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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聊圈子里有意思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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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把自己当客人

太不把自己当外人

把主卧让给他们住，
吓得他们天一亮就跑了

把我家当成了
她的护士站和御膳房

比起太不把自己当客人的人，我其实更不喜欢太
把自己当客人的人，小心翼翼地坐在你家里，什么话
都不敢说，什么事都不敢做，你不喊吃饭他就不停喝
水，连身都不得起一下，
哎哟，
我当个主人，
那个累哟。
大概是十年前吧，我一个堂弟带着老婆娃儿从新
疆来到了成都。
说实话，
我跟这个堂弟关系并不是很亲密。
他是我
幺叔的儿子，而幺叔十来岁的时候就被爷爷奶奶过继
给了一个亲戚，
然后去了遥远的新疆。
那时候不像现在
通讯这么发达，
距离上的遥远也决定了心理上的疏远，
我们跟幺叔都不是太亲热，
更不要说他的儿子了。
但那一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准备在
成都玩几天后就坐飞机回新疆。作为唯一一个在成都
市区安营扎寨的亲人，我再不热情也一定得尽地主之
谊吧，于是邀请他们一家三口到家里来玩。
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想的是大家都是年轻
人，不必那么客套，一起吃吃饭喝喝酒闲话一下家常，
一会儿就熟络了；况且他们女儿三岁，我女儿当时也
才五岁，大人娃儿都有得耍，
更可以无拘无束了。
哪知他们一到家，就客气得要命：坐在沙发上，我
问一句他们答一句，一点也不延伸和发挥，问完他们
的生活再问了幺叔幺婶的近况之后，这天，简直就聊
不下去了……
娃儿也是，我给她任何东西，他们都一定要小孩
说一句“谢谢姑姑”。让他们女儿跟我女儿去玩，两人
不晓得是不是也觉得家里安静得太尴尬了必须要制
造点声音来打破这个尴尬的气氛还是什么，总之一会
儿又在叮嘱一会儿又在提醒，
“小心，不要弄坏姐姐的
书了哦”
“不要把姐姐的东西打烂了”……我的个天，
他们才来家一个小时，
我就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好好好，那我就溜进厨房煮饭吧。我本来想的是，
煮饭可是个增进感情的好时机呀，你走过来搭把手，
剥几头蒜，理几根葱，削一削皮，话不就又聊起来了
吗？但是不，那天，他们两口子就一直悄无声息地坐在
沙发上，看电视，看报纸，除了叮嘱他们女儿 N 次，就
没听他们说过话，连厕所都没上过两趟。
好不容易吃饭了。酒果然是个好东西，堂弟和我
老公把酒杯一端，话题一下子就有了，而且两个都是
好酒之人，麻麻杂杂、半醉半醒地吹了半天，吃完已将
近晚上 9 点。
收拾打整干净，再看一会儿电视，给娃儿洗完澡，
已是 10 点半快 11 点了。我们家虽然有三张床，但只有
主卧是一米八的大床，客卧的床是一米五，书房的床
就更小了，只有一米二。
想到他们一家三口初来乍到，
娃儿又小，
为方便照
顾，
我大手一挥，
很豪爽地说：
“你们去睡主卧吧！
”
至于
我们嘛，
我和女儿睡客房，
老公就委屈一下睡书房啰。
我觉得我这个安排简直是又大气又体贴，对自己
非常满意。谁知道：第二天起床一看——人呢？他们三
个全都不见了！
正疑惑着，接到了住在城郊的弟弟的电话——说
堂弟一家三口到他们那儿去了。说是他们心里太内疚
了，觉得他们一来，就把我们的主卧给占了，昨晚两口
子忐忑得半天没睡着，半夜 12 点给我弟发信息，让他
今天一早就来把他们接走了。
我……也好！
（林湄）

9月上旬，
三姑从德阳打来电话，
说国庆要来我们家过。
我妈听着我爸接完电话，问他：
“你妹几号来？待多
久？咱们不是要去阆中耍两天吗？”
我爸挠挠头，有些犹豫：
“嗯，她说 9 月 29 号就来，避
开高峰期。
”
“待几天呢？就她一个人来哇？”
“嗯，
就她自己，
待到——说是待到 8 号……”
“啊？整个假期都在这儿过啊？”
二老陷入短暂的沉默，我忍不住插嘴：
“那你们带她
一起去阆中呗！”我爸白了我一眼，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
三姑，
哪儿都去不了。
”
今年 4 月，三姑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这是一种免
疫系统的疾病，浑身疼，严重的时候据说连衣服都没有
力气自己穿。她儿子也就是我表弟远在深圳工作，在一
家 IT 类的创业公司干，还耍了女朋友，忙得根本顾不上
他妈，就在三姑住院期间，趁着五一假期回来看了看，就
被三姑急急忙忙赶回去了，
“他现在是拼事业的时候，不
能耽误。
”
总之，三姑心疼儿子，舍不得儿子的时间，她跟姑父
又离婚多年，对方早已另组家庭，鲜少来往。于是就只有
我爸妈去照顾她。
在三姑住院期间，我爸妈一直都住在她德阳的家
里，虽然医院有护工，每天我爸妈还是要去医院陪陪她。
作为兄妹五个里面最小的妹妹，三姑从小被爷爷奶奶娇
惯，觉得父母不在了，依赖哥嫂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来不会想到，哥嫂都是 60 多岁的老年人了，她自己也
50 多岁了……
出院后，爸妈帮她找好了保姆照顾，这才回到成都
家中。那段时间里，我一个人担负起照顾狗儿和金鱼的
重任，
周末还经常往德阳跑。
有一个周六晚上，我想吃火锅了，三姑不能吃，爸妈
就给她做好饭，然后跟着我去吃火锅。回来都 9 点半了，
我们刚一进门，三姑就嚷嚷说：
“家里没西瓜了，你们快
下楼去给我买一个！
”
要知道三姑住在一个老小区里的五楼上，而且我妈
腿不太好，我爸也有高血压……我忍住气问她：
“你想吃
就让保姆去买嘛。
”她一撇嘴：
“小陈忙着洗衣服呢。”
最后还是我下楼去买的，特意挑了一个看起来还没
熟的瓜，
结果居然很甜，
气死我了。
这也罢了，看在三姑一个人过日子又生病的份上，
大家都担待她。但是她的病慢慢好起来之后，也没少麻
烦我爸妈，最令我惊异的，就是她那股不把自己当外人
的劲儿，
把我家当成她的护士站和御膳房一般看待。
这不，今年国庆假期，保姆要休假回老家盖房子，三
姑想都没想过她哥嫂会不会另有安排，拿起电话就“预
约”。我这回是真生气了，跟我爸说：
“你们出去玩，我自
己在家接待她！
”我妈问，
“那你们吃什么？”
“每天叫一顿外卖，
然后就说我减肥，
不吃了！”
气话虽这么说，
其实我也很绝望啊…… （沸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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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让主人头疼的
亲朋好友啊！
每逢长假，总是亲朋好友们“面对面互动”的高峰期。说实话，现在上别人家里串门的亲友，
比起以往那个年代，已经是大大减少了，但中国人重亲情，尤其是那些没生活在同一个城
市的亲戚，
要是某一方到对方所在的城市作客，
邀来家里住还是必需的礼数。
亲戚们也是人啊，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性格脾气、千差万别的生活习惯。就说在别人家里作
客这一点吧，有的亲戚虽然血缘关系近，但特别客气见外，小心翼翼；也有不少亲戚，完全
不把自己当外人，
恨不得给别个当家做主、发号施令。
嗯，
还有少数实心眼的主人们，
也偶尔有那种不拿亲戚当外人的做法，
就很容易发生矛盾。

太不把亲戚当外人

“我对我女儿都这样，
对她就不行吗？！”
表姐去年底在成都买了新房，8 月装修完
毕，国庆打算来收拾一番，计划明年入住。在此
之前，大姑和表姐一直住在南充，偶尔来成都看
望我爸妈，
顺便也就住在爸妈家。
这对母女都曾经被我妈气到过，两家好久
没来往。
说起来两边还都觉得委屈。
大姑和表姐 2010 年春节来我家小住期间，
一天早上大姑在洗手间洗完脸，看到洗漱台上
一瓶面霜很高级的样子，就顺手拿来打开盖子，
想试用下。她还真有“眼光”，那刚好是我出国旅
游回来咬牙孝敬老妈的大牌奢华面霜，小小一
瓶一千多，
我妈用得那叫一个精细。
也巧，打开盖子那一瞬间，我妈刚好从洗手
间门口路过，
闪电般的目光扫过大姑手中的小瓶
子，下意识就说：
“哎呀姐，那个面霜我都不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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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妮妮在美国买的！
”
听说大姑的脸当时一下就红了，道了声歉，从那以
后，
她再也没碰过我妈任何一件护肤品。
当然，大姑事先如果跟我妈打个招呼问一声，可能
也不会这样尴尬。但表姐烤火那件事，实在是我都觉得
过分了：
因为节约，
我妈不让我长时间烤电暖器，只要她
觉得屋子暖和了，
经常就把电暖器关掉。
那天下午太阳不错，
屋里确实也不冷，
但表姐怕冷，
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
就从早上起一直开着。
我妈也不
客气，
忍了一阵子后，
一边说：
“今天太阳好，
出去走走嘛，
越坐着不动越冷”
，
一边就直接过去关了电暖器。
表姐当场愣住，假装看了会儿电视（其实在生气）
后，
就起身说晚上约了人出去吃饭。
她出门后，
我爸转身
批评我妈不该这样，
我妈也当场发飙：
“我对自己亲女儿
都这样，
对她就不行吗？她比我女儿还亲？！” （N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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