
忽然发出一声惊叹：终于想起来了，你和
大明星某某很像，真的很像，难怪看着这
么熟。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其实他
和大明星某某，一点也不熟，只是通过屏
幕或者网络，混个脸熟罢了。但那终究
是一种熟悉，而熟悉了，便有了一种亲切
感，所以他一定会说，你和某某很像。

而在我的朋友和同事圈中，表述则
是混乱的，有人会惊讶地说，别说，你和
某某还真的长得有点像。但也有很多朋
友和同事，会这样表达他们的诧异：我怎

么突然发现，大明星某某长得很像你
哎。这时候，我的心头往往一暖，绝不是
因为他们也发现了我与某某之间的相似
之处，而是因为他们用了这样一种完全
不同的表达方式，把我放在了一个参照
的位置，而不是一个被比较的对象。这
意味着，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比那个某某
大明星更亲近一些，而这对我来说，是多
么重要啊。

我的亲人，以及所有与我关系亲近
的人，从来不会说，我与某某长得很像。
也不是他们没有发现，而是他们绝不这
样表达，他们一定会说，那个某某大明
星，越看越有点像你呢。在他们的心目
中，某某虽然是大明星，大名人，但与他
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而眼前的这个人，是
他们的亲人，是他们亲近的人，关系密切
的人，是朝夕相处，休戚相关，甚至是命
运与共的人，所以，他们怎么会随便拿个
人来与你比较呢，即使他是一个大明星，

大名人。
我像某某，或者某某像我，谁像谁，

其实真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
他人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关系的亲密度，
当你在他们眼中是重要的，亲密的，你就
一定是主语，是被比拟的对象，而不是虚
拟的，从属的，可有可无的。

你未必恰好与某个明星或名人长得
像，但一定有与你长得像的人，听听你身
边的人是怎么描述的，或可知道你在他
们心中的位置。而努力使自己对他人是
重要的，有用的，可亲的，至少不是可有
可无的，显然比你像谁或谁像你，更重
要。

谁像谁
■孙道荣

南长街的夜
■名家 赵瑜

似乎，南长街的夜色和无锡的黄酒仿
佛，透明，温和，差不多，小口喝下，有想要
跳舞的感觉。

在此之前，我刚刚坐船赏了南长街古
运河的景致，和灯声浆影里的秦淮河相
比，这里安静，甚至幽深。船过清名桥，停
在一片古老窑址那里。是旧时专门给城
墙烧制金砖的一些窑口。那时，筑城墙，
每一块砖上都有印记，年月久了，损了破
了，便会根据那砖上的印文找到生产这砖
的窑口，照着旧有的尺寸，再重新烧制。

旧时的风物，总是充满了出处。那是
我们文化的根部，只要根部的文化是健康
的，那么，繁华自来。

回来，便看到夜色中的黑陶兄。我们
之前见过两次，喝过茶，谈论过夜色。这
一次，我竟然来到了他的家乡。

茶馆的名字在灯笼上，红红的。临
河，就着这古运河的水，我们忆念起旧
事。南长街适合回忆过去，这旧式的建筑
是一个磁场，一进入，我们就被时间软禁，
不得不说起从前。

黑陶兄要了宜兴的红茶，宜兴，一把

紫砂壶就可以代表。黑陶兄的父亲，便是
一个老窑工，那是一个懂得火候的人，正
是他，将黑陶兄烧制成一个诗人。

我们说起了诗句，书法，文学的元素，
包括适于泡在茶水里的古镇。黑陶兄喜
欢背包四处游走，有时候，他到一个地方，
会记下那里的广告，然后写在文章里，寻
人启事，杀猪启事，治疗性病的医生启事，
等等，这些文学细节，无法虚构，却又像是
虚构的一样。

南长街原本是无锡最为穷困的一条
老街，拥挤而热闹。因为临水，早些年也
是也是商业街，剃刀铺，打铁铺，杂居，仅
想象着，便能闻到清明上河图的气息。如
今，这条街道，成为这座城市里最有年代
感的生活标本。城市建筑的同质化，让这
条古街的气质慢慢显露。而外出旅行的
城市青年，被北京后海、成都宽窄巷子，又
或者是丽江古城、凤凰古城一类的原生态
风景启蒙。回到自己的故土，才发现，原
来，南长街两岸，才是他们最动听的音乐。

正是因为城市发展的迅疾，才有了城
市人的怀乡病。可以说，古镇的复苏，是

治疗城市人病态的一味中药。
但是，这味药却充满了审美。比如，

我和黑陶兄选择的这家茶馆，从布局到设
计都充满了文学的元素。这家茶馆的老
板是江南大学的美术教师。

差不多，到这里来喝茶的人，也被茶
馆老板的审美所熏陶。审美的，必然是让
人愉悦的。所以，城市单调而乏味的物质
生活，比起这慢悠悠的喝茶时光，便显得
粗鄙而苍白。

一起喝茶的还有作家王曼玲，她有一
个曼字，让这个夜晚曼妙起来。黑陶兄的
爱人写散文，却热爱读小说。四个写作的
人，对着夜色，念着这座城里还有钱钟书，
便又觉出一座古桥的好处，是啊，人只有
过了桥，才能走得远一些。

忘记说宜兴的红茶，在此之前，我喜
欢喝祁门的红茶，不浓不淡，养胃，醒神，
是我最近几年喜欢上的。而宜兴的红茶
呢，多了一味厚道，比祁门的味道迟缓一
些，比福建的红茶要淡一些，但却耐人回
味。

宜兴的茶，如果配上宜兴的窑口里烧

制的陶杯就好了，几乎，我相信，那是绝
配。

茶喝完了，夜已深。和黑陶兄退出小
茶馆，在南长街上慢慢走回酒店。

路边的小店里还坐着不少年轻人，安
静，灯光在运河里摇曳着，如同一部金基
德电影的开场部分。

我对黑陶兄说，在这样的夜色里，应
该醉了，才能走。是啊，如此安静的石板
路上，没有一个醉酒的人，实在是一篇庸
碌的小说作品。

在这样一个秋夜，无锡，南长街，风
软，月凉，一个写作者，不论醉不醉酒，不
论喝不喝茶，不论吟不吟诗，都是幸福
的。而且，还有好友相伴，还可以谈论音
乐，美味的食物，以及可以反复阅读的文
字。

这些，都是极好。
作者简介：赵瑜，中国作协会员。现

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已出版长篇小
说《六十七个词》《女导游》，散文随笔集

《小忧伤》《小闲事》等。有作品获得海南
文学双年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

姐姐的爱好
■凡人脸谱 陆亚芳

入秋，白日明显一天比一天见短，傍
晚下班后搭车回家，到小镇农行附近下
车，天色已微微暗。再走两百多米路可到
家，一路都飘荡着歌声。广场上、公园里，
都能看到许多大妈大嫂都排着队列在那
里扭啊扭。快到家门口时，又经常能撞见
我姐从她自家院门口急匆匆地走出来。

你落班哉？
嗯，你跳舞去哉？
我们的对话通常如上。若时光倒回

到十多年前，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一天
到晚都只知咬着牙拼命赚钱的姐姐，会如
此迷恋上广场舞，还跳到去镇上、区里参
加比赛的水平。幼时家贫，姐姐九岁就学
会了挑花边，每天凌晨五点钟，会被母亲
准时从睡梦里唤醒，揉揉眼睛，起来洗把
脸，挑花边。快到上学时间了，母亲照例
会讲再挑10根线走。挑完10根线，又要
求再挑5根线……就这样，姐姐几乎每回
上学都迟到。放学回到家，又拿起花边
纸，一直挑到深夜才能睡。小学毕业后，
在家挑了两年花边，第三年，14岁的她带

着铺盖跑到邻镇去打工了。她织布，旧式
布机，别人管一台，她最多可管三台；做牵
经工，别人牵两个轴头所用的时间，她可
以牵三个。跟许多沙地女人一样，每天除
了做生活，还是做生活。唯一的文娱爱
好，便是睡觉前看会儿电视。

十余年前，我们两家先后搬入两户联
建式的新农村小区里居住。小区内每隔
几十米路远，便建有一个小公园，除了绿
植，还有一些常见的健身器材，旁边再加
一个灯光篮球场。大约七八年前，这个拥
有两千多住户的新农村小区里开始兴起
广场舞热，每天晚饭后，只要不下雨，村里
请来的舞蹈老师总是拎着只放录机和扩
音器材早早出现在小公园里，随后居住在
附近的婆婆婶婶嫂嫂姑娘们也跟着陆续
出现。某日带着女儿去散步，惊讶地发现
姐姐也在其中，正伴随着“荷塘呀荷塘
——”的歌声，一起扭着腰肢，之前我从未
见到她跳过舞，甚至我们饭后散散步，也
会被她嘲笑，认为那是城里人吃得空才做
的事，而一个正经的农妇，即便是在晚饭

后，也不能“福气噶好”，应当再搞搞卫生，
洗洗衣服，或者再做一些绷阳伞、绣珠花
等手工活儿。这会儿撞见，我还担心她会
很不好意思，没想到姐姐只朝我们笑了
笑，依然专注地扭她的“荷塘呀荷塘——”

一起跳着的，还有几位60多岁的老太
太，跟随着旁边的妇人姑娘们笨拙地一蹦
一蹦，时而又像做广播操般挥动下胳膊和
腿，但她们同样跳得理直气壮，仿佛广场
舞就该这样跳的，也让你觉得偷偷地笑她
们，很不厚道。在她们最美好的年华里，
大约也是除了做生活，还是做生活，音乐
和舞蹈，做梦都未曾想到，今天会跟她们
如此亲近。

迷恋上广场舞的姐姐，身材越发挺
拔，往日发黯的脸色，亦渐显红润。只是
半个月前，姐姐的右脚不慎被烫伤。烫伤
的当晚，据说她仍一瘸一瘸地走到公园里
去跳舞。次日伤处红肿不已，去医院的途
中，被姐夫数落了半路。输液多日后，那
肿仍未能完全退下去，在姐夫的严密监视
下，舞自然是暂时不能再跳了。

周末晚上，我们去灯光篮球场里打
球，旁边的小公园里，照例有一大群老妇
少妇排着队列在那里翩翩起舞。有一位
脸上始终绽放着自信微笑的中年妇女，每
一个舞蹈动作，在我看来都相当到位。见
我正在用手机不停地给她拍照，也不羞
怯，舞姿反而更优美了。

就在我拍完照，转过身来的时候，看
到背后的秋千架上，坐着一妇人，再仔细
辨认，确定是姐姐。她将那只伤脚搁在秋
千架上，面朝那群正在翩然起舞的妇人。
我用指头试探着轻轻碰了下她脚上缠着
纱布的地方，立即听到她倒吸了口凉气。
还有点肿，不过好多了。她讲。

我倚着她坐下，秋千轻轻地晃了两
下。这里又安静又热闹。

这样的夜晚真好。我说。说罢又懊
悔，以往只要稍带点文艺的腔调说话，必
被她嘲讽。这回她未言语。未言语于她，
盖为默认。

■施麒虎湘湖诗会

诗三首

玉兰花

玉兰花，
开在江南的四月，
歌颂春天，
笑傲同类，
无香胜天香，
凋谢在冰雪的梦中。
玉兰花，
花中的烈女子，
守信地到来，
守信地开放。
不在弱枝时生萌，
也不在无情时介入。
玉兰花，
春天里的菊花，
没有梅花的孤傲，
却有梅花的坚贞。
玉兰花
你的开放，
容不得一片叶子的存在，
就像爱人，
容不得一个情敌的存在！

向日葵

向日葵，
世上最大的菊花，
鹤立于盛夏的百花。
在七月怒放，
怒放在江淮无名的崔岗，
面对烈日从不低头，
爱到了戈壁，
爱到了俄罗斯，
爱到了普罗旺斯。
怀揣满怀孩子，
教会他们一生的忠诚与执着！
向日葵，
菊科的长辈，
吸足了盛夏的阳光，
为的是传递给深秋的族弟。
向日葵，
缪斯的化身，
为欧州奉献了凡高。
向日葵，
在远古的华夏，
你让夸父鼓足了勇气！

你是鱼，我愿意是水

你是鱼，
我愿意是水，
因为你的快乐只有我知道，
你的惊慌只有我知道。
你的挑剔选择了温顺的我，
你的安静选择了无语的我。
在透明的空间优雅地成长，
在粼粼波光中婉转地成长。
我愿意是水，
因为你是鱼，
一条美丽的暹罗斗鱼，
舞着裙子，
亮丽在清澈的海水中。
哪怕最灼热的阳光，
不愿干涸，
也不会干涸！
哪怕是冰冻三尺的阿拉斯加，
我也会在接近河床的缝隙悄悄地流

向你的居所。
你冒出的每一串小水泡，
都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你只愿在我快乐的怀里游来荡去，
你是一条不能缺少氧气的鱼，
每一次转身回眸，
总让我心情澎湃。
我怕自己是一潭黄昏的死水，
关闭了通向源头的幽径，
连你的影子都不见！
我是水，
冰雪化成的水，
我一直在追问自己存在的理由？
难道是为横渡的舟，
还是岸边歪斜的柳？
我不知道传奇的意义，
只知道生命的价值！
我是水，
是洪荒时代留下的水，
把辛酸化为快乐的水，
本以为一生的使命是为了幻化的云，
一生的快乐是为了小溪的歌！
谁知
我也成了一条鱼，
一条回流的马哈鱼！
默默的回流成回绕你的水。
我不想上善，
也不想顺势，
只想关注你的可爱，
关住你的成长，
为了你的生命，
我的今生才告别了云彩，
我的今世才化作了无怨无悔的水！

无用的事，有用的事
■人间笔记 康景丽

一向认为自己是个焦虑值不高的人，
尤其是在对儿子的教育上。从小就让他
按自己的节奏慢慢行走、慢慢思考、慢慢
长大，很少以家长的权威左右他的思想与
行动。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有
什么用”、“这点时间不如做点有用的事”
也成了我偶尔嘴里冒出的一句话，且大有
频率增长之势。

曾经，这是我非常不屑，甚至有点鄙
视的一句话。那时总觉得怎么那么功利，
孩子闲时翻翻小说，逗逗小狗，哪怕只是
躺在阳台上发发呆，看看天上的白云变来
变去的形状和或快或慢地飘移，心是舒适
的，人是安然的，怎么就成了无用的事？

可自从儿子升入初中以后，许多东西
不再一样。从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出门，到
晚上九点半写完作业上床睡觉，儿子的生
活被牢牢禁锢在了这样的时间魔咒里，课
外书的阅读成了奢望，发呆、玩耍的时间
被我斥为“不知道抓紧时间学习”。对儿
子学习状态、学习成绩的焦虑，通过我的
语言、情绪、态度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了儿
子身上。向来是个讲道理的孩子，面对我
这个向来也讲道理且有着良好自我觉察

力的妈妈一天天变得苛刻、琐碎、唠叨，他
虽不顶撞但慢慢变得沉默和不快乐，我能
感觉到他努力想学好，但对学习隐隐的厌
恶和压抑外化为消极和低效率，又会引来
我的另一番唠叨，周而复始，大家都累。

尽管在训斥儿子的过程中，许多次我
对自己的理直气壮也有些怀疑：除了每天
的读课文、背单词、做各类试卷和题目这
些所谓有用的事情之外，是否做些无用的
事就是那么罪孽深重、无可饶恕，我们所认
定的“有用”和“无用”，究竟有几分正确，它
的衡量界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对着孩子时，当大人的喜欢说：“我过
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吃的盐比你吃的
米都多。我还不是为你好！”只是，谁知道
大人走过的那些桥是不是通往歧路？吃过
的那些盐是否无毒无害绿色健康？“为你
好”的潜台词是真正为了帮助孩子完善人
格、健康成长，还是大人抑制不住的控制欲
的膨胀？挥着“做有用的事”的大棒，恐吓
孩子放下手中“无用的事”，凭你是大人或
家长毫无商量余地的权威，再加上社会规
则的衡量标准，孩子们多半只能乖乖就范
了。

从现在孩子们所处的环境来说，有用
的事大抵指的是把所有时间心无旁骛地
用在学习上，指的是所有有利于提高成
绩、提升名次、冲刺重高乃至大学的一切努
力。与这样“有用的事”相对应，爬山、运动、
课外书、唱歌、打一些不会上瘾的小游戏自
然都是浪费时间的无用的事。

去年儿子升初中的摸底调查，老师看
到儿子填的反馈表上课余时间上的培训
班只有跆拳道、唱歌，没有一个学习类的
培训班时，很是严肃了一下：“这些班恐怕
不够，最多坚持到初二就可以停了，还是
要以学习培训为重。”我听了也很认真地
遗憾了一下，一向认为从义务教育到大学
毕业，在长长的人生中学校教育只是那么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段，在学校学到
的一些内容如非工作需要，多半还给老师
了，而艺术的修养与健康的体魄才是长长
久久相伴一生的。为了这一阵子的学习，
放弃孩子喜欢的兴趣和爱好，在培养与这
个世界的联结，与人和自然的相处与沟通，
以及让心灵在忙碌中对幸福的感知，怎样
在压力与变化中保持内心的平衡等等能力
的最好年纪，把时间和精力都交给了学

校、书本、无穷无尽的考试和习题。于是
本该在田野奔跑打闹的孩子早早架起了
眼镜，本该聆听花开的声音、雨点的乐章
的孩子对着窗外封闭了目光。过于单一
扁平化的衡量标准，让“好孩子”同“乖、听
话、成绩好”画上等号的同时，自信、坚定、
乐观、善良等等软性标准淡化衡量，而这
一淡化便显出了教育理念的差距。

与一位朋友聊天听说，美国一所名校
拒签了一名SAT满分的中国留学生的申
请，原因是这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子面对面
试官“你最感兴趣和最擅长的事是什么”
的问题时，答曰：“我最感兴趣的是学习，
最擅长的是考试。”被问及其他，居然是连
吃煮鸡蛋都是家长剥好了壳端到面前，因
为“不要为这些无用的事浪费你宝贵的学
习时间”，于是被拒。这例子当然有点极
端，但每年大学开学季，都能见到有关新
生无法适应单独面对一切，或退学或家人
租房陪读等等报道，替孩子惋惜之余，也
坚定了我内心的声音：“让孩子适当做点
无用的事吧，因为大人所认为的有用的
事，有时可能真的并不那么有用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