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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次痴迷地往一扇扇窗户里张望的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附
近，多年前一个4月的早晨。

大桥靠近城市的这一侧，山坡上到处开满
了鲜花，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一排白色的平房，全
都有大大的落地窗和小小的精致门廊。从落地
窗外看进去，一幅幅薄纱窗帘像舞台幕布一样
收拢在两侧，留出中间的空隙，供我好奇地往里
窥探。

我一边漫步一边欣赏，屋里的画面很像小
时候家里那种“精品家居挂历”里的图：每一件

家具都精心摆放，银色落地灯微微垂着头，带金
色花纹的复古小柜上，摆着大瓶明亮的鲜花，旁
边是米色或浅亚麻色的沙发。

这一幅幅精致的画面，嵌在半透明垂纱的
“画框”里，整齐摆放在红色大桥旁的草坪上，在
阳光与蓝天的交相辉映下，那一刻，不需要任何
努力的联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自动跳进
了脑海。

坐车回酒店的路上，我忍不住也开始留意
一路上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窗口，印象中只要
我来得及看清楚的，都还算赏心悦目，让人忍不

住想走进去看一看。
从那之后，我不知不觉开始养成了一个习

惯：坐车或走路经过房屋旁边时，如果有窗户面
朝马路，我就会留意往里看看，一般也没什么特
别的，半掩的窗帘和挂在阳台上的衣服是出现
频率最高的物件。

去年到北京探亲时有一个惊喜：酒店对面
的公寓，顶楼的一户人家，似乎在飘窗位置安了
张床，白色的床幔上，放了许多彩色布艺靠垫，
紧贴着窗玻璃，更妙的是还拉了一大圈星星灯，
从窗帘上方一直垂挂到两边，静静地闪烁着，像

在旁观一场欢乐的派对。
很久没看到过这么引人入胜的小景致，我

竟然站在窗边看了很久，非常希望对面有人过
来，在窗前张望一下，或是靠着靠垫休息片刻，
他或她，一定是个生活充满情调的人吧，我想。

可惜第二天退房的时候，我也没能瞥见主
人的身影。冬日的晨曦里，透过薄纱窗帘，星星
灯依然闪烁。

派对落幕了吗？或者他或她只是感到寂寞？
最近我关注的窗口，就在我住的小区里，位

于中间那栋楼20楼的一个阳台。一到夜晚，整

个阳台都被粉紫色的灯管照得通亮，没有窗帘，
就这么在黑夜里大放异彩，每次散步回来经过，
我都要仰头看上一看，心里充满好奇。

这些既不寻常又确乎存在于日常中的景
象，大概就是我疲惫生活中的有趣幻想，自得其
乐，遐思飘荡。

我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走进通往那些窗口
的任何一扇门，我需要的只是一扇窗，供我观察
和猜想，就像是坐在公园长椅上打量来往行人
一般，永远漫不经心，永远兴致盎然。

（维拉）

如果你的房间朝向马路，我想看看你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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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周 末 说

我默默地出门，
只拎走一袋垃圾

“爸，我走啦！”“妈，我回来啦！”这些
简单的进出门“汇报”，大概是我坚持得最
久的习惯，可以算得上日常家规了。从小
我妈就这样要求我：回家和离家，都要招
呼一声，不仅是礼貌，也有安全功用，当然
还有打招呼本身的积极意义。直到今天，
见人打不打招呼的区别依然是重大的，招
呼表示“我来我见我尊重”，不打招呼没有
借口，就是赤裸裸的无礼。

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累积，我也愈发
体会到一声“我回来了”背后的松一口气
和“那我走了”蕴含的短暂不舍。大家每日
出门工作、上学，各有各的压力和不易，最
终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的我，甚至
有时候夜里独自归家，也要在进门放下钥
匙的一瞬，面对空无一人的房间，忍不住
说声“我回来了”。真不是发神经，就是觉
得这是我的家，主人回来了。

可是，当我满怀温情地问候自己的小
家时，当初为我养成这个习惯的爸妈家，
这面小旗却被他们亲手拔下。

真的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
习惯逐渐丢失。或许是从他们退休之后
吧，或许是从我离家去外地上大学？我逐
渐发现，老妈经常不发一言，关门就走，可
能因为她太爱出门遛弯或去各大超市比
较物价？总之出门频繁，渐渐也就懒得打
招呼了。有一次我问我爸，妈又去哪儿了？
他给了一个极具概括性的回答：“跑趟趟
去了。”去哪儿？不重要。有时候，我爸连我
妈中午回不回家吃饭都不确定，但一般都
会按点做饭，晓得她不舍得在外面花钱。

再往后，这种彼此放任自流的风气，
也不可避免蔓延到了时不时回家看望他
们的我身上——经常我一进门，喊声爸，
我爸在阳台上抽烟呢；再喊声妈，我妈在
里屋耍手机呢。无人应答。

到了晚上我要走的时候，二老已经在
卧室里躺好看电视了，客厅里的灯关得漆
黑，一副“这个家已进入休息模式”的样
子，完全不考虑我的照明需求，于是我一
边摸索着走到门口，拎起放在那里的垃
圾，自言自语说一声：“那我走了啊。”就默
默出了门。

忽然有一次，我妈送我到门口，我感
动地说：“妈，我走了，你快回去看电视
吧。”而我妈说：“哦，我是来反锁门的。”

（妙鲜包）

哼，也不知当初是谁
定下这些规矩的

我家在2010年的下半年，先后养了一
只猫和一只狗，开始过上了猫狗齐全的神
仙日子。

这俩小家伙到家以后，我妈就为这二
位小主量身订制了全新家规，要求我和我
爸必须在猫狗身上严格执行：比如不能让
它俩上餐桌，上茶几，不能上沙发，更不能
上床！

猫这种生物，身体灵活，弹跳力惊人，

上个茶几什么的，说实话轻轻松松。我家
猫在小时候可没因此少挨打，经常听见我
妈喊着“灵灵，给我下去！”的同时，手里正
挥舞着逗猫棒卖力驱赶。猫可精明了，知
道“灵灵”就是自己后，只用气运丹田大喊
一声“灵灵！”它就知道自己走错了地方，
赶快跳走。

狗就比较笨拙一点点，沙发、茶几跳
不上去，这个规矩守得很好。但它晚上不
敢自己睡，每当夜深人静，当我们都关门
睡觉了，狗无法自己待在客厅的狗窝里，
便开始疯狂刨门，同时发出哼哼唧唧的声
音，类似于“我委屈、我怕黑、我想您”。我
爸妈实在没办法，就开门放它进了卧室，
但要求它睡在自己的狗窝头。

不过，这些规定的存活期确实不长，
在这俩家伙无辜的眼神、可爱的颜值、萌
萌的叫声攻势下，就渐渐瓦解了。猫开始
大摇大摆上沙发蜷着，狗也不甘示弱要我
妈抱上沙发靠着她老人家睡觉。有一天我
下班回家，就看见这一人一猫一狗搭着小
被子睡在沙发上，好一派其乐融融的合家
欢景象。

接下来，狗被我妈抱着上床一起睡，
背靠背；猫呢，看心情，偶尔会睡在我床
脚。我睡姿不好半夜翻身，有时候还踢它
下过床。爱上了这种有猫陪睡的日子后，
它若是久了不来我的床上光顾，我还会幽
怨，气到和它冷战！发展到现在，我家的单
人沙发已经是猫的专用座位了，三人沙发
的一处也被狗独占。我要是坐了这俩座位
还会被我爸妈骂：“干啥占它俩的位置，你
走开！”

哼，也不知当初是谁定下这些规矩
的，这脸打得真疼啊！（热心市民张大姐）

率先打破这一规矩的，
正是当初制定它的人

女儿出生没多久，她奶奶就经常念
叨：“小时候习惯不养好，长大了恼火得很
哦。”为了让老人放心，同时也是真正地为
女儿好，老公有了这个决定：洋快餐少吃，
饮料少喝。

这个规矩在女儿小时候实行得最好，
以至于每次从麦当劳肯德基经过，小小年
纪的她就会很懂事地表示：“这些都是垃
圾食品，不好吃。”偶尔大人们逗她，说：

“阿姨带你去吃炸鸡腿、喝可乐，好不好？”
她都要瞪着大眼睛，拨浪鼓似的摇头：“不
好，垃圾食品，不能吃！”出门玩，她也基本
只喝我们自带的凉白开，很少到超市买饮
料，因为爸爸从小就教育她：“饮料里糖分
多，吃了要烂牙齿。”

然而，随着她慢慢长大，这一优良传
统早就被打破了。而率先打破这一规矩
的，正是当初为她制定这个规矩的她的老
爸、我的老公。

为什么会这样？女儿上小学后，突然
发现班上的小朋友放学后都很喜欢到学
校旁边的超市买东西吃，冰淇淋就不说
了，饮料基本人手一瓶。见多了这一壮观
场面后，女儿有一天回来问我们：“他们放
学后都要买东西吃，为什么我不能？”老公
本来就疼他女儿到极点，听到女儿这么可

怜巴巴地一问，马上就受不了了，觉得小
朋友上学已经很累了，下了课这不能吃那
不能吃，还要眼巴巴看着别人吃，这实在
太残酷了！于是大手一挥，说：“可以可以，
你想吃就让奶奶给你买。”这下安逸了，一
直念叨“小时候习惯不养好，长大了恼火
得很”的奶奶，也好像忘了这句话，积极加
入了买饮料和甜品的大军。

现在，女儿已经胖成一百多斤了，老
公仍然经常给她买饮料。理由是：她学习
这么辛苦，如果这些饮料能给她单调的生
活加点糖，为什么要阻止？减肥？等她考上
了大学再慢慢减嘛。 （柳芭）

我竟无言以对，
感觉她说得好有道理

从小，我妈就给我灌输早睡早起身体
好的道理，全家人也一直这么执行着。高
中三年没办法，规矩被暂时打破，上了大
学学业没那么紧了，又恢复了生物钟。还
记得老妈当时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开
始，我们要早睡早起了！外婆几点睡，我们
就几点睡，睡不着在床上发呆闭目眼神都
可以！”

开始实行得好好的，一到10点就互相
督促去洗漱。结果某日，我们的活闹钟
——外婆，居然没有准时上床睡觉，缘由
就是她最近追了两个电视剧，同时在不同
的卫视播。外婆先准时把第一部剧的每日
两集追完，然后换一个频道，看第二个剧
的重播，越看越起劲，结果不知不觉就11

点过了。跟着老妈也犯规了，我追问她咋
个不去睡觉呢？老妈理直气壮：“你婆都还
没睡，我睡那么早干啥子嘛！”

我竟无言以对，感觉她说得好有道
理，于是继续深夜追剧。此时整个屋子里
除了听得到各种电视剧交织在一起的声
音外，还有我家唯一守规矩的早睡狗的打
呼声。 （Betty）

如果她也不上网，
我就咽下这口气

我妈上辈子应该是个网管，因为她严
格控制我的上网时间，很早就给我立了规
矩：每天只许玩一小时。一小时能干什么？
拨号上网时代，打开一个网页都要2分钟。
每次时间到了我都要和她吵，她总是说什
么，为你好，要保护好眼睛，怕你染上网
瘾，要以学业为主……

如果她也不上网，我就咽下这口气。
但问题是，我才一出门她就立刻打开电
脑，开始疯狂“偷菜”。有一次我忘记拿水
杯折返回家，她来给我开门，我看了一眼
电脑，我妈有多鸡贼呢？她把屏幕关了，给
我营造出一种，你看，我也没玩的假象。

现在，她52了，网瘾大到几乎可以送
去戒网所。玩成语填空游戏，一边玩一边
喊我帮她查字典；看电视剧，气到发朋友
圈大骂苏大强；逛购物网站，给全家老小
买了一堆地摊货……最可怕的是有一天
晚上一点多，我都昏昏入睡了，她发来一
个消消乐链接加一段语音，“儿子，搞快帮
我点一哈，我没有‘命’了！”

哼，哪里是她没有命了，是她的游戏
要了她的命。 （往事随风）

只有我，自始至终老老实实
坐在饭桌前

从小到大，要学要守的规矩太多了。
印象最深的还属吃饭的规矩：比如不许扒
拉菜，不能吧唧嘴，不许说话，不能看电视
……小时候不懂事，还老想着故意和父母
对着干……唉，现在想起来，当初真的是
没有少挨打。而我的虎妈妈，教训我不守
规矩从不手软。

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吃饭的时候，
我妈常常不上桌了，端起一碗白米饭，有
时候甚至连菜都顾不上夹，就冲到电视机
前真情实感地追起了她的琼瑶剧，而我的
老汉热衷潲水新闻，听到什么离奇事件，
酒杯一放，也跑到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坐
起了。

只有我，一个人，自始至终老老实实
坐在饭桌前。我很困惑啊，这是你们教我
的规矩啊，咋自己不遵守呢？我妈狡辩，

“只看一眼”；我爸心虚，沉默不语。
我妈确实过分，最近开饭了喊半天也

不答应，过去一看——她正沉迷游戏，在
她的消消乐激战正酣。“催啥子催？看嘛，
这关又没有过！”她还要怄气呢！

你说她吧，几十岁的人了，咋个不讲
饭桌礼仪呢？她云淡风轻的回你一句：“我
在外头又没有这样……” （李嘉茗）

小时候，规矩是用来守的
长大后，规矩是拿来破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从小，我们就被家长教育，要知礼仪、懂规矩

——这里面，既有待人接物的大方向，也有各家各自的小措施。
随着年龄的增大，当我们脱离了“读书”“学习”的环境，

你有没有发现，当初制定小规矩的父母们，没那么讲究了？
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这仿佛印证了一句俗话：道理他们都懂啊，就是不想这么去做罢了。
在自己家，都不能尽情放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