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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子愣了，给她测量体温的人竟然是

自己的父亲。

这个特殊的正月，警卫室的寂静被打破

了，它被用来盛放消毒液，以及登记的小桌

子，还用来安置吃值班餐饭的人。别的小区

门口，都有拦截车辆的车杆儿，这个老旧小

区的大门口，起拦截作用的是一条拼接起来

的红布条儿，疙疙瘩瘩的。红布条儿在距离

地面半米多高的位置悬着，让出入的车辆和

行人停下来，接受门口两个值守人的检查。

“把胳膊露出来，测测体温。”负责测体温的

声音稚嫩，口罩上方露出来的两颗眼睛也稚

嫩。“别挨我胳膊啊。”上下班经过大门口的孟

宪子，伸出来的胳膊下意识地往后撤退。“离

挺远的呢。”体温枪追过来，利索地测了体

温。然后，孟宪子从口袋里掏出来出入证，让

另一个人检查、登记。检查者和被检查者，彼

此警惕，彼此抗拒。因此，双方的目光不需要

带有温度，语言也不需要带有温度。

今天早上上班，孟宪子还看到了值守的

“小鲜肉”。“别挨我胳膊啊。”这句话成了另

一种见面语。为了生存，她无法像别人那

样，安安静静地宅在家里。她出入证上盖着

街道的大红章，即便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多，

管控迅速升级，每家每两天才允许一个人出

去一次，她也能凭借着这张出入证，一天不拉

地上班和下班。稍有不同的是，晚上下班时

间比过去提前了。这种时候，家里怎么可以

再出来一个置身高风险环境里的人呢。看清

接替“小鲜肉”测量体温的是自己父亲时，孟

宪子愤怒了。他要干什么，为什么自己提前

一点都不知道？“把胳膊露出来。”是孟宪子

父亲的孟老头，装作与女儿是陌生的，举着

体温枪等候孟宪子伸出来一只胳膊。他不

看孟宪子，眼神在即将伸出来的胳膊上。这

样，孟宪子眼神里的愤怒就无的放矢了。

“别挨着胳膊了！”这六个字被孟宪子加

了力量，气冲冲地弹射出来。有力道的六颗

子弹，却对孟老头无可奈何，吆喝一声“挨不

着”后，体温枪在孟宪子露出一段手臂的上

方，优雅地晃了一下。“三十六度五，记一

下。”孟老头收了体温枪，向另一个记录的人

报了数字。然后，孟老头撤回了身子，给孟

宪子让出路来。推着自行车往大门里走的

孟宪子，胸口隐隐发疼，临出家门她还叮嘱

老两口，千万别再出来掏垃圾桶，在家里呆

好了。为了多上一道保险，暗中给丈夫孔大

厨和女儿小孔传递眼神，让他们把两个老的

看住了。这下可好，垃圾桶是没掏，耍出来

一个更危险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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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听话，怪不得母亲骂了一辈子父

亲。她之所以是独生女，就是父亲不听话，

自作主张的伟大壮举。孟宪子这个年龄的

人，鲜有独生子女的，尤其是在农村。孟宪

子六七岁的时候，村里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但孟宪子家不属于被计划的对象。她父母

只有她这一个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孟宪

子的母亲经常望着孟宪子叹息，要是个小子

多好，再过几年就可以替大人浇地了。在村

里，好多活儿是有性别属性的，比如吆喝大

牲畜，比如半夜去浇麦子。为啥要半夜浇麦

子呢？一块地只有一眼机井，浇地的人家要

排队，一家一家地轮着来，机井昼夜不停

歇。挨到半夜浇地的人家，派出去的多是男

劳力。一个是男人有力量，另一个原因是男

人安全。但是，让母亲着急的是，生完了孟

宪子，她的肚子一直没见鼓起来，心心念念

的浇地继承人始终了无踪迹。

好在，母亲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只

要勤勤恳恳地劳作，说不定哪天就结出一颗

硕果来。母亲做梦也不会料到，父亲会瞒着

母亲，主动跳进了第一波涌来的计划生育浪

潮里。“孟大福被骟了！”村里的老人在传说，

年轻人在传说，小孩子们也在传说。大家的

传说充满了喜庆，比好不容易盼到过年吃到

了炖肉还欢悦。母亲丢下孟宪子，拎着棍子

狂奔到了卫生院，果然发现父亲在病床上躺

着。气急败坏的母亲，已然顾不得许多，直接

掀了父亲身上的遮盖物，去检查父亲的私

处。检查的结果是，它们都安好，一个零件都

不缺。只念过几年书的母亲，闹了一个大笑

话。后来母亲才明白，虽然父亲的男性零件

一个都不少，但是却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父亲成了村里的名人。乡里的干部敲

锣打鼓地进了村，把一百块钱的奖金亲自交

到父亲手上，还向蜂拥的人群抛洒了几大把

的糖块儿。成为名人的父亲，走在街上迈的

步子都不一样了。轻飘飘的，一阵风儿吹来

就有了舞蹈的姿态。“够棒的！”夸张的赞美

像春天的柳絮，飞扬得到处都是，等春天一

过，就了无踪迹了。一直在的，是母亲的谩

骂。它们追随了父亲一生。“一点话儿都不

听，主意大着呢！”孟宪子想都不用想，过一

会儿上楼，母亲准会这样和她说。而且，还

一定会举出父亲当年擅自做节育手术的例

子。那样大的事情她都管不了，何况去小区

门口站岗呢。

孟宪子把电动车停放在楼下，抬头看了

看天。天上的星星都躲了起来，空气沉甸甸

的，仿佛伸个手指头一捅，就会有大批大批

的雪花漏下来。自从去年夏天父亲和母亲

搬过来，储藏室就被他们捡来的垃圾占满

了，她的电动车失去了容身之地。锁了电动

车，孟宪子开始往楼上走。声控灯，随着孟

宪子重重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地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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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儿出嫁，孟宪子才有可能把父母

亲接过来。

六十八平米，两居室一个厅。孟宪子和

孔大厨住大卧室，女儿小孔住小卧室，没有

多余的房间让父母住。超市的工作没有周

六日，孟宪子只能抽时间去村里看望父母。

很早以前，城区到村里有一辆班车，单程才两

块钱。后来不知道何故，班车取消了，孟宪子

回父母家就不方便起来。孟宪子不会开车，

再说即便会开，她家里也没有车可开。骑自

行车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打一个来回，起

码要耗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后来，孟宪子咬

咬牙，花掉大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崭新的

电瓶车。打发上一段时间，孟宪子就要回去

一趟，带上吃的喝的，以及母亲的常用药。瘦

得相片似的母亲，却有一身的富贵病，高血

压高血脂高胆固醇，样样都在场。

每回，母亲都会说，别跑了，怪累的，药

让你爸去卫生院买。孟宪子就说，千万别去

卫生院买药，我一个同学告诉我，说那里有

假药。卫生院有没有假药，孟宪子并不知

道，也没有什么同学告诉她。她在撒谎，骗

自己的母亲。卫生院离家有五六里地，那时

的父亲六十出头，自己骑了车去买，也不是

有多难。这样看来，孟宪子没必要撒这个

谎。但孟宪子是倔强的，她不会忘了在她成

长的历程中，一直滋养她的是母亲对父亲的

咒骂。不管母亲发脾气的缘由是什么，总是

能千回百转地绕到结扎这件事情上。是父

亲欠了她一个男孩子，“我瞅你挪不动爬不动

了，谁替你浇地去！”浇地，是母亲人生的大

事。后来，土地流转出去，没有地可浇了，母

亲咒骂的内容又更新了，“等你死了，连个打

幡儿的都没有，让你闺女把骨灰扬河里去。”

孟宪子就是想让母亲知道，她就是那个

可以浇地，可以为他们打幡儿的人。她事无

巨细地存在于两个越来越老的人的生活里，

等待母亲有一天豁然开朗。面对越来越老

的父母，孟宪子充满了担忧，希望他们好好

地爱惜自己，身体少出毛病。越是害怕什

么，什么越是容易找上门来。前年夏天的一

个夜晚，大概有九点多钟的样子，孟宪子刚

从超市下班不久，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

是母亲打过来的，母亲说丫子啊，你爸好像

有点不对呢。过去的日子里，母亲主动打给

孟宪子的每一通电话，很少有什么诉求，就

是“吃了么，下班了么，我没事儿，你爸也没

事儿”之类的。变化的是顺序，有时候是吃

了么在前边，有时候是下班了么在前边。最

后一句永远不变，“没事儿挂了吧，浪费电话

费。”语句和词量节省到不能再省。最近母

亲的头有没有晕，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不适，

这些问题都要等到孟宪子回了老家，从父亲

的嘴巴里敲打出来。

我爸咋了？孟宪子差点坐地上。母亲

说父亲有点不对，肯定是出了大事了。其时，

孔大厨还没有回家。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孟

宪子抓了背包，就往楼下跑。在街上打了一

辆车，向着父母的家里疾驰。到了父母家里

才弄明白，原来是父亲右边半个身子不能动

了。幸亏是打了车来，孟宪子把父亲搀扶到

车上，刚要关车门，母亲也爬上了车。跟着就

跟着吧，剩下一个也是不放心。在车上，母亲

的手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声音抖抖地说，别

吓唬我啊，往后再也不骂你了。孟宪子脸色

铁青，心咚咚咚地跳。她不知道，假如父亲真

的出了问题，自己有没有应对的能力。

4

幸好，医治得及时，父亲脑部的血栓被

冲开了，没有落下后遗症。出院后，孟宪子

给父亲下了死命令，不许他再到大棚里打零

工。村民流转出去的土地，被一家农业合作

社承包了，建起了几百个设施农业大棚。大

棚里雇了很多村里人，负责栽植、护理、采

摘。工资按天结算，去一天给一天钱，父亲

便是其中一员。孟宪子怕母亲看不住父亲，

便给父亲配备了一台老年机，随时地监督着

父亲。可就是这台老年机，折腾得孟宪子不

轻，简直让她怀疑人生。孟宪子是认真教了

父亲的，哪个键是接听，哪个键是关机，怎么

去电话簿里找她的手机号码。

而且，是教了一遍又一遍。父亲也当着

她的面，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了的。演习完

了，过了几分钟，孟宪子再让父亲试一遍，拨

打她的电话。父亲榆木棍儿一样僵硬的手

指头，在手机屏幕上犹疑着，思考着。“爸，我

真服了您了。”孟宪子抢过父亲的老年机，只

好耐着性子从头教。做了孟老头几十年女

儿的孟宪子，第一次拿出如此大的耐心来，

和父亲在一件事情上纠缠。六七岁那年发

生的父亲结扎的事，以及伴随她成长的母亲

对父亲喋喋不休的苛责，严重影响到了孟宪

子。可笑的名人光环，与后来漫长的平庸，

像两根鱼刺，扎在孟宪子的喉管里。她甚至

想，如果不是父亲当初的行为，说不定她真

的会有一个可以浇地的弟弟。这样她就不

至于太独单，压力不至于太大。缘于对父亲

的成见，她和父亲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

一通电话打过去，又一通电话打过去。

父亲的老年机没有任何响应，处在关机状

态。打家里的座机，也没人接听。超市里顾

客少的时候，孟宪子一遍一遍地拨打父亲的

老年机和家里的座机。想跟老板请假回去

一趟，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偏巧另一个店员

歇班了。实在没辙了，孟宪子把电话打到了

村委会，拜年的话儿说了一娄子，值班的人

才蹬了车子，去孟宪子父母家看个究竟。一

刻钟后，母亲用座机给孟宪子打来了电话，

说啥事没有，我和你爸在院子里浇菜呢。

这件事启发了孟宪子，利用回村的机

会，网罗了一大堆街坊四邻的电话号码。父

亲的老年机和家里的座机再打不通，就挨个

给近邻们打电话。“二叔，您在家么，麻烦您

过我们那院儿瞅瞅。”“老婶子，您看见我爸

妈了么。噢，您去闺女家了啊，那行我再问

问别人。”总是麻烦四邻，孟宪子也不落忍，

赶上超市有特价的商品，她就多买上一些，

给二叔老婶子们分一分。

把父母亲接到身边来，是最稳妥的办

法，可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六十八平米的空

间，让老两口子住在哪啊。如果女儿小孔不

是落下那个毛病，读高中可以住宿，高中毕

业了顺利地进大学，她的小卧室就能腾出

来。高中三年，小孔跑了三年校，每天晚上

孟宪子下了班，都要去学校接上完晚自习的

女儿。读完了高中的小孔，拒绝考大学，就

因为大学要住宿。夜里，她必须保证在二十

秒之内，从床上下来赶到厕所。除了在家

里，没有哪一所大学有如此便捷的条件。那

么好，小孔愿意放弃她的前途，在小孔看来，

自尊远远比前途重要。孟宪子没有逼小孔，

只要小孔健康，只要小孔高兴，其他的什么都

不重要了。私下里，却悄悄地把这笔账记在

了婆家人和孔大厨身上，她更加地仇恨他们。

小孔去了开发区打工，在那里遇到了喜欢

她的男孩子。男孩子是另一座小城的人，与孟

宪子他们这座城隔了差不多七八十里地。两

年后，小孔出嫁了，去了男孩子的小城。女儿

小孔出嫁，孟宪子才把父母亲接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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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口看见你爸了吧？不是我让他去

的，一点话都不听，你爸爸主意有多正，你横

竖是知道的——果然如孟宪子所料，刚一进

家门儿，母亲的话就拍打过来。母亲一边向

孟宪子告状，一边拿了眼的余光扫女婿孔大

厨。很显然，母亲的话也是说给女婿听的。

孟宪子不自觉地往后仰了仰身子，两只

手举到了胸口。她用形体语言提示母亲，离

她远一点，她还没有消毒，没有洗手。堵在

门口的母亲，相片身子一边往后飘移，一边

继续向孟宪子阐述，孟老头去大门口值守，

纯粹是个人行为，她根本左右不了。母亲的

阐述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委屈，更有左右不了

孟老头的怨怒。想想吧，有了四十多年前的

那次擅自行动做基础，现在干出任何事来都

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女婿在，母亲洗白式的

阐述是克制的，没有夹杂污秽的言辞。对父

亲，母亲惯常使用“傻婊子养的”。

“看见了。”孟宪子尽量平静地回复母

亲。母亲的强力表白，反而增加了孟宪子的

怀疑，但是她没有动声色，把注意力转向家

里的另外两个人。孟宪子进来的时候，孔大

厨正坐在厨房里抽烟看手机。自从前几天

女儿小孔的检查结果下来，确定胎芽和胎心

停止了生长，过几天等炎症消退了，便可做

流产手术后，孔大厨就大摇大摆地在家里抽

烟了。油烟机嗡嗡嗡地转动着，大部分的烟

雾未来得及展现优雅的仪态，便花容失色，

步履踉跄着被卷走了。厨房灶台旁边有一

只马扎，几乎成了孔大厨的专座。春节连市

的餐馆被迫停业后，孔大厨就替代了丈母

娘，成了家里御用的厨师。做完了饭，若是

孟宪子还没有回来，他就坐在马扎上，抽烟

看手机打发等待的时光。事实上，孔大厨在

马扎上的时间越来越长。身体不舒服的女

儿小孔躺在大卧室休息的时候，他就尽量待

在厨房的马扎上，把客厅让给丈母娘，让丈

母娘看看无聊的电视剧，关注一下全市，尤

其他们所在小城的增长病例。他要是在客

厅里，丈母娘就退回到小卧室里。老丈人不

在家，他还没学会和丈母狼单独相处。

吃饭了！孟宪子这边刚一收拾好，孔大

厨那边就有了动作。一手将厨房的一面圆

桌拎了，一手抓了摞着的几只碗，几个健步

就到了客厅。逼仄的六十八平米，当然要配

有同样逼仄的厨房，一面圆桌已经习惯了被

拎来拎去。孔大厨吆喝声不变，动作的程序

不变，一句都没有提及孟老头值门岗的事

情。“我姥爷还不回来吃？”慵懒地从大卧室

里走出来，就着圆桌坐下来的小孔，问了一

句。从小孔的问话里，孟宪子听出来，父亲

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

“公司管盒饭，不回来吃。”母亲回。

晚饭是菜龙和玉米粥，菜龙一半锅贴

的，一半蒸的。有牙有口的吃锅贴，牙口不

好的吃蒸的，各取所需。菜龙是素馅，白菜

里掺了粉丝，口感非常好，符合大厨的厨

艺。这个冬天，孟宪子吃了很多顿母亲做的

菜龙，没有这个味道足。菜龙好吃，孟宪子

的胃口却没有多大兴趣，她的心思不在食物

上。本来女儿小孔的事情就够她愁的了，父

亲又来添乱。而且，你看看桌子上的大孔和

小孔，对父亲的行为没有任何评价。不评价

就是最大的反对。孟宪子心里的火腾腾的，

既然反对，为啥不认真地阻拦呢。抱胳膊抱

腿的，不让老爷子出去，不行么？

等你爸爸回来，要不你说说他，赶明儿

不让他去了。母亲明显感受到了饭桌上的

压抑气氛，她的口气弱下来，用祈求的眼神

对着孟宪子。“我爸咋知道门口招人的？”孟

宪子问了母亲这句话。“喇叭喊的”，顿了一

会儿，母亲又补充了一句，一天一百多块钱

呢。补充句子声音很轻，但孟宪子听得清清

楚楚。瞬间，她明白了，症结就在一百多块

钱上。母亲一定是父亲的合谋者，为了每天

的一百多块钱，她纵容了父亲，然后还装腔

作势地在她跟前演戏。孔大厨说不定看穿

了母亲的把戏，所以他一声不吭，把棘手的

问题交给孟宪子来处理。他是女婿，说轻了

重了的不好把握。孟宪子的目光离开筷子

上的菜龙，快速地剜了一眼孔大厨。孔大厨

正在专心致志地吃菜龙，根本没在意孟宪子

的瞬间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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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总是最先撂下筷子，每一餐都吃得

特别少，尤其是今晚。老太太站起来，从茶

几上的纸抽盒子里抽出来一张纸，将纸撕开

来，撕成匀称的四条，自己用了其中的一条

擦嘴，其他三条一一摆放在女儿女婿和外孙

女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相片样的身子飘到

了前阳台上，目光透过玻璃窗子，向外深深

地遥望。这是母亲的位置。它什么时候成

为母亲位置的呢？父母亲刚开始过来那阵，

孟宪子想方设法缓解他们的寂寞，为两个有

着化不开的乡土情结的老人，搭建一座迈向

另一种全新生活的桥梁。适应另一种与原

来完全不同的生活，需要渐进式的引导。孟

宪子用他们喜欢的评剧做诱饵，一碟一碟的

戏盘，涉及新派、白派、筱派、爱派几大流派

的代表作。还花了一千块钱，买了两张文化

惠民卡送给老人，去影剧院里看活生生的艺

术家唱戏。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们，

在一出出传统经典剧目里飙戏，飙得眼窝浅

的母亲泪水长流。攥在手里的卫生纸条儿，

湿了一条儿又一条儿。《琵琶词》那段，白派

传承人低徊悲戚的唱腔，母亲流了太多的眼

泪，结果卫生纸的纸条儿带少了，散了戏母

亲就骂父亲，怪父亲想得不周到，啥都指望

不上父亲。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某

天下午剧院又唱大戏，担纲的是天津白派剧

团的演员们，孟宪子提前一天就把消息告诉

父母亲了。以往看戏，孟宪子都要把父母亲

送到影剧院，用文惠卡把票给买了再走。从

家里到上班的超市再到影剧院是一条线，所

以这个空儿她可以匀出来。但那天下午，她

要在超市里跟着卸货，只能让父母自己拿着

文惠卡去看戏。母亲这才知道，原来那个小

卡片上是有钱的，看一回戏，就要从上边划

掉一笔相应的戏票钱。和孟宪子说的不花

钱看戏，完全是两码事。

母亲就不干了，再也不去影剧院看戏。

花钱看戏太奢侈，她有了负罪感。劳动完

每天的一日三餐，父母亲就约着去街上转

转，到附近的小公园里走走。越是游逛，母

亲内心的失重感越强，“家里边有儿子，何

至于呢……”母亲就开始和父亲吵架。懒得

和母亲计较的父亲，就紧走几步，和母亲拉

开了一段距离。母亲更生气了，晃悠着两条

肉皮松松的手臂，紧着向父亲身边飘。离开

了父亲的引导，她怕自己找到不回家的路。

在入住女儿家里多长时间呢，两个老的终于

在城市生活里，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而

且，他们迅速达成了一致性，寻求有价值的

东西很可能就是以后他们生活的目标。有

目标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然后，下班回家的孟宪子就发现母亲占

据了前后阳台。站在阳台上的母亲，目光闪

亮，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灿烂。两只明亮的眼

睛，被赋予了某种使命，在街上寻寻觅觅。

“快下去，要不让别人拿走了！”母亲一声令

下，沙发上的父亲立即放下未吃干净的饭

碗，换上鞋子和母亲冲下了楼。父亲的脚步

不能慢，否则又将招来母亲的谩骂。往楼下

冲的他们，一点也不像七十岁的老人，身手

不凡腿脚麻利。被他们惊到的孟宪子，赶紧

也跑到阳台上，看看母亲发现了什么宝贝。

母亲的确是发现了宝贝，那些宝贝在街上的

垃圾桶里。小区的对面是一拉溜的商家，有

餐馆，有菜店，有水果店，还有药店。商家

多，垃圾也就多。父母亲一路奔驰，冲向药

店门口的一只垃圾桶，从里边掏出来两只压

瘪了的纸壳药箱。拖了纸箱壳，又继续检查

了其他的垃圾桶，看看有无遗漏之物。这些

垃圾桶，白天早被他们翻检了无数遍。

嘟嘟嘟——母亲吹响了一只捡来的铁

哨子。嘟嘟声就是出征令，出征令一响，两

个老的像英勇的战士那样，潜入到小城内

部，夺取胜利的果实。有时候手慢了，纸箱

壳会被别人捡拾了去。看着自己的发现白

白地被劫持了，父亲一准儿逃不过母亲气急

败坏的数落。他们捡拾来的垃圾，逐渐堆满

储藏室。堆得实在太满了，父亲就开始做分

拣工作，各种塑料瓶装进蛇皮袋子里，纸壳

子们摊开铺平了捆扎在一起。分拣好了，就

用从老家蹬来的三轮车装了，去垃圾站交

易。很快，孟宪子发现，父母捡拾的宝贝们，

不光侵占了楼下的储藏室，有一部分还上楼

了。今天是一只保温桶，明天是一把切菜

刀，后天是一双旧皮鞋。它们胆怯地藏在父

母的卧室里，唯恐遭到孟宪子的嫌弃，给捉

了扔出去。上楼最多的是各类电子挂钟，足

足有二三十个，走廊里挂着，客厅推拉门挂

着，卧室的墙壁挂着。父亲给它们装了电

池，它们全部在滴滴答答地走动。滴滴答

答，滴滴答答——将每一个寂静的夜晚轰炸

得七零八落。孟宪子设置了一个底线，她和

孔大厨的卧室绝对不能挂。孟宪子担心孔

大厨腻烦了，对她的父母有了看法。那样，

孟宪子就被动了，她得把工作做在前边，尽

量不让孔大厨和自己的父母之间起摩擦。

疫情时期，孟宪子给父母下了死命令，

就算垃圾桶里有金子，也不能再出去捡。你

捡来了金子，但同时很可能把病毒也染上

了。知道么？明白么？像给小学生讲课一

样，一二三四五地把危险掰开了揉碎了说。

看看，新闻上咋说的，这回信了吧？两个老

的果然不去掏垃圾桶了。但是，母亲还是会

站在阳台上，朝窗子外边望。关了餐馆的女

婿占了后阳台，母亲就只能牢牢地霸住前阳

台。街上空无一人，所有店铺的门都紧紧地

闭着。垃圾桶里空空荡荡。

这套紧邻着大街的六十八平米两居室，

与小区大门口也就是三四十米的距离。今天

晚上，母亲深望的目光明显是朝向大门口

的。孟宪子看着母亲的背影，薄薄的一片儿，

尽管没有风吹着，却有些晃动。说明母亲的

心是不宁的，因为牵挂骂了一辈子的父亲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