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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娟

蜻蜓小草（中国画）

我小的时候，看的得最多的灯
是油灯。说是油灯，其实是碗灯，
是用一只破旧的碗，碗里盛着金黄
的菜油，菜油里浸着一根粗如手指
的油线，油线是棉花团捏成的长
线，长线的一头搁在碗的沿口，用
灯了，就用火柴点燃线头，线头燃
烧后就有了火光，有了亮堂，虽然
微弱，但一定照亮我们的脸。

每晚的灯光，总是在客堂的八
仙桌上亮起，然后在房间亮起。

晚饭吃好了就做作业，作业做
好后就去睡觉——母亲左手端起
油灯，右手掌弯成一道椭圆的栏，
挡着碗口，小心地跨着脚步，慢慢
地走向房间。我跟在母亲的身后，
我的妹妹紧拽着我衣服下摆，尾随
着走进房间，走近大床，走近小
床。那时感觉，母亲手里的油灯就
是灯塔，而母亲是持灯塔的人。

房间里有一张大床。大床的
北面是小床，小床是我的。姊妹们
挨着母亲睡的。睡觉开始，所有人
都无需叮嘱，都在几分钟时间里脱
衣而睡。临了，母亲会看一眼她的
孩子们，会问一声，你们全尿了
吗？我们齐喊尿了。母亲说，好，
那就睡觉。一会儿过去了，我们会
听得噗嗤一声，油灯灭了，黑暗来
了，我们在黑暗里闭眼睡觉，虽然
有时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间是很短的，一旦
睡着，就像猪一样睡不醒，睡醒是
因为憋尿。我一直记得，每晚被尿
憋醒的次数有两三次之多，每当想
尿的时候，我总是第一声喊妈妈，
第二声喊尿尿，第三声喊点火。母
亲像是没有睡着的样子，会像弹簧

一样坐起，然后轻轻地划亮火柴，
慢慢地点亮油灯，最后再将眼光移
向我。我见着了母亲，见着了灯
光，才有胆子披衣、起床、下地、走
路。母亲柔柔地叮嘱，慢慢点，脚
头看看清楚——我的起夜结束了，
母亲却下床了，她蹑手蹑脚地走到
我妹妹的床头，低着头一个个的，
细声细语地问，想尿哇？她们有时
会跟我一样立马起身的，有时说不
想尿，侧身就睡去了。母亲回到了
床沿，耳语似地说声吹灯了，然后
又是一声噗嗤，灯又灭了。

睡觉的过程中，我好几次感觉
眼前是通透的亮，我以为自己在做
一个梦，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这
不是梦。油灯是悠悠地亮着，母亲
端着油灯，等在妹妹们的床头，我
的妹妹们说起床了，可就是不坐起
来，母亲用话喊着，说快起，快起，
灯里没油了。妹妹们揉着惺忪的
眼睛，伸过懒腰，走下床沿，然后一

脚高，一脚低地走路，母亲右手擎
着她们的胳膊，将她们搀向尿尿的
的地方。母亲等着，等她们说好
了，然后再搀她们回到床边上，看
她们睡去了，自己就走回床边，再
看一眼我们，在确定我们入睡后，
自己才安心地再次吹灭那星灯光。

我从来不觉得这样做母亲很
苦恼，我觉得母亲着实厉害，光明
与黑暗，母亲一个人掌控。但我觉
得母亲一定很烦恼，我们一声“点
火”，母亲床头的油灯就像阿拉丁
神灯一样，灯光照亮整个的房间，
也照亮我们的心间。再乌黑的夜
晚，再寒冷的夜晚，我们都知道踏
板在什么地方，鞋放在什么地方，
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随时可以差遣的，并且毫无
怨言的，就是母亲。母亲活像我们
的声控开关，她永远合着我们的想
法、我们的需要，亮起又熄灭，熄灭
又亮起。

“贝壳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
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
双美丽的翅膀……”正和儿子在超
市书架前看书的我，不经意间耳边
轻轻地响起这么一首久违的老歌，
顿时觉得是那样地亲切和熟悉。正
在手中翻阅的杨红樱的《毛毛虫的
天空》又是如此贴合此景。

肥嘟嘟的毛毛虫生活在一个潮
湿的河边草地上，她觉得很孤独，多
想和伙伴们一起玩一起乐一起做游
戏。可是蚂蚁看见她，害怕得躲得远
远的；七星瓢虫嫌她丑，不想和她
玩；蚯蚓则鄙视她的胖……毛毛虫
是那么不自信，当她看到一只金色
蝴蝶在眼前飞过，羡慕之情油然而
生，她好想去问问金蝴蝶的美丽翅
膀是怎样长出来的，可是骄傲的金
蝴蝶嫌她破坏了彩霞倒映在河中的
美景，把她劈头盖脸地骂了一番，却
早忘记自己美丽的翅膀是怎么长出
来的？毛毛虫沮丧不已，生气自己为
什么会长得这么难看。

此时，一只花蝴蝶主动热情地
向她打招呼，鼓励她要树立信心，
告诉她，“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变
得和我一样美。”听罢，毛毛虫坚定
起自己的信心，开启了她的梦想之
旅，把丝一层层一层层缠绕在自己
的身上，建起梦的房子。

“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
翔的天堂，放开风筝和长线把爱画
在岁月的脸上……”毛毛虫梦见一
根疯长的藤蔓，护她逃离鹰的追
捕，带她直冲云霄，将她送上了彩
虹桥；她梦见在月亮上睡觉，走进
广寒宫，邂逅了美丽的嫦娥仙子，

喝着桂花蜜、吃着桂花糕、品着桂
花酒……她一直做梦，渐渐挣破了
自己的房子，冒着死亡的威胁，与
生命抗争，破茧成蝶。读到此处，我
眼前不禁浮现出那肥胖丑陋的毛
毛虫蜕变成年轻貌美的蝴蝶，看着
她在阳光下振动着透明的薄翼，时
而以舞者的姿态翩飞于花丛中，时
而款款行走于溪水边，她带着我的
思绪不断穿越虚与实的空间。我
想，当初她的沉睡，就是在做着一
个蝶梦，一个死与生相连的梦。其
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就如
那小小的毛毛虫，经常会陷于一番
痛苦的挣扎，只为重生的那一刻。
每一个人一路走来，都会感受到人
生的幸福与快乐，却也总是品尝着
生活的艰辛与曲折。岁月交替，我
们每个人不变的仍然是对生活那
份的执着，对梦想的那份追求，坚
持用最美的心情，过好自己的日
子，当好命运的主宰者，淡雅而不
孤寂，繁华而不彰显，独立而不失
温暖，坚定但也伴着温馨。就像蝶
儿一样，做个勇敢的追梦人，永远
无愧于心，因为我们告诉自己，我
已努力拼搏。

年轻的蝴蝶拼命寻找着给她
鼓励的花蝴蝶，是它让自己坚持梦
想，让自己懂得唯有珍惜自己短暂
的生命，珍惜每一天每一刻每一
秒，才能不愧此生。可或许花蝴蝶
早已结束了短暂的生命，无缘再和
年轻的蝴蝶相见，于是，她用尽最
后力气，产下了卵，延续了生命。对
此，她从不后悔，因为这个世界，她
来过，她努力过，虽短却极其绚烂。

我感动于破茧成蝶带来的美学
意蕴，也崇拜毛毛虫为了能够蝶变
而冒着生命危险作茧自缚。经历了
那么多，感叹着世事的不公，但为了
能更好地生活，常常告诫自己，做
人，只有适时把自己“归零”，永远保
持那份“初心”，才能重新面对自己。

“蜜蜡手串，要吗？”
快到罗布林卡北门时，不知从

何处蹿出一位藏族妇女，操着生硬
的汉语同我搭讪。我向来对手串
佛珠之类不感兴趣，便摆手说不
要。不出意料，你让她走，她一定
不走。那个藏族妇女还是一路跟
着，又从她小包里掏出一串佛珠，
低声地对我说：“这里面不让卖，都
是最好的，外面要好几百呢！”

约好了四点去尼泊尔领事馆
取签证，时间尚早，我决定看看她
的东西，耗掉点时间。说真的，她
的东西还真不错。以我个人的审
美角度看，那串蜜蜡手串，拙而不
俗，比起那些地摊货，确实好了许
多。她也不着急做生意，边给我看
货，边陪我聊天。我了解到，她名
叫尤宗，也不是这里人，来自四川
甘孜，丈夫在这里打工，自己靠卖
手串，赚点小钱。最后，我也不知
道搭错了哪根筋，把价格谈到二
百，买了两串。

为了不耽误她做生意，我识趣
地劝她先走，可尤宗突然很豪爽地
邀请我到她朋友店里去喝茶。有
时候也真佩服自己的胆子，竟想也
不想地答应了。我的直觉告诉我，
那女人不像是坏人——到了那儿
顶多先问清楚价格。

从北门出来，尤宗朋友的茶馆
就在路对面。这家店的生意很好，
许多藏族朋友围坐在树荫底下悠
闲地喝着下午茶。屋外已经没有
空位，我俩钻进了店里。

尤宗带我过去喝茶，老板娘的
态度显得格外亲切，她招呼我俩落
座。

“喝酥油茶还是甜茶？”还没等
我开口，尤宗很关切地说，“酥油茶
你们喝不惯，会拉肚子，喝甜茶
吧！”

“行啊，但是这茶钱我请。”
“这怎么行，到了你那里，你

请。在我们这里，怎么可以你请
呢？”

我拗不过，也不推辞。尤宗提
来了一个小热水瓶，在杯子里满上
了藏式的甜茶。藏族的酥油茶，我
喝过，里面有酥油，略带咸味。而
藏式甜茶，我还是第一次喝，那味
道有点像奶茶或麦乳精，只是略微
清淡了一些。

甜茶好喝，时间也过得很快。
尤宗不停地给我续茶，我也夸赞藏
族妇女勤快……罗布林卡的午后
阳光明媚，使人很容易打开话匣
子，这使我们能够像朋友一样聊
天，而全无任何障碍。真愿意一直
坐下去，但约定的时间到了，我谢
过了老板娘和尤宗，和她俩告别。

顺利地取到了签证，我急着往
回赶，却看到了驶过的 24 路，便临
时决定去趟哲蚌寺。本以为 24 路
车站就在拐角处，没想竟折回了尼
泊尔领事馆。我突然发现尤宗正
静静地站在领事馆对面，心里纳
闷，她在等谁呢？

我走到她跟前，急于询问车站

位置。而尤宗似乎另有话要说，从
背后掏出一个黑乎乎，很眼熟的东
西。

“你忘了这个。”尤宗接着说，
“以为你还在领事馆里，所以我在
这里等。”

天哪！向来谨小慎微的我，今
天却把自己的单反给忘丢了。如
果我没打算去哲蚌寺，如果……紧
张，后怕，兴奋，激动，此时的我真
想上去抱住她，好好表达我的谢
意。但是，能这样吗？我俩（彼此）
相识只不过短短的一个多小时。

终点又回到起点，24路车站原
本就在那家茶馆的外面。尤宗显
得很平静，并嘱咐我，哲蚌寺五点
半关门。说完便同我告辞，径直从
茶馆旁的一条岔道回家了。我手
中紧握着沉甸甸的相机，目送着她
远去，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激动。

我真的醉了，醉在布罗林卡明
媚的阳光里，醉在罗布林卡午后的
甜茶中……

金秋十月，

天高气朗，

骄阳正艳。

看长城内外，

岭秀山青；

大江南北，

水绿天蓝。

政通人和，

民安国泰，

祖国处处有诗篇。

真可谓，

天地人和曲，

醉美人间。

更喜今日神州，

正东方醒狮雄风展。

有“神州”飞天，

“蛟龙”深潜；

“嫦娥”探月，

“辽宁”巡海；

“东风”长箭，

擎天立地扬国威。

高歌唱，

我中华腾飞，

昂首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