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临近，街头卖糍粑的摊点多了起来，不少还

打着“正宗手工制作”的招牌。朋友圈里也有人晒做

好的红糖糍粑，软香甜糯的样子，看上去很不错。可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以往每年到上海过春节，都

想给母亲和妹妹带点真正的糯米糍粑，却每次都难

如愿。街上和朋友圈的糍粑，几乎都是米粉做成的，

我以为只能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汤圆，而我想要的，是

可以看见糯米粒的糍粑。

记忆里留着“母亲”牌糍粑的味道。

春节前，买回上好的糯米浸泡两三天，等到米粒

可以用手碾碎时，上蒸笼蒸烂。家里没有电视上看

过的专打糍粑的石臼，母亲准备了一个搪瓷盆，加上

一根擀面杖，也用得很顺手，只是更费力一些。蒸好

的糯米趁热放到搪瓷盆里，撒盐，加葱花，用擀面杖

挨着一下一下使劲“擂”。“擂”的作用相当于用石臼

“打”，目的都在于将糯米舂得绵软柔韧。这工序是

很费时费力的，要趁热不怕烫，更要有力气能坚持。

擂好之后，双手抹一些食用油，将糯米团揉成光

滑的长方体，搁在抹了食油的搪瓷盘中，上面用纱布

盖上保湿遮尘。吃时切成1厘米厚度扑克牌大小的

长方块，油煎或油炸至双面黄，配上一碗白米粥，一

碟小咸菜，是年节时最好的解腻早餐。

有地方把糍粑做成圆形，如饼。生在楚地，我更

习惯长方块的糍粑。糍粑做成长方形，是有故事的。

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为报父仇投奔吴国。他

帮助吴王阖闾坐稳了江山，不久，他率领吴兵攻破楚

国都城郢，掘楚王墓鞭尸报仇雪恨。后来伍子胥奉

命建成著名的阖闾大城，吴王大喜，他却闷闷不乐。

他对身边人说：“大王喜而忘忧，不会有好下场。我

死后，如国家有难，百姓受饥，在相门城下掘地三尺，

可找到充饥的食物。”

夫差继位后，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刎身亡。不

久，越国勾践举兵伐吴，把吴国都城团团围住。当时

正值年关，天寒地冻，城内民众断食，饿死的人越来

越多。危难之际，人们想起了伍子胥生前的嘱咐，暗

中拆城墙挖地，发现城基都是用熟糯米压制成的砖

石。原来，伍子胥建城时，将大批糯米蒸熟压成砖块

放凉后，作为城墙的基石，储备下了备荒粮。后来，

每到丰年，人们就用糯米制成城砖一样的糍粑，以纪

念伍子胥。

各地吃糍粑的方式很多，我家糍粑都是咸味

的。父亲喜欢吃甜，却依了我们的口味。于是，每当

糯米蒸好以后，母亲都会先盛一碗，拌上白糖，让父

亲吃上一碗甜蜜蜜的糯米饭解馋。当然，我也会贪

嘴，去分吃几口。父亲就很开心，连说大女儿的口味

像他。

前些天收拾旧物，看到那个做糍粑的搪瓷盆。

几年前母亲在宜昌过春节，还做过糍粑，只是擂糯米

的重担交给了我儿子，甜糯米饭也成了我一个人的

专利。时光无痕，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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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刷牙
我的暑假计划完全搁

置，因为短短的七月里，我

去了无数次医院：一次生长

发育科，两次眼科，一次耳

鼻喉科，九次口腔医院——

我十二岁的女儿小年，到了

要矫正牙齿的年纪。

洗牙一次，拍片三次，

拔牙一次，面见医生四次，

每一次，医生几乎都是用同

一句话开场的：“刷牙刷得

很差。”

我 听 了 心 里 十 分 沮

丧。小年婴儿期，我就把她

抱在怀里用手指牙刷刷她初

萌的牙根。她一两岁我就给

她买进口的婴幼儿软毛牙刷

和可吞咽牙膏。她七岁，电

动牙刷走起，牙膏立刻变更

为换牙期牙膏。为了教她正

确刷牙动作，我亲身示范过，

手把手教过，带她在网上看

过视频，然而……

小年被批评得也很沮

丧，一力强辩：“我有好好刷

牙。有。”

我想小年欠缺的，仅仅

只是“我一定要爱护牙齿”的

觉悟吧。

这觉悟，我曾经也没有。

有一部电影叫《人生》，

漂亮的农村姑娘巧珍爱上了

回城知识青年高加林，勇敢

地献上了自己的初吻，高加

林说：“你以后要刷牙。”在村

民们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

书人的派势，土包子老百姓

谁还讲究这？巧珍蹲在河畔

刷牙的场面，被村里人当西

洋景围观。看电影的我，大

概十几岁，在黑暗中，替巧珍

局促不安。

我当时的想法和村民

差不多，刷牙只是个派势，起

床后的日常事务，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我没听说过

巴氏刷牙法，也没人告诉我，

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更重

要。到我二十几岁，洗牙这

件事渐渐被人所知——我

的一位长辈郑重警告我：绝

对不可以去洗牙，会出血，会

传上病。

如果你觉得知识太昂

贵，你可以试试无知的价

格。我为我的无知，付出了

天文数字。

我怀孕第十二周，半夜

牙疼疼醒。我去医院，医生

对我束手无策。他说：“你备

孕的时候，就应该来医院呀，

该拔的牙拔，该补的牙补，至

少洗一次牙，但现在……”他

摊摊手。

是的，什么都不能做：

拔牙可能导致流产，而剧烈

的牙疼也有同样的效力。

他 连 止 痛 药 都 没 给

我开。

牙疼得什么也不能吃，

喝几口面汤，又全吐了出

来。勉强喝杯酸奶出门办

事——就这样，晕倒在人家

办事大厅。

我清醒后的第一个念

头就是：我一生完小孩就要

去处理牙齿。必须的。

我在月子里再次被牙

疼击溃。丢下婴儿去口腔医

院，答案是：先得消炎才能拔

牙。服用抗生素就得暂停哺

乳，为了避免乳腺炎就得手

动挤干净乳汁——最后我

得了腕管炎。

一出月子，连42天产后

复查都没来得及做，就直奔

口腔医院。我这样的人，大

概也很少见。

再没有比牙科更让人

懂得敬畏与谨慎。每一种牙

齿的损伤，都是：不可逆。

掉了的牙齿不会再生

出来。

牙龈炎永远不会痊愈，

顶多只能控制。

曾经有实验，把牙齿浸

泡在可乐里，十几分钟后就

可上色，而且——不可逆。

也就是说，当你的恒牙

长出，跟随你的一生，你只有

一次机会与它们好好相处。

你的每一个疏忽，都其实被

记录在案，你每一瞬间的漫

不经心，都可能会在某一天

总爆发。

而你要做什么？能做

什么？

好好刷牙。

我的洗牙师很喜欢我，

因为我每半年去都带一堆书

给她——她有一对双胞胎

儿子。投桃报李，她送我一

大堆牙膏试用装。她对我

说：其实，如果你能好好刷

牙，可以完全不用洗牙。

我每年体检都会问牙

医：我的牙齿如何？需要额

外处理吗？他们答我：已经

一级松动了。不过，维护得

还可以。只要你好好刷牙，

应该不需要处理了。

我对小年也如此说。

我说：你每天要背 80 个单

词，差不多需要两小时；你

每天要数学打卡，至少需要

一小时；你一周打五次羽毛

球、游两次泳，都能坚持，为

什么——每天早晚刷三分

钟牙，你做得不好？

她含着眼泪对我大喊：

“我刷了，我刷到三分钟了。”

一手拿着手机看新闻

一手刷牙的三分钟吗？

含着牙刷晃来晃去的

三分钟吗？

牙刷在牙齿里散步的

三分钟吗？

不，这显然是不够的。

中文里，时间就是工夫，已经

给出了直接的答案，必须要

用时间来换成果。

现在她已经是一个牙

套妹——下一步就是青春

美少女了。她在卫生间，小

心地用新到的电动牙刷，我

绕着手臂，站得远远地，忽然

领悟：对父母来说，这也是一

种断舍离，你的孩子，终将不

再依赖你。

饿了，不再是喊“妈妈

我饿了”，而是自己学会简单

的烹饪。

脸上长痘痘了，不是如

临大敌喊“妈妈怎么办”，而

得自己学会用洗面奶和爽

肤水。

牙疼？对不起，受着，

自己来承担疏忽的代价。而

护理、保养，都得自己完成。

儒家把修身当作“立

身”的第一步，我想是因为修

身其实非常麻烦，从每天的

清洁，到少吃一口多走几步，

再到未雨绸缪今天考虑明天

明年的三餐。如果连自己都

不能好好照顾，谈什么“齐

家”，又谈什么“平天下”。

对自己负责，不惮麻

烦，才是独善其身，才有可

能“达则兼济天下”。

bh99@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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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路遥不仅承受着十分难挨的病痛折磨，

还接连经历了经济拮据、婚姻破裂、兄弟失和等等人间痛苦。作者
是路遥的同事、朋友，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他如亲人般陪伴照顾
路遥，也见证了路遥最后的沉重、抗争和无奈。

作者：航宇

定价：53元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些事虽不是什么技术活，但

也得有人去干，搞得人常常是手忙

脚乱。

整整一个上午，我没看见路遥

从他住的房间里出来，以为他出去

办事了。然而当我开了房门，要在

房间里取东西时，突然看见他躺在

床上，不断地呻吟。

我不知他怎么了，急忙走到他

跟前问，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路遥慢慢从床上转过身，有气

无力地说，有一点，但不是很严重，

你别担心我，赶紧让工人们装房子。

我说，房子装修得不慢，这个

你就不要再操心了，我觉得你病得

不轻，要不去医院看一下，千万不

敢耽误。

路遥愁眉苦脸地说，唉，医院

也没什么好办法，我躺一会儿就好

了，自己的病自己清楚。

我说，你这样躺在床上也不是

办法，还不如到院子里走一走，整

天躺在床上，把好人也躺病了。

路遥说，那我去院子里坐一会

儿。说着，他从床上坐起来，穿上

凉鞋，慢悠悠地从门里出去，到楼

下的院子里散步去了。

看着路遥从楼里下去，我走到

他装修的房子里，要求那些工人们

尽量装修得快一点，时间越长，事

情就越麻烦，不仅路遥受不了，我

和远村也耗不起。

然而，装修工人嫌我唠叨，不

想让我在房子里待了，借口让我出

去给买两盒烟。我就是干这些营

生的人，他们要我去买烟，我就不

能不去。

我从楼里下去，忽然看见路遥

孤零零躺在靠墙的那把破藤椅上，

我感觉到他已经没有精力在院子

里散步了。

晚上八点，装修房子的工人走了。

此时，我还没有吃饭，就把他

的房门一锁，到建国门城墙根底下

的夜市吃饭去了。往常，远村在单

位的时候，我俩结伴而去，觉得这

里的夜市是我俩最理想的一个吃

饭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手擀面、

猫耳朵、砂锅……应有尽有，价格

也不是很贵，关键一点是非常适合

我俩的口味。可今晚远村不在，只

能我一个人去了。

我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到了建

国门门口的夜市，要了一碗烩“猫

耳朵”，一吃完饭就回到作协我的

房间。刚准备在床上躺一会儿，

突然想到患病的路遥，不知他吃

饭了没有？在我走的时候，看见

他房间里的灯不亮，心想可能他

也吃饭去了。那么我还不能这样

四平八稳地休息，得给他烧几壶

开水。这样想着，我就走到了他

家的楼下，抬头看他的房间，仍没

看见灯光。

于是，我从楼里上去，开门拉

亮了房间的灯，却突然看见路遥在

床上躺着，心想他是不是病得不

行？我急忙走到他跟前问，你晚上

吃饭了没？

还没有。路遥有气无力地说。

我说，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

去买。

什么也不想吃。路遥说，你摸

一下我的头，看我的头烧的是不是

很厉害？

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哎

呀，这是怎回事？你的头烧得特别

厉害。

路遥长叹了一声说，唉，我不

光发烧，就是头也疼得非常厉害，

感觉到特别难受。

那怎办呀？我有些焦急地问。

你去叫一下徐志昕。路遥说，

说不定他有办法。

我转身跑上五楼，敲开徐志昕

家的门，对他说，徐老师，路遥头疼

得非常厉害，他让你去给他看一

下，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不要着急，我去给他看一看

是什么问题。徐志昕说着，就跟我

一块从楼上下来，走进路遥的房间。

路遥看起来痛苦不堪，脸色也

很难看。

徐志昕站在他的床头跟前，开始

给他头上按摩。他一边按摩，一边对

我说，老兄确实烧得厉害，我手上感

觉到像着火了一样，滚烫滚烫的。

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尽快让他

退烧？

徐志昕说，急不得，让我给他

按摩一会儿看怎样。

此时，我觉得徐志昕就像一位

医生，按摩得非常专业。经他这一

按摩，路遥说他头疼得再不像刚才

那么厉害，就是发烧的问题仍没有

解决。

徐志昕说，老兄不能着急，什

么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好

得那么利索，那我不就成神医了。

他这样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着，

让我去卫生间拿一块洗脸的毛巾，

在水管上淋湿，然后把毛巾放在路

遥额头上，用这种传统的降温方式

给他退烧。 （连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