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叫粗心
□孙志昌
这天，我一进家门，父亲就对我说：“我
累的快支撑不住了，不行就找个保姆，太难
伺候了。”我说：“那就找个保姆吧。”得到第
二天，我再回家，父亲说：“先别找，再等等
看，能不找就不找。 ”
母亲因患病而无法走路， 父亲就担起
了照顾的责任。 父亲给母亲安排的很详细，
照顾的也很周到。 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过
去上班，总没做过这些家务，现在能做得这
么好，真让我刮目相看。 有时，母亲也会说，
你爸爸真辛苦了。
父母年龄相同，七十多岁了，还要一个
照顾另一个，的确很辛苦。 有一天，父亲来
电话说，你回家一趟，又动不了了。 我一听，
就知道，母亲无法动，父亲一个人是无法挪
得动母亲，只能给我打电话。 让父亲无语的
是，我到了后，母亲就没那么难动了。 父亲
就说：“真怪了，孩子们在这里，你就能动一
点，我自己在，你就一点也不能动了，什么
也让我帮忙。 ”我看到母亲笑着，什么也不
说，但笑中带着舒心。
后来，我一问才明白了，原来是父亲担
心母亲再出问题，就照顾得周到细致，母亲
就感觉轻松了许多。 但母亲不知道的是这
样下去，对她没有好处。 因为只有她独自多
活动，才能保持身体的机能，不至于下滑更
快。 以至于母亲就不能怎么用心了，只等着

我父亲的帮助与照顾， 母亲就养成了依赖
的习惯。
我在那陪着时，母亲需要动的时候，我
是告诉母亲怎么做，鼓励着她，让母亲增强
信心，通过自己努力去做。 当然了，我会做
好保护，时刻准备着。 一般情况下，母亲就
会自己做到。
每当这个时候， 父亲就说：“你就知道
欺负我，孩子不在这里，你什么都需要我，
孩子在这里，你什么都行了。 ”母亲笑着说：
“就是欺负你。 ”
看到父母这样的状态，我欣慰。 我告诉
父亲，你以后粗心一点，差不多就行，这样
你也累。 我也给母亲说， 你把我爸爸累到
了，看谁管你，谁会这样细心照顾你。 其实，
我就这样一说，谁照顾母亲，也会细心地照
顾好。
后来，我再回家时，就会问父亲：“我娘
表现怎么样？ ”父亲说：“现在，我也不怎么
管她，只是注意点，好多了。 ”我对母亲说：
“
表现不错，就要这样啊。 ”母亲说：“本来我
就可以。 ”母亲这样说，我和父亲笑了。
在这里，我们对母亲不是不爱，也不是
不心疼。 为了让母亲尽快好起来，只能这样
减少母亲的依赖，我们故意粗心一点。
我们知道，细心是爱。
其实，粗心也是爱。

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张明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 先后遇到三位女
人,她们都是我爱的港湾，让我沐浴着爱的
温暖！
五十多年前，我来到这个多彩的世界。
那时，正值饥馑的岁月，母亲是县政府的打
字员。 她经常吃不饱饭，奶水不足，看着“嗷
嗷”待哺的我，而暗自伤心。 领导为了照顾
她，让母亲到门房搞收发。 一天，母亲像往
常一样把我放到床上，去给各部门送报纸。
当她送完报纸回来时， 发现我翻身时憋着
气，满脸通红，脚手乱蹬，吓得母亲脸色发
白，发誓再没钱也要雇人看我。 那时，母亲
宁可吃糠咽菜，也要千方百计让我吃饱饭，
不让儿子受半点委屈。 晚上，她总是要给我
洗脸、洗脚，然后抱着我入眠。 母亲用她慈
爱的目光，看着我一天天的长大。 我望着母
亲整日操劳的身影，经常怀着感恩的心，对
她说：“妈妈呀！ 您给我无私的爱，就像天上
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
成年后， 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闯入我
的生活，让我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后来，
她成了我的妻子。 她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女
人。 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把前后院打扫
完毕，准备好早点，然后才去上班。 一天夜
里，我梦见过世的父亲，悲痛的哭声惊醒了
妻子。 尽管她没见过公爹，但她从我的言谈
中能感受到，我对父亲的感情。 她见我神情
恍惚，就开导说：“男儿当自强，发愤图强干
事业， 那才是对九泉下父亲最好的安慰
……”多年来，妻子不管我回来多晚，都一
直坚持默默等候。 她常说，看到你回来，我
才能睡的踏实。 后来，我爱上了写作，每写
一篇稿子就让她看， 她成了我最忠实的读
者。 这些年来，我的文学作品不断见报、获
奖，这一切和妻子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记得那年，我的一篇文章在四川获奖。
当时，妻子怀孕，为了尚未出生的婴儿，也
能分享一点来自爸爸的快乐。 我在成都为
她购买了一身婴儿服， 一种要做父亲的喜
悦涌上心头，激动得我泪水盈盈。 女儿出生
后，我就把她寄养在岳母家里，每天下班后

就去看她。 女儿很乖巧，看见我来就让我抱
她，小手指着门示意我带她出去玩。 两年后
的一天，女儿对我说：“爸爸，等我长大挣到
钱好好孝敬你，给你买糖、买肉，买好多好
吃的东西。 ”十多年后，女儿出落成亭亭玉
立的大姑娘了。 那年，我到火车站去送女儿
上大学，想到从没出过远门的她，要去路途
遥远的哈尔滨，心里十分担忧，眼里不知不
觉地涌出了泪水。 女儿看到我的表情，“嘿
嘿”一笑，调侃道：“爸爸你是当过兵的人，
几十岁了怎么也学会了流泪呢？ ” 女儿入
学后， 没有辜负我的希望。 她很快就入了
党，当上了学生会干部，由于学习优异，成
为年年拿奖学金的优秀学生。
如今，我上班回家后，要照顾年过古稀
的母亲； 妻子退休后在西安照看上班的女
儿。 虽然，我们两地分居，但彼此之间的关爱
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每天晚上，妻子总是打
开微信视频，询问我和母亲的情况。 每年，母
亲过生日， 妻子和女儿总是从西安赶回家，
筹办家宴为她祈福！ 全家人相聚时，温馨欢
乐的场面，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
这就是我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母亲是
我的根， 一个给我生命的人， 我要终生报
恩；妻子是给我爱情的人，是陪我走完人生
路的伴侣；女儿是我生命的延续，也是我强
大的精神支柱！ 她们多么像三条爱的河流，
静静流淌我的心底， 让我尽情地沐浴着爱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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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微露的清晨去跑步， 习习
的风里飘来淡淡的香， 茉莉香。 驻
足，四处搜寻香气的来源，未果。
我喜欢茉莉，喜欢它的素洁、素
雅的情怀，纯洁而美好，缱绻着不染
尘埃的流年。
王
记得那年夏天， 茉莉花开得正
举 好，母亲把它搬到窗台上，风吹过，
芳
屋里屋外都弥漫着淡淡的茉莉香，
芬芳宜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茉莉花
开。 茉莉花娇小玲珑，清纯淡雅，颜
色如玉，惹人怜爱。 有时候，我会对
着那些小巧精致的花朵发呆， 母亲
总会走过来，对我说：“妞妞，长大了
要做茉莉一样的女子啊，素心素颜，
却自有风韵。 ”十几岁的我，已是爱美的年纪，怎么会
屑于“素”呢？ 内心里渴望的是妖娆妩媚。
一次去江南游玩，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秀丽的
江南女子，鬓发间簪一朵茉莉花，款步缓缓走过，留
下一路幽香。 让人想起清代诗人陈学洙的《茉莉》诗：
“玉骨冰肌耐暑天，移根远自过江船。 山塘日日花城
市，园客家家雪满田。 新浴最宜纤手摘，半开偏得美
人怜。银床梦醒香何处，只在钗横髻发边。 ”心浸润在
茉莉花的素净里，仿佛远离了尘埃，飘然世外了。
爱屋及乌，我亦喜欢上了茉莉诗，南宋刘克庄的
《茉莉》：“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 野人不
敢烦天女，自折琼枝置枕旁。 ”清代王世禄的《茉莉
花》：“冰雪为容玉作胎，柔情合傍琐窗开。 香从清梦
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 ”读着，便觉得自己浸润在
茉莉的清香里，不觉也成了一朵茉莉花。
夏日，茉莉花含苞怒放，香气甜郁、清雅、幽远，
沁人心脾。 想着江南女子簪茉莉花的灵秀，禁不住心
动，于是，摘下一朵茉莉花别在发间，坐在镜前端望，
时光穿越，一晃千年，我似乎看到发簪戴茉莉的古时
女子，虽不倾国倾城，却别具风韵。 如雪晶莹的花儿，
伴随着淡淡的清香，把一份悠远的梦轻轻托起，于灵
魂深处，婉转低语。
闲读李渔的《闲情偶记》，文中有有关茉莉的描
述：“
茉莉一花，单为助妆而设……是花皆晓开，此独
暮开，暮开着使人不得把玩，秘之以待晓妆也。 ”他还
说：“是花蒂上皆无孔，此独有孔。 ”急忙摘一朵茉莉
花细细看，果然，花蒂上真的有孔。 找来针线，像《红
楼梦》中的迎春一样“在花荫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 ”
茉莉花随着指间的针线，继续芬芳散逸，一朵一朵缀
成项链挂在项间，低头抬头间，都是清香袅袅。
路遇花店，茉莉花生机勃然，素淡的花，绿绿的
叶，风姿绰约的女子般，莫名的亲切，仿佛久违的故
人，带回家，精心照料，早早晚晚，相知相惜。
窗外嘈杂纷繁， 窗内的我对着冰清玉洁的茉莉
花，时光安静下来，素心人对素心花，一切的喧嚣便
都踏尘而去， 变得简单安宁。 我终于理解了母亲的
话：素心素颜，自有风韵。 茉莉女子，外表素净，自有
清香在心底缓缓蔓延……
一朵茉莉花， 从绽放到凋零， 只有短短的三四
天。 不禁为它的暗香残留而心有戚戚。
友人说：何不让它成茶，继续芬芳的旅程。 无限
怜惜的，摘下花瓣凉在阳台上，等风干了，洗净了，在
杯子里放几许清茶，再放几朵晾干的茉莉花花瓣，倒
入白开水，瞬时，幽幽的香气在杯里升腾，萦绕。 轻啜
一口，淡淡的茉莉香，伴着丝丝缕缕的心思，悠然沉
浮，上下氤氲。 花瓣慢慢全部张开，花形不似在枝头
时那么规则了，却多了几分妩媚。 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在花瓣上描出精致的图形， 所有纠结的心事瞬间低
下去，只留下一颗沉静的心。
有时，在窗台，独对着茉莉花，看着看着，突然觉
得自己喜爱的这盆茉莉花，竟如此的陌生，尽管习惯
了它浓郁的香味，似乎觉得不是它所散发出来的，也
许平时太过喜欢它，觉得它如此的美丽，仿佛从没有
细细地打量过它，我敢说，茉莉的叶片真的很普通，
没有牡丹花叶的媚，没有栀子花叶的腴，少荷叶的气
势，花朵也碎小，多隐在枝叶之间，即便是绽放枝头，
感觉也是羞羞答答的，欲语还休的样子，像怕生的小
姑娘，这样看上去，茉莉花真的是太平凡了，也许正
是这种平凡，才突兀着它的非凡。
想此，耳边回响起《茉莉花》的歌声，这只闻名世
界的歌曲， 歌词是如此朴素浅白：“好一朵美丽的茉
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
好看的花，多数是不香，而香花大都不美，事实往往
如此。 我一直以来都弄不明白，自己因何如此痴迷着
茉莉花，一直以来，我都以是因为母亲喜欢，因为是
它的香味，现在，似乎明白因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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