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晃岳母过世10周年了，假如她还活着，今年也

不过63岁。每逢她的祭日，我们当然都会进行追思。

不过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不断反思。

岳母去世前有明显征兆，她回过娘家，也到我们

家住过两天。其间诉说了那些久已存在的家庭矛盾，

并表示生无可恋，不想活了。回到她居住的家里之

后，她和大舅子吵了一架，说明天就去自杀。大舅子

怼道：“你去啊！”第二天早上，对面楼的邻居透过窗

户，看到岳母已经在家悬梁了……

“我们以为她只是说说的，哪知道她真这么干了。”

事后所有听过岳母“说说”的人，都这么说。据相关调

查数据显示，相当部分自杀者事前都会向亲友表达自

杀意愿，而亲友往往以为不至于，于是最终酿成悲剧。

包办婚姻带来的夫妻不和，之后婆媳、母子关系紧

张，这是岳母自杀的主因。“几十年了，她没有快乐过！”

岳母的妹妹说。许多亲戚都觉得岳母的死也算是一种

解脱，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家看着她痛苦，并帮不上

忙。然而其实只要我们能在语言上给予一点安慰，能

在精神上给予一点关爱，悲剧也许不至于发生。实际

上，岳母人生的最后几天里，大家都将她看作反复唠叨

自己不幸的祥林嫂，连我妻子都不耐烦听她的絮叨。

世卫组织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自

杀，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8倍。自杀已成

为全球第18位死亡原因，15到29岁人群第二位死亡

原因。我觉得这些数据，起码没有夸大，因为我认识

的人中，就已经有几位了。

小裴（父母这么称呼他）夫妇上世纪八十年代曾

住我家隔壁，他俩曾有很好的工作，都在某职业学院

当老师。本世纪初，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房交首付，

小裴夫妻俩自愿算断工龄，之后自主创业。也许对困

难预估不足，此后事业很不顺，生活逐渐困顿。终于

有一天，两人一同自杀，小裴去世了，小裴的妻子经抢

救活了下来。

小裴的儿子后来结婚生子，小裴的妻子和儿子一

家住在北京，几年前因为种种矛盾，据说被赶了出来，

如今在省城一家廉价养老院，孤独地度着余生。

“唉，相比之下，还是小裴命好一些，就这么去了，

没见着儿子成了白眼狼……”前些天我母亲说，周围

不少人也持这类观点。这种现象其实很可怕，说明存

在一些内心赞同这么“简便”逃避问题的人，他们是潜

在有可能自杀的人群，虽然真正实施的极少。

2003年9月10日是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当时提

出的口号是“自杀一个都太多”。一个人自杀，其负面心

理影响往往波及周围许多人。为了不让“下一个”发生，

我们这些经历过亲友自杀的人，应该广泛宣传“对身边

人多一点关爱”，也许我们做不了改变别人生活状况的

实事，但倾听、安慰是不难做到的。别说自己忙、没时

间，能有多忙？能忙到顾不上亲友生死的程度吗？

“用您一分钟，挽救一个生命”，这是2017年“世界

预防自杀日”的口号，每个人都应该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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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来自滨海审批人的告白
也许 你想了太多

也许 公章威严 高楼林立

其实忐忑

只因我们从未谋面

我在滨海新区宝策大厦 等你

也许 你经历了太多风雨

创业艰难 真情难觅

其实温暖

就在我们对视时点燃

我用亲人般的微笑 等你

也许 你肩扛太多焦虑

商机难得 白驹过隙

其实奇迹

就在你的第一声问询里上演

我用领跑全国的速度 等你

也许 你胸怀太多希冀

枝节繁冗 满腹忧惧

其实梦圆

就在你的第一个要件里登场

我用“五减四办”的效率 等你

也许 你心存太多疑虑

苍蝇老虎 沉疴痼疾

其实清风

就在你我之间吹拂

我用“五分立”的纯粹 等你

也许 你没有任何审批经历

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

其实无助

就在帮办区里烟消云散

我身穿红马甲 等你

也许 你不想排队守候

我在网上预约平台 等你

也许 你不喜人来人往

我在无人审批超市 等你

也许 你不愿部门辗转

我在并联服务系统 等你

也许 你不能远离家门

我在最近的街镇中心 等你

也许 你的材料还不齐全

我在信用承诺的包容里 等你

也许 你奔波在外忙碌无暇

EMS会飞到你的家里 等你

等你

在我双手接件的谦恭里

等你

在我起立迎送的真诚里

等你

在我审管联动的效能里

等你

在我初心使命的誓言里

等你

我在党建联盟的工作站里

等你

我在创新机制的孵化器里

等你

我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先锋队里

等你

我在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里

等你

我在你面前 你在我心里

等你

我的一切努力 为了你

于2019年11月22日凌晨

bh99@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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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与同歌暮与酒
有些人，在不经意间相遇；有些故事，寂静中已悄悄开头。那

些故事里的人们，或爱而不得，或长相厮守，或独自抵挡，或隔岸相
望……我们明明是置身事外的看客，却又为何随之阵痛、如此动
容。因为你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

作者：关东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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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莫知鱼点点头说：“我送送你

吧，下次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了。”顾青南没拒绝，换作以前他肯

定怕莫知鱼麻烦，但这次他也清

楚，这一走，怕是真的会很久见不

到了。

在候车室，莫知鱼问他：“回家

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先把我妈照顾

好了，再找份工作呗。”

“你也不小了，该找个女朋友

成家了……”

“……嗯，你也是。”

莫知鱼的话让顾青南心里咯

噔了一下，他太想表达自己的心意

了，可现在似乎又不是时候。后来

他趁着莫知鱼去买水的工夫，写了

一个字条，放在莫知鱼留下的包

里。字条在一个夹层里，跟莫知鱼

的手机挨着，她只要拿出手机就能

看见。

字条上写着：“知鱼，长话短

说，等我回来，娶你。”

莫知鱼回来后，顾青南的心怦

怦直跳，他很怕莫知鱼的手机响

起 ，很 怕 莫 知 鱼 现 在 就 发 现 字

条。胆战心惊地熬到开车的时

间，顾青南摸着莫知鱼的头说：

“照顾好自己。其实你早就长大

了，只是我还觉得你没长大。有

事儿给我打电话。”

莫知鱼的眼睛有些微微红，

她点着头说：“放心吧，不是大事

可不敢劳您大驾。等我升职加薪

了，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回去

好好照顾阿姨，然后……也好好

照顾自己。”

顾青南看着莫知鱼，心里有

万千个不舍，可是再不舍也要分

开了。最后顾青南一转身进了车

厢，他怕再多待一会儿眼泪就下

来了。

顾青南找到座位后，本想回头

看，可他的位置根本看不见莫知

鱼。其实在他上车后，莫知鱼就已

经急忙走了，她不敢看火车缓缓离

开的场景。当她上了出租车准备

回公司的时候，一想到这个城市以

后再也没有顾青南了，眼泪还是止

不住地掉了下来。此时出租车电

台里的主持人说：“生活即便是万

丈深渊，但只要你往前走，就没有

什么过不去的。”

莫知鱼心想，是啊，没有什么

过不去的，当初被前任伤得那么

深，如今想起也不过是嘴边的微微

一笑，时间还真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呢。随后莫知鱼跟司机说：“我睡

一会儿，等到了地方您叫我一声。”

等顾青南再见到莫知鱼的时

候，已经是一年后了。

顾青南开了一个小酒吧，不算

大，但足够维持生活。奔波那么多

年，攒下这么一个店面，他已经很

知足了。顾青南没问莫知鱼为什

么后来没再联系他，在他心里也许

那就是莫知鱼的答案了吧。尤其

是当他看到莫知鱼身边的男朋友

时，似乎一下释然了。

莫知鱼这次回来主要是带男

朋友见父母，商量结婚的事情。

男方条件不错，在上海有一家

自己的公司。但莫知鱼的父母倒

是没表现得太欢喜，只是背地里跟

莫知鱼说，你喜欢就行，我们不要

求你找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也用

不着你高攀谁，只要一点，真心对

你好就行。

其实莫知鱼的父母这么多年

早就反思了自己的教育方式，自从

看到莫知鱼上一次被伤成那样，便

放手不再干涉莫知鱼的感情了。

他们只是觉得莫知鱼找的这个男

朋友，哪儿都挺好，就是处处透着

见外，看不出他对知鱼的那种喜

欢，两个人都客客气气的。

莫知鱼带男朋友见顾青南的

时候，顾青南正在店里忙着。他突

然看见莫知鱼，刚要冲过去迎接，

可再看她身边的人，瞬间明白是怎

么回事了。

顾青南缓步走过去，笑着说：

“哎呀，这位是妹夫吧，快来，里面

请，里面请。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莫知鱼多少有些尴尬，但她回

来一次，不能不见顾青南，三个人

客客气气地聊了好半天。顾青南

有好几次忍不住想问莫知鱼，那字

条她究竟看了没有。可转念一想，

人家都有了男朋友，看不看又有什

么意义呢，摆在面前的这一切已

经是答案了，自己还胡思乱想什

么呢。

莫知鱼走后半年，顾青南通

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凌佳。

凌佳以前就认识顾青南，小学

还是同一个学校的，所以见面后没

多久就熟悉起来了。顾青南觉得

凌佳人不错，又知根知底，在他

看来一个人知根知底比什么都重

要。处了大半年，两人就准备结

婚了。 （连载9）

【青瓦
我老家农村屋顶多是木梁瓦屋，早

年是青瓦，每当炊烟袅袅升起，在青瓦

的屋顶上晕开，是很中国的田园美景。

但这种屋顶盖起来费劲，而且隔两三年

就要翻拣一遍，原因是冬天气温太低，

不少瓦被冻裂了，瓦一裂，屋里就滴滴

哒哒地漏起来，这时候就得去把破瓦拣

出来，添上新瓦，俗称“拣瓦”。

我六七岁左右，我家住上了楼房，

乡里称为“平顶房”，可见楼顶上无瓦。

我爸妈想得好——“不仅不用拣瓦，楼

顶上还可以晒粮食……”

可惜当年冬天楼顶就显得抗不住

冻，冻起很多水泥皮子，那几年的冬天，

我和姐姐一到下雪天，就上楼顶铲雪，

抬眼望，四下雪茫茫的，一铲子从这头

推到那头，然后用力一扬，楼底便“啪”

的一声。逢这种时候，妈也会在下面扯

着嗓子喊：“你们两个，招架瘩（小心跌

下来）。”

就这样铲了几年雪后，楼顶起皮已

经千疮百孔，下雨时，屋里有的地方开

始渗水。大家都知道，原来家家瓦屋顶

是有原因的。于是我们就着楼顶又起

了木梁盖上了青瓦。

只是如今拣瓦的匠人越来越少了，

愿意爬上屋去的都年纪不小了，他愿意

爬上去，你还不愿意请他，万一手脚不

灵掉下来谁负得起这个责任？这种事

乡里又不是没发生过。也不要忧心那

以后怎么办，瓦也是要与时俱进的。

如今都是机制瓦，蓝色的，很抗

冻，卖瓦的称这种瓦叫“钢瓦”。“青

瓦”、“钢瓦”，一个听起来古朴，一个很

现代。妈前年就把屋前半扇屋顶换成

了钢瓦，我回家一看，太阳照上去蓝闪

闪的，有一种新农村的贵气，屋脊上两

头还各蹲着一个兽，到底是什么，我

看不清，问妈，她也说不明白。我跟她

说，什么兽蹲哪儿都有讲究，我们小

门小户的，你别弄错了，人家大神兽

不稀得镇你的小破楼。我妈压根儿

不管这些，她的概念就是人家屋脊上

有，她也得有，你看那谁谁谁，谁谁谁

屋上都有。

有意思的是，如果转到屋后面看，

后面半扇屋顶还是青瓦，按妈的说法是

屋上拣下来的瓦一下全扔了还是可惜，

只要瓦盖得密的话，可以五年不用拣，

我看主要还是我妈舍不得钱，全都弄好

要一万五六。

夕阳西下，又到了举火烧饭的时候

了，此刻远远地站在高处看，家家青烟

袅袅，青瓦屋顶比蓝瓦屋顶要好看很

多，好看到了有意境的地步。只是你不

知道，住青瓦房的人家，十有八九已经

打算换钢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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