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 为 思 念

今年冬天真是冷得出奇，雪也下得特别大。孙子们去参加滑雪

冬令营了，隔着话筒传来的童音，听起来格外清脆明朗。听说往年雪

下得不够厚，滑雪场就会采取人工制雪。得悉这一点，我就对送孩子

们去滑雪这件事始终不甚满意。今年倒好，大雪纷飞，孩子们终于能

够在真正的冰雪上滑雪、滑雪橇，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屋前有一片

树林，放眼望去，玉树琼枝闪得人满眼生花。然而，我终究是惧怕雪

的。我母亲摔伤的那一年，也飘着这样的大雪。母亲滑倒在雪地上，

摔断了尾椎骨，前前后后接受了好几次老人们难以承受的大手术，结

果还是被残忍地剥夺了行走的自由。那以后的十年里，母亲被“囚禁”

着，家成了她唯一的活动空间，直到去世。如今，我也到了母亲摔伤

的那个岁数。正是因着我亲眼目睹了老年人失去行走的自由意味着什

么，所以，我早早地主动禁足，乖乖地待在家，只求安然无恙地度过

冬天。如若有人相问，人活一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

地首选“行走的自由”。母亲去世那阵儿也是飞雪漫天，她在数九寒

天里离开了这个世界。灵车歪歪斜斜地蹒跚在去公墓的上坡路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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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瞬间都那么岌岌可危。老人家们都希望在既不冷也不热的春秋之

际离去，似乎那样就可以少一丝哀怨，减一缕苦痛，说到底，只是一

门心思替儿女们着想罢了。可偏偏上天不遂老人愿，据说酷暑或严寒

持续的天气里，老人们的意外死亡率是最高的。尽管我们对持续升温

的温室效应已不感到稀罕，可去年夏季前所未有的桑拿天气持续到立

秋、处暑后也不见有所收敛。是什么令我在这冰天雪地的严冬里不时

想起去年出奇的酷热而心有余痛呢？

我有一个住在阁楼的堂妹，我们姐妹二人都已迈过了花甲那道坎

儿，可她整整比我小了八岁。妹妹的面颊粉扑扑的，几乎看不到一丝

皱纹，再加上肌肤滋润光泽，看起来倒像是五十出头的人。然而妹妹

却最惧怕过冬天，气温一降到零下，别说提不起一丁点儿重物，就连

走起路来都是慢慢腾腾、一瘸一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一转

冷，她浑身就没有一处骨节儿不酸疼的。妹妹时常把自己的这个老毛

病抱怨为“冤家关节又复发了”“要是没有这个浑蛋关节的话”，仿佛

“关节”就是一种恶疾的代名词似的。也难为她了，有一次家里来的

客人们高谈阔论时事，说什么“IMF 毕业没毕业”，听来听去她弄得

一头雾水，就跑到厨房贴着耳朵问我“IMF 是什么大学”。起初家里

来的客人们都以为妹妹是赖在我们家吃闲饭的。我担心妹妹被人误会

是寄人篱下的保姆，便明明白白地告知说她是我的堂妹。于是不知从

何时起，大家开始亲切地称她为“阿姨”了。妹妹也非每日都来，通

常像钟点工那样一个星期固定来两次，过来打扫打扫、洗洗衣服、做

做小菜什么的。但如果家里请客、逢年过节抑或祭祀的时候可以随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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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福姬 3

随到。如今的年轻人，孩子百日酒啊，周岁宴啊，动不动就上大饭店

或者高级餐厅去办，可真叫我看不顺眼。因此不管是我非得请人吃午

餐还是别人想请我吃午餐，我都懒得出去，叫人到家里来吃。这也许

是我对那种行径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吧。哪怕只是一餐饭食，在家里

请，也不是动动嘴那么容易。倘若没有得力的“金刚钻”，哪敢动那

个念头。妹妹做得一手好菜，每每来我家时各种小菜都做得分量绰绰

有余，足够那些赞不绝口的客人打包带走。而不明真相的客人都以为

那是我的手艺。等到儿女们脱了手，可以自我照顾的年纪，我们就组

织了同窗摇会①1。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只要轮到我领基金，

摇会的朋友们就不放过我，“去你家吃吧，让我们尝尝你的手艺”，无

形中给人施加压力。也不看看她们自己，连乔迁宴都是在外请客。我

们这帮同学虽各有各的造化，然无一例外口味变得百般挑剔。想来是

赶上了好时候，亦或是我们越老越矫情。曾几何时，我们把大酒店的

自助餐当做至上美味、飞来口福，经常是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然而

人离死亡的门槛越来越近，即使只是头颅，也想冲着故土的方向，味

觉，大概也在经历过时间旅行之后回归于初始的地方。这些老古董级

别的舌头都道我们家的饭食最可口。勿论其他，单是那清淡淡、软乎

乎的炝拌萝卜之类的小菜，她们就是死活也做不出我们家那个味儿。

也许我出身于开城，她们就觉得我的厨艺神乎其神。平心而论，我不

讨厌这样的羡赞。岂止不讨厌，反而欲把它捧到一个弘扬传统、树立

①　�摇会：韩国的一种聚会，会员每人每月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数额和日期缴纳一定的会费。当

月缴纳的会费由一名成员领取。领取会费的顺序须事先定好，如果某位会员急需用钱，

还可以适当地调整领取会费的顺序。每一轮每位会员只能领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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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的高度。我动辄在家里请客吃饭，也许图的就是能听听别人的誉

美。所谓卑贱，本来与平凡一脉相通。我们家独一无二的味道，从泡

菜到辣椒酱、豆酱其实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根本不是我的手艺，

可我却心安理得、泰然自若地剽窃着妹妹的厨艺。

妹妹跟我虽属堂姐妹，但我们出生于同一屋檐下，一道度过了幼

年时光。自幼我即被家人视为读书的料，直至出嫁我都是“十指不沾

阳春水，一心只读圣贤书”。新婚伊始，为了同热衷家务的婆婆和平

共处，我只好退后一步，万事唯婆婆马首是瞻。后来随着丈夫收入渐

丰，便找来乡下小姑娘代替我，给婆婆打下手，因此我彻底错失了学

做家务的时机。20世纪50年代我做媳妇那会儿不似现在，家家穷着呢，

城乡贫富差距比现在还厉害。为了省出一两口吃食，乡下人将女儿送

到城里做保姆的比比皆是。读书不上心的妹妹初中都没考上，只念完

了小学。婶婶身体孱弱，作为家里的长女，妹妹替母亲操持家务，还

将进了大学的弟弟们照顾得妥妥帖帖。我那好不容易把闺女供上了大

学的母亲，没成想女儿出了大学门，进了婆家门，白忙了一场，优越

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妹妹不仅勤劳手巧，生得也好。不是一般的好

看，好看到大人们担心红颜祸水而战战兢兢的程度，用如今的话说那

叫一个性感。果不其然，她后来居然跟一个比她大十二岁的有妇之夫

轰轰烈烈恋爱起来，只差把叔叔婶婶气得背过气去。这场恋爱最终以

那个男人离婚再娶妹妹收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人后我们

姐妹俩一年也难得会上一两面，各自忙着养孩子、攒家底儿，直到孩

子们都该成家了，我们方才重新走动起来。此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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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个红白喜事，需要有人充充场面的时候，才想到往日疏远的亲

朋好友。人到了奔五奔六的年纪，总是想方设法打听昔日高中死党的

电话号码。电话里聊个没完没了自不必说，还要弄个同窗摇会，成群

结队、呼朋引伴地一道去游山玩水。我跟妹妹也到了这个岁数。我们

心有灵犀般自然而然越走越近，是从妹妹的丈夫因替人作保不慎，一

家人失了房子，流浪街头开始的。虽早便听说妹妹过得不宽裕，却如

何也想不到老了老了竟然沦落到无处栖身的地步。妹妹直至儿女出生

都跟公婆和大嫂一家住在一处，过得苦戚戚的。后来大哥独自继承的

乡下土地升值了，才得以分获一栋小房子，单独过活。妹妹的丈夫老

实巴交，挣不到什么钱。唯一一次沾了丈夫的光得到这栋房子，妹妹

又知足又自豪。自从有了房子，妹妹娘家走得勤了。房子虽算不上大，

她却告诉父母“只坐收房租，也是吃穿不愁”，令二老放了心。一双

儿女都于居处易主之前成了家，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没供给孩子们

念多少书，成家时也无余力帮他们攒下什么家底，他们如今又刚刚步

入社会，哪有能力把父母接到家里奉养。但说起来还挺孝顺，齐心协

力凑足了一笔钱，以传贳① 1的方式给他们租到了一栋小楼的阁楼，距

我们公寓区不足两站地铁。搬家时我去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

是一栋盖了没有多久的房子，除了通往楼下的外置楼梯看上去有些危

险以外，整体上看起来宽敞整洁。厨房和装有冲水马桶的卫生间自不

必说，其余的空间还可以当院子使，并无一般租赁房的局促和寒酸。

①　�传贳：韩国一种独特的房屋租赁制度。住户一次性付给房东相当于房价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的押金。租期一般为两年，期满后，房东须把押金原数奉还给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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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之所以选在这块儿，均因可以和大儿子家比邻而居。他们经营着

一个略胜于小卖部的迷你超市，吃住在超市附带的狭窄昏暗的小房间

里，媳妇当时还有孕在身。妹妹搬到她儿子附近正好可以替他们照看

照看孩子，或儿子送货时帮着守守柜台。妹夫为朋友所骗，连房子都

不能保全，受惊之余一病不起。为了支付昂贵的药费，妹妹向我大倒

苦水，表示哪怕是去什么地方做钟点工也好。恰巧我女儿不合时宜地

动了深造的念头，将刚断奶的孩子推给我这个外婆全权负责，我这正

急着呢，哪里轮到介绍给别人。妹妹的到来，是我意想不到的飞来之

福，滋润了我十几年坐享其成的好日子。自从婆婆故去，保姆之职渐

渐成了老黄历，我不得不过起了将就着钟点工而委屈自己舌头的日子。

我不擅做家务，也不热衷，自不知教别人如何做。以前我请人，倘若

菜烧得不怎么样，我就安慰自己，这个人厨艺不佳，却擅长打扫，或

衣服烫得让人拍案叫绝，尽量把人往好的一面想。实在是一无可取，

还不如干脆我自己来做时才辞掉。却往往是三分钟热度，一个月不到

又撒了手，重新找钟点工来。

多亏了有妹妹在，女儿才能顺利地拿到学位。一口气还没喘匀，

丈夫却又生了病，医院几进几出。妹妹药熬得好，粥也煮得好。丈夫

生病期间，我依赖妹妹更胜于依靠儿女。对病人来说，最欣慰的莫过

于贴心贴身的悉心照料，妹妹做得无可挑剔。丈夫与病魔周旋的当口，

明明知道妹妹的丈夫也卧病在床，我依旧视而不见，紧紧占住她，尽

量让她早来晚归。纵然我也会时不时想起妹夫，但我想妹妹辛苦费我

给得足足的，况且她也希望如此，自认无妨。我孀居三年以后妹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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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寡妇。那三年里只要想到妹妹为我丈夫所做的，我就不能不为妹

夫做些什么。首先，就算是没什么需要也照旧让妹妹每天都来。比起

施舍，保障正当的劳动收入更能帮助妹妹。本来我有意去探望妹夫，

但遭到了妹妹的极力反对。听她的口气，与其说是病人，还不如说家

境艰难更令她难堪。她抱怨刚搬家那阵儿房子表面上还算光鲜抢眼，

谁知道完全是豆腐渣工程，更别提顶层的阁楼了，纯粹是为了吃租子

后来加盖的，根本就是敷衍了事。墙壁七扭八歪，裂缝儿随处可见。

雪上加霜的是，一到冬季水管和卫生间就冻住了不能用，夏天呢，外

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只好用塑料布临时解决。何况家里常年躺着

病人，日积月累，屋子脏乱成什么样儿闭上眼睛我也能想象得到。既

然妹妹不想在我面前“露拙”，我也就悉听尊便吧。到了冬日，上下

水道就冻得结结实实，妹妹不得不拎着水桶或者夜壶爬上爬下，关节

炎更是一年甚似一年。妹妹把药当饭吃，自叹即便是关节比较润滑的

春夏季节，但凡看到药店，就浑身酸疼，非吃药不行。虽然我欲探望

病人而不得，但除去给妹妹比别人优厚的工资之外，我还默默留意看

能否助妹夫一臂之力，将丈夫遗留下来的暖和舒适的衣物倾囊相赠，

家里弄些特别的吃食，或儿女们送来的肉啊，补品啊，我都毫不吝惜

地慷慨相赠。妹夫还能吃八宝饭、糯米糕什么的，说是消化尚好。我

还以为妹夫只是行走不便而已，没有什么性命之虞。我当然不把这当

成妹妹的福气，反而每每念及善良手巧的妹妹何至于命薄如斯，便觉

得这一切还不都是拜妹夫所赐。

节前，跟妹妹这个、那个需准备的有不少，偏偏这个节骨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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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却打来电话说来不了了。虽说妹妹每日都来，但并不曾忙得无暇顾

及她自己，婆家的大事小情、朋友聚会，都几乎没落下过。但似今日

这般提前连个口风都不露，且在紧要关头“掉链子”，还是前所未有。

我强压下陡升的火气，耐着性子听着，妹夫自早上起就什么也不想吃，

妹妹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不放心把他一人扔在家里。“儿子媳妇就

在眼前放着干什么？”本来气恼不过想发火来着，这话幸好没说。因

为妹夫没有捱过那天晚上。当夜妹妹叫了 119，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

在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断了气，原本妹妹还一直担心着人死了如何从

外置楼梯抬出去。若是因为我大发雷霆硬将妹妹叫来，她没能为丈夫

送终的话该如何是好。事后回想，每每不寒而栗。后来才得知，妹夫

临终前晚，突然抓住妹妹的手腕对她说我爱你。妹妹心觉有异，便问

他想不想见谁，要不要叫孩子们来，妹夫说谁也不想见，只要有你在

就行了，且一再强调我爱你。次日早上妹夫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妹

妹晓得他行将逝去，不慌不忙地安排了妹夫的后事。自那之后，妹妹

逢人便讲“我爱你”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遗言，笑嘻嘻地说了一遍又

一遍，乐此不疲，似乎在炫耀世上还有哪个做老婆的听过老头子这样

的遗言，不妨站出来瞧瞧。尽管妹妹素来是因为芝麻大的小事儿也能

幸福之人，但如此境遇还能心无城府、没心没肺，未免令人心寒。丈

夫留给她的，除了那间破得不能再破的传贳阁楼以外，别无他物。房

东没有涨房租已是万幸。那些钱都拿出来充其量不超过一千万① 1，首

尔市内哪里还能租到什么传贳房。房东说那里很快要开发，房子反正

①　�韩国货币与中国货币的汇率大约是 100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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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早要拆迁的，以此为借口不给修理，但也没加房租。妹妹的一双

儿女，结婚以后各自添了两个孩子，一家子挤在一个单间里。为了能

攒够钱租套像样的房子，他们都在拼命干活。妹妹从不抱怨孩子们

“独善其身”，相反，她对这两个坚强的孩子未曾嫌弃父母无能而感到 

欣慰。

因为关节不好，一到冬季就格外受罪的妹妹，去夏却又遭到了

酷暑的折磨。妹妹的面色一向不错，丈夫的葬礼上也没失去活色，她

似办什么喜事儿一般伺候前来吊唁的客人，将吃食酒饮端上端下，忙

得脚不沾地。曾经那样滋润的面庞如今却明显地一天比一天难看。我

还问她是不是病了，她有气无力地回答没什么。面无血色，肌肤粗糙，

泛着浮肿。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我打破砂锅问到底追问之下，她才老

老实实地交了底。阁楼晚间也如火炉一样，两台电风扇都吹着也无济

于事，热得令人发狂，只好把背心泡湿了，稍微拧一下就穿在身上，

背心变干之前，勉强睡得着，如此往复，才能熬到天亮。早上醒来头

昏脑沉，四肢无力。妹妹居然穿着湿衣入睡，我听了大为惊骇。好歹

三伏天过去以前就在我这儿跟我一块住吧，这话几欲脱口而出，却硬

被我生生吞了回去。我们家既隔热又通风，整个夏天几乎不会被“热

带夜”现象所波及，然而念及妹妹喋喋不休的唠叨，我就直摇头。往

常她一进我们家门至少要先啰唆个把小时才开始做活。如若她念叨的

那些人我都认识，听听也无妨，偏都与我素昧平生，俱是些她婆家的

亲戚啊、她朋友圈子什么的。她婆家那边，本是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改朝换代”，现今成了年轻人的天下。晚景凄惨的老人家也不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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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不慎而陷入窘困的老人、缠绵病榻的老人也有好几位。可如此

凄凄惨惨、琐琐碎碎之事，只要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哪里都能听得到。

想来是妹妹来我家的次数减少了以后，跟她那边的亲戚走动得多了起

来。便是这样的一些鸡毛蒜皮，妹妹居然津津有味地反复道来，乐此

不疲。她无非是想说人家的孩子只知占父母便宜，娶了媳妇忘了娘，

但至少我家儿女是孝顺的。她的心思我还不晓得？

这不，前不久妹妹的大儿子终于如愿以偿搬进了独门独户的传

贳房。我以为这下可好了，妹妹总算可以逃出那可怕的阁楼了。虽说

是三间房，一间做仓库还嫌窄，何况还有两个快要上初中的孙子，小

子们长得壮实，别说两个，一个也挤得满满的。妹妹看似压根就没动

跟他们一起住的念头。可自得知妹妹穿湿衣睡觉，她的儿子媳妇却并

没提一句“至少夏天跟我们一起过吧”，我不由得愤愤不已，对他们

生出了厌恶之心。我强忍着不说让妹妹来我们家住，与其说怕她唠叨，

毋宁说问题在于论起远近亲疏谁更应该照顾她。

虽然没能邀妹妹来我这儿住，然而当她说要去度几天假时我掩

不住满脸喜色，一口应允了。从妹妹嘴里听到度假这个词真是无比新

鲜。妹妹有一个在南海某小岛上经营家庭旅馆的朋友。据说小岛四面

环水，海水清澈，夏季凉爽宜人，冬天从不结冰，定要妹妹去逛逛。

我想一周时间总会绰绰有余，谁知十天过去了她依然杳无音信。看来

开旅馆的让妹妹过个凉快的夏天是假，使唤她干活才是真。由起初的

怀疑，渐渐发展到深信不疑起来。既然那个小岛如此之好，今岁这般

酷热炎天，蜂拥而至的避暑客还能少吗！旅馆生意兴隆肯定人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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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福姬 11

谁让妹妹本就是那种不肯吃闲饭的人呢。妹妹勤快地把角角落落打扫

得干干净净，手脚麻利地对来来往往的客人有求必应，这样的情景便

是闭上双眼，也历历在目。没心没肺的东西将自己的本职忘得一干二

净，被区区几个小费收买，眉开眼笑地任劳任怨，一想到这我便不免

气结。早在钟点工这种职业出现之前，城里人家家都会请个保姆，就

像如今不分你我，就算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要能填饱肚子，都会买个

私家车来代步一样。但后来随着工业区的形成，原本随处可见的保姆

变得稀罕起来。挖墙脚不成反被撞破，本来相处融洽的邻居甚至不惜

大动干戈、反目成仇。我就如当年保姆被人抢走时那般对那个开旅馆

的老婆子充满了敌意。从妹妹儿子那里要来了旅馆的电话号码，我报

上妹妹的名字让她来接电话。那头居然说出去跑腿儿去了。果不出我

所料，妹妹在这儿被人家使唤。这也太过分了，忍心让一个年过花甲

的老太太跑腿，即便真的是那样也该婉转地说只是出去一会儿，听起

来还顺耳些。我不由得对旅馆家这种浅薄粗俗的行径嗤之以鼻。那天

晚上妹妹来电话了，明朗又兴奋的声音，一再跟我炫耀岛上的空气如

何清新，天气如何凉快。她不在的时候我有多不方便却矢口不问。虽

然心里不是滋味，可一想到她穿湿衣服睡觉熬过夏天，而我视而不见，

到现在良心上还过不去呢，只好强忍着怒火听她一个劲儿唠叨。

既然岛上那么舒适，看来我是定得等到中秋不可了。今年的中

秋来得有点儿早，我得在风吹得凉爽之前早点预备。想到此，我挤出

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不忍让她一个人唱独角戏，遂有一搭没一搭

地问被她形容为人间乐园的那个岛在哪儿、怎么走、叫什么。妹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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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三千浦，再坐两个钟头左右的客船，一个叫“思郎”的岛。什么？

思郎岛？什么岛的名字这么妖里妖气，我一开口，妹妹纠正我说不是

“思郎”，是“侍郎”。我为了便于记忆，就叫它思郎岛。那里再怎么好，

也不能等到中秋迫在眉睫的时候才回来，得宽裕几天。我叮嘱再三就

要挂上电话。妹妹给她过世的丈夫做祭日，或给先人们供茶礼的时候

一向不考虑自己的钱口袋。我们家除了供茶礼，还得招待客人。我们

家加上妹妹家，两家的食材都眼巴巴地指靠着她买呢，怎么说也得在

中秋节前五天赶回来。妹妹的声音突然如霜打了的花一般泄了气，不

情愿地答应着，“是啊，中秋前是要赶回去。”末了却又补充了让我摸

不着头脑的一句，“姐，你一个人受累了吧。你别光指望我，也找找

其他人吧。”她口中的“找人”就是让我另找钟点工。她岂不是说自

己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按小时干活儿的吗？也不想想我是如何待她

的。虽然羞于启齿，但我却在脑里算开了旧账，历数着施予她的种种

好处，对她的忘恩负义恨得我只差咬牙。妹夫走了以后，虽然改为隔

天来我家。但是为了不减少她的收入，我给她提了日薪。每逢腌泡菜、

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客到访，另叫她来的时候我会在日薪上给她多多

加钱。再贵的衣服稍许生厌就毫不吝啬让给她穿。家里的肉啊、排骨

啊，看着绰绰有余，就马上分给她。哪怕不给我自己的孙子买，也不

忘了她的孙子们，而且一买就是四份。春节、中秋买过节新衣，圣诞

节、儿童节准备礼物。还生怕她被媳妇看不起，去国外旅行的时候，

一次也没忘记买昂贵的营养面霜，让她送给儿媳。凡此种种，不胜枚

举。为一个普通钟点工能做到这些吗？转念一想到自己老对这些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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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珍、念念不忘，蓦地也像厌恶别人那样对可耻的自己感到无可奈何。

果真，一直到中秋炎热都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还好中秋节前

一个星期妹妹居然回来了。一回来就直奔我家。妹妹肌肤滋润光泽，

浮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晒得红扑扑的脸庞散发着喜悦的光芒。不仅

妹妹恢复了健康，就连我的生活也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重新安定

下来。我脸上笑开了花，喜滋滋地把妹妹迎进门来。我就知道你不会

让我失望的，趁着高兴，我打趣起妹妹来，“哎哟，你这个坏老婆儿，

我还以为你在那个思郎岛上真的思出来一个情郎了呢！”妹妹闻言大

吃一惊，“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上了什么人？”我随口吐出的玩笑话，

竟然一语破的，我无法掩饰我的惊惑。妹妹刚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虽

然只差一步就迈进花甲的门槛，可毕竟还顶着“五”字头。如今六十

多岁，老了老了，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跑到岛上跟人谈起恋爱来。那

个不知道叫思郎还是叫侍郎的岛，突然在我心中变成了一个虚幻的岛

屿，像是踏着浪涛渐行渐近的维纳斯随风播撒着搔首弄姿、喜怒无常

的轻佻。

“姐姐，去之前我对这件事也是一无所知。到了那里以后才知道，

这都是开旅馆的老姐妹事先安排好的，想必是觉得不能再任我这样下

去了。有些我对姐姐都难以启齿的话跟那家老婆儿一点都没隐瞒。今

年夏天确实热得紧啊。大植爸爸第一次搬进了像样的房子，虽说是传

贳房，我也感到无比欣慰。本以为这回总该说一句跟我们一起住吧，

哪怕是礼节上的敷衍呢，可是等了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丈母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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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慷慨地给焕然一新的房子安装了空调，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把冷气开

得足足的，凉快是凉快，回到阁楼时却热得直跳脚，更别提心里的那

股凄惨劲儿了。每次从儿子家回来，我穿湿衣服也难抵热浪，悲从中

来，便抓起话筒给旅馆朋友打电话诉苦。有时候甚至打到湿衣服都干

了，重新泡湿了接着打。我把自己的狼狈相一字不漏都现场直播过去

了。她说这样下去我非得病不可，一定让我去岛上过完夏天再回来。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嘛，想都没想就去了。能有人叫你去，你知道有多

好吗！我倒不担心给人添什么麻烦。只要舍得我这身子骨，不管去哪

儿，还不至于白吃白喝人家，这点儿能耐还是有的。死了以后这双破

手反正要腐烂的，有什么好可惜的。姐，姐，姐姐你要是有闲钱的话，

也去岛上买个别墅吧。从三千浦坐船不到两个小时。那里别提多美

了。人人都说济州岛好，我却没什么感觉。倒是侍郎岛我一眼就看上

了，简直是人间仙境啊。也理解了土生土长的老姐妹，为什么偏偏跑

到那里开家旅馆来养老。首尔热得像蒸笼，那里凉爽极了，就像到了

另外一个国家。夏无三伏，冬无三九，大冬天也不结冻。田野四季常

青，不过到了秋天，树叶还是会变红、变黄。金黄黄的银杏叶轻轻飘

落到绿油油的草地上，你能想象得出那是怎样一幅美景吗？你说我被

什么迷昏了头？也许吧。旅馆老太婆对我太好了，我就是想帮忙也无

事可做。那里有个专门跑腿的小孩。再说客人只是睡觉，不管饭，能

有什么可做的。姐，你也知道，再怎么没事儿做，我也不会懒在那儿

呼呼大睡的。一时半会儿都不曾休息过的胳膊腿儿太闲了反倒不习惯。

早晚岛上绕一圈儿，在码头转悠转悠，跟地里干活的人闲聊聊。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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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热得发胀的脸开始消肿，胃口也变好了。不过奇怪的是，每次我出

去散步，旅馆老太婆叮嘱我一定要化化妆，穿得漂亮一些，像妈妈送

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去约会一样。跟岛上的女人比，我脸上的皮肤本来

就又白又紧，不打扮尚且一百个过意不去呢。岛上那些婆娘们真是，

到了我这个岁数，黑乎乎的脸上皱纹深得像地垄沟。就是在首尔，也

从来没人把我往六十多岁看，都把我小看了十岁，到了那里，甚至有

人说我只有三十几岁。不是他们不长眼，而是拿当地人做比较。这样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有人上门求亲了。坐船坐到三千浦，咖啡馆

里一见居然是面熟的人。岛就那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又是到

处疯跑。在那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单身，只觉得庄重得像个校长，每次

路上遇见，我总是给他让路、点头致意。你问就这些？当然把我拽到

三千浦给人相看之前，旅馆老太婆儿一直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姐

姐你又来了，什么花言巧语啊。不是那样的，一个村子里住着，有所

接触，老爷子的为人啊，家庭状况啊，财产啊，难言之隐啊，对我毫

不隐瞒。再说，我是高攀了人家呢。虽然不是校长，但老爷子年轻时

最想做的就是校长呢。丧妻不到一年，老伴是今年二月过世的，听说

曾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恩爱夫妻。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最满意这点

了。我跟孩子他爸以前也是有名的琴瑟和谐呀。只有这样，两个人才

算扯平嘛。都已经水到渠成了，你问何必还多此一举去相亲？你说对

了，我们就是王八瞅绿豆——对上眼儿了，比旅馆老太婆期待的还快。

所以去三千浦与其说是相亲，不如说是“相”他的家人。老爷子养了

五个孩子。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两个女儿虽然只读到高中毕业，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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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姑爷却都有大学文凭。他们有的住三千浦，有的住釜山，有的住马

山。先把我介绍给孩子们，得到他们的同意，这是老爷子想的步骤。

虽然儿女们不会反对，但只有这样将来我在这个家的位置才能光明正

大。五个孩子一个不落地夫妻同来了，这就凑齐了。再加上住在陆地

上的弟弟、妹妹都来了，他说话多有分量啊，看上去比校长还威风呢。

连上过大学的人都对他俯首帖耳、毕恭毕敬，就说是大学校长别人又

能说什么呢。我能感觉到老爷子在岛上也受人尊敬，与他为人可靠、

处世慎重不无关系，更因为那个岛上把所有子女都送到高中、大学的

仅此一家。

从咖啡馆换到餐厅，开始用餐，老爷子非让我坐到他旁边，看

我就像看寒冬腊月里的花一样，一刻也舍不得错开视线，一个个健壮

的儿子和女婿轮流给我敬酒，毫不拘束地一口一个妈叫得顺顺溜溜。

套用句现在时髦的话，我能找得着北吗？姐，姐，你干吗又竖起了眼

睛瞪着我。你肯定想说以他们家为先了，那咱们家算什么？当然不是

那样的，老爷子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非要跟我一起来首尔，让我

们家里人相相他。我跟他说没必要，一个人来征询家里同意就可以了。

说实话，反对的人是没有，祝贺的人也没有。我自己的孩子不冷不热，

娘家这边呢，也都像姐姐你这样不理不睬。婆家那边老一辈的早已作

古，只剩下侄儿侄女，住得天南地北，自个儿还顾不过来，外来的婶

娘要嫁人，叫他们过来只会觉得我这个疯婆子病得不浅。我也不想让

他看到我住过的地方……人啊真是墙头草啊，再怎么不像个家，放在

以前，一天累得死去活来，晚上爬回去挺尸，不由得说一声金窝银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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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自己的狗窝啊。现在再回那儿简直住不下去。当然昨天晚上去大

植家睡的呗。当着儿子媳妇的面，我给京焕和京淑打了电话，把事情

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们。征求什么同意啊？ 就他们还有权利同意

不同意？不过是通知他们一声罢了。话说回来，这种时候还是姐妹间

离得近。京焕尽管口头上表示要不是万不得已姐姐怎么会做出那样的

决定，希望我从此过得好，可感觉不到一点儿温度。反倒是京淑吓坏

了，哽咽着让我上她家说得再清楚些。今明两天我就在京淑家睡了。

不行，后天也不能来姐姐家，得回岛上去。后天一大早出发才能在太

阳落山之前回到岛上。中秋？中秋当然在岛上过了。大植爸爸会斟酌

着好好给他父亲供茶礼的。老爷子希望我能亲手给他死去的老伴儿供

茶礼。老太太茶礼虽然是头一回，祖上还有四位先人呢。儿女们都是

掐着时间回来，老太太活着的时候，逢年过节或者有祭祀的日子，望

穿陆地，脖子都等长了一大截儿。一旦有台风的话船就停航，动不动

就来不了。老头子说了，自己不会像死去的老伴儿那样指望着孩子过

活，要跟我两个人和和气气地张罗准备。我当然也知道那是老爷子担

心我变卦才那样心急。我再三保证后天一定在三千浦见面，他才把我

送上岸。说好到时候老爷子自己驾船来接我。再怎么说，也算是新娘

回门嘛，怎能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同船而归呢？ 要是我没在三千浦

出现，就当我没得到家人的同意。那样老爷子多泄气啊。只要想想就

可怜得让人心疼。”

还有必要听下去吗，三十年相敬如宾的丈夫，他的茶礼可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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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屁股、甩手走人；来历不明、只会打鱼的老家伙，给他死去的老太

婆供茶礼，这哪里是正常？“你失心疯了。”我冷冷地把这句话扔给她。

霍然而起。想起妹妹跟比她大十二岁的有夫之妇恋爱时，把家里闹得

鸡犬不宁，不顾家里人拼死反对，一意孤行嫁给了人家。丈夫临终前

一句“我爱你”，让她炫耀到今天。能在热得像地狱的阁楼里熬过来，

大半也是因为这句话的力量吧。这样的妹妹而今居然又开始了一场新

的恋爱。“那个男人虽然已经年过七十，健壮斯文，从前面看像校长，

从后面看像青年。有自己的渔船，吃苦耐劳，单靠打鱼把家里五个孩

子都送到了高中、大学。即便是现在，他的鱼笼网到的鱼也比别人多，

只要是关于大海的，无所不晓，是个非常能干的渔夫。”妹妹站起身来，

跨出我家门口之前还在夸老爷子是如何了不起。

第二天搭别人便车买回了过中秋的各种货品。我把干活儿的人

忘得一干二净，像往年一样，一样不落地买了个十足。等到我把它们

都倒在了小屋的地上，才发现堆成了小山。该冷藏的冷藏，该冷冻的

冷冻，手忙脚乱地费了好大功夫才分类放好，好像大姑娘上轿头一次

干这种活儿似的。这些东西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啊？以前只要我买回

来，自然就会有人清洗收拾，煎炒烹炸，变戏法般把那一样样让人垂

涎欲滴的食物源源不断地送往供桌和客人席上。朋友们一直羡慕我好

福气，一辈子不用跟柴米油盐打交道。如今这样的好景一去不复返了，

我何其不幸啊，就是嗷嗷大哭一场也难解心头之愤。她怎么能这样对

我呢？想起过去我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觉得只要她肯开口求助，我

都可以为她做到，慷慨得好像房子都可以买给她似的。那时我只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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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做，可惜这珍馐盛馔自动出炉的人间乐园弄丢了。妹妹那么好的

手艺，放在以前，足够做个大御厨了。她操着那么精湛的厨艺，却跑

到岛上给一个粗鲁莽撞、头脑简单的打鱼的做饭，这简直比珍珠项链

戴到了猪脖子上还暴殄天物。怎么能坐视这一切发生呢？我嫉妒得怒

火冲天，随即给妹妹的亲弟妹打电话。首先对京焕强调这是一桩多么

丢人现眼的事儿，也不看看咱们家是什么样的人家？远的，祖祖辈辈

出了多少贞妇烈女不提也罢，单是六二五朝鲜战争① 1，我们家门就出

了一大群寡妇。那些寡妇怎么就一个都没改嫁，守节到死呢！说到这

儿，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们不是不想改嫁，而是不

能改嫁。寡妇成堆的出现是因为男人们成堆的战死，她们能改嫁到哪

里去呢？”京焕略带邪气地说，“虽然我也受到了打击，但是最先考

虑的不应该是姐姐的幸福吗？”不知道京焕到底是什么心思，但因为

他现在在公司里，只能长话短说匆匆挂了电话。接下来给京淑家打电

话。正好是京淑接的。她说姐姐为了买岛上欠缺的东西出去了。“再

好不过了，我正有事儿跟你商量呢。关于你姐的。”才刚开了头，京

淑就抢过话茬，“我也正为这事儿闹心得很呢。以前我只顾自己过日

子，对姐姐过问得不够，现在愧疚得要死。”听她说着说着哽咽起来，

我就知道这事儿有门儿。女人之间要说到一块儿去，就别提什么家门，

还是动之以情最好。“我们要合起来把这件事压下去，你姐和蔼可亲

的性格首当其冲，她心肠太软又不会算计。你也知道的，当初你姐和

你姐夫把咱们家搅翻了天才结成了婚。不能嫁给他，不能嫁给他，家

①　�六二五朝鲜战争：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朝鲜军队突然进攻韩国，朝鲜内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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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再三阻拦，她还是铁了心嫁过去了，到头来得了什么好儿呢？你

姐夫一辈子就知道让你姐姐吃苦，晚年了还一病不起，你姐伺候了多

少年。别看表面上她嘻嘻哈哈、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于当初没听大人

的话，不定有多后悔莫及呢。”正说到这儿，京淑突然呵斥着截住了

我的话头，“姐姐你怎么能那样说呢？好像我姐一辈子都过得很可怜

似的。不要因为我姐不如你过得宽裕，你就看不起她。我姐也过得很

幸福，丝毫不比别人差。”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唉，

瞧我这狼狈相。凄凉如我，悲惨如我。

我和妹妹只在电话里告了别。出门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广播说

南海有风浪警报，看来是台风正在北上。刹那间，一丝希望的火花拨

动了我的心弦，要是老天爷能阻止这两个老不懂事的见面该有多好。

可第二天妹妹打来电话说已经平安到达岛上了。从那以后，她至少一

个星期打来一次电话，还是那个特别健谈的妹妹。大多不是炫耀自己，

就是担心我。“人找到了没有？什么？现在还没找到？你不能等着天

上掉馅饼啊，多换几次总归能找到差不多的。姐姐，你也得改改你那

脾气，我也受了你不少气呢。这下好了，没人给你气受喽。”我听了

妹妹的劝告收敛了脾气，也学会了平和待人。妹妹时不时从那大老远

的地方寄快递给我。有时是一种我这辈子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鱼，

不知叫海水狮子鱼还是淡水狮子鱼，总之面目狰狞、奇形怪状，装在

置有冰块的泡沫盒子里。有时候是剥好的蒜瓣。妹妹说那个岛上的大

蒜又脆又香，闻名全国，舍不得“吃独食”，知道姐姐讨厌做家务，

剥好了、洗净了、擦干了才寄过来，姐姐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用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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