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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热话题 城市里的新视野

童/言/无/忌
“妈妈，我们去买毛栗子
吧。
“
”刚才买了牛奶，
我没有
钱了。
“
”那就去银行买呀。”
二年级宝宝们的思维总
是奇特一些。
社团课问他们：
“你们最喜欢什么课呀？”几
个孩子异口同声：
“自习课！”
问他们为啥，一个孩子站起
来说：
“因为自习课可以写作
业，
在学校把作业写完，
回家
就能玩啦！
”
儿子说 ，这香蕉（见下
图）怎么长了这么多痣啊？

人到中年，有了一定的积累和阅历后，很多人开始向
往起了远离车马喧的生活，于是在城市的郊区，或在
另一个交通便利的小城，买个带花园的房子，想象着
有空的时候就过来养养花，种种菜，看看书，骑骑游，
吹吹风……过一种富足而闲适的生活。

然而很多事情真的
就是“想起来很美”，
等你真正过起来，才
发现，根本不是那么
回事儿。

中年人为什么那么焦虑？除了
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重担本
身，很多时候，大概也是因为
中年人常常用美妙的想象把
自己套起来吧？

买套带花园的房子
是中年人给自己设下的套子？
前些年身边很多人去三亚、西双版纳，或
西昌、米易买房。对于度假、退休后居住这类购
房动机我一直持否定态度，原因很简单：度假
就是从自己待厌了的地方到别人待厌了的地
方去，永久性地持有房产和追求度假的新鲜感
之间是不相容的。
但是，我仍然用一种自己毫无察觉的方
式，经过几年时间消灭了我对一个地方的喜
爱。回想起来，这个过程是分三步走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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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喜爱的地方获得一个基本的居
所，供偶尔居住。
我老婆是蒲江人，那时岳父母健在，我们
节假日常去蒲江。最初住宿是挤在老婆的娘
家，自从开始住宾馆后，狭小的老房子再也无
法容忍了。那年头蒲江县城很小，不知何时开
始很难订到房间了。有一年大假，我们竟然找
遍了所有的门路都无法投宿，最后不得不连夜
驱车返回成都市区。
这促使我们在蒲江买了第一套房，大溪谷
一间 60 多平方米的通廊式公寓。这房子方正简
约，带厨卫，简装。宽阔的阳台外正对着一个露
天泳池，越过泳池是宁静的蒲江河，河对岸有
绵绵山丘。我们给了这个小房子能办到的最好
配置：电热地板、乡村风格的印花墙纸，全套地
中海风格家具、色彩鲜艳的落地窗帘、欧陆复
古风格的床头灯和落地灯……
这有限的空间不适合访客，也不适合整天
待着，我们把许多时间用于户外活动，徒步、骑
车，河边喝茶看书。我们探访了这座秘密花园
的许多细节：藏在山涧旁的古盐井、发掘整理
出来的汉墓，还有春来吐蕊的茶园、初冬披着
白头霜的山腰……我喜欢骑车，在当地逐渐结
识了很多骑友。
“七点半，豆花饭”，差不多每个
周末，我都跟着他们从那家豆花饭点出发，一
两年下来，把蒲江和周边都骑了个遍。我们越
来越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迎来了真正占有蒲江的机
会——通过拥有一所带花园的房子。大溪谷开
发商在试错几年后，推出了一种六户叠拼的洋
房，一下子对了购房者的胃口，老婆有不少同
学，无论是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土著还是远在各
地的游子，开始纷纷“上山”
（这房子建在高于
县城的浅丘上），当我们决定买房的时候，选择
余地已经很小了。我们选了一户底楼 80 多平方
米的，客厅正对着一条山谷，位置很背。随着房
子一天天竣工，我们选房的眼光越来越获得同
侪的赞叹和艳羡：以其背，私密性绝好；以其
偏，竟然在房子与山谷间留下了一片超大空
地，可以打造成私家花园。老实说，选到这样的
房子，我们自己也没有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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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花园的营造。有
订购的草皮和园林小品，不仅有来自附近山上
的樱桃树和柑子树，还有来自温江苗圃的琴丝
竹。有好多个周末，我们绕道经双流的花卉市
场去采购各种花木。为了打理花园，我们置办
了差不多全套农具，还网购了大小花剪、电动
剪草机，还有营养土、种子、化肥、农药（配有大

小喷雾器）等等，为收纳这些器具和材料，还网
购了一间铁皮工具房。
尽管有时弄得大汗淋漓，有时要忍受蚊虫
叮咬，但打理和莳弄是愉快的，这是一种满满
的获得感。尤其是春秋两季，温暖的阳光透过
树梢洒在花草上，覆在劳作后经过冲洗的身体
上，花间一壶茶，
有花园的妙处便尽在其中了。
我们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周末节
假日，我们绝无其他选项，总是急不可待地驱
车八十多公里，赶去享受劳作，享受宁静，享受
由劳作和宁静编织成的仅属于自己的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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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区仅能容下 4 把椅子的餐桌相比，这
里是宴飨的理想场所。我的工具房里放着三
张折叠桌，能根据客人的多寡随意组合；即便
天公不作美，空荡的室内也完全摆得下两桌。
想要聚会，人是不缺的：成都的朋友来，端一
锅“叶肥肠”或一锅羊肉汤；蒲江当地，老婆的
亲戚同学和我的骑友一呼百应；红烧或者烧
烤，一次七八个十来个，人人动手，共享成果。
这样的聚会通常要忙碌一整天。如果是主动
从中心城区邀请过来的，有时还要为他们订
酒店，各种联络接洽要牵扯更长时间；人走茶
凉，打扫战场还要花费很长时间。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
“ 去蒲江”由休闲、骑车变成了一台接
一台的吃喝。
吃喝根本停不下来。由于无意中越来越深
地介入了当地的人情网络，本着礼尚往来的原
则，主动请客一次等于自动预约回请一到 N
次；而吃请的次数多了，自己怎么也得再邀约
一次。如此循环往复，吃的频次越来越高，范围
越来越大，场所越来越多。过去常常为避酒局
躲到蒲江，
现在常常带着酒伤回到城区。
花园其实是很难打理的，尤其是夏天。我
们工作本很繁忙，有时一个月也没机会回去，
一个多月之后，野草几乎把门都封了。野草蓬
勃的生命力令人惊讶，它们能在一个多月时间
里塞满所有的空地和缝隙，能把花园完全变成
“草原”。野生的藤蔓也能在短时间内结成密实
的华盖，让原本茁壮的树木窒息而死。我们曾
耐心地修剪草坪，拔去花草周围的杂草，但面
对眼前的局面，
也只好彻底投降。
在蒲江很久没有去骑车了。又一个周末的
午后，雨霁天晴，我独自骑车上路。经蒲名路，
从五龙谷拐进乡村小道。五龙谷有一座简陋的
翻水桥，车行桥上恍若贴在了水面上。两侧水
面开阔，上游来水经过一道浅浅的石堤像缎带
般地泻下来，远处夹岸的树林上方，湛蓝的天
空上散布着形态各异的云朵。这个夏日里喧嚣
的避暑之地眼下出奇的静谧，颜色和空气都散
发着一种沉着。我想起我们曾经常到这里喝茶
看书，还去过蒲江很多不为人知的角落，去穿
越，去野炊，去晒太阳，但自从有了这所带花园
的房子，却几乎再也没有这些活动了。我们拥
有了花园，却失去了天地。公寓已经卖掉了，生
活已形成了另一种格局，
我们无法回到从前。
这何尝不是个与人到中年有关的寓言，多
与少，大与小，得与失……想到这，我心里猛然
惊了一下。
（散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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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买带花园的房子﹄的三条忠告

自从买了那套带花园的房子
我的生活就失去了原来的样子

今天上完一首古诗，一
个小男生说：
“ 老师，我不是
站在李白的角度看的，我们
还小不能像李白一样写出这
么好的诗句，我只是从小学
生的角度来看这首诗。
”呜呜
呜，
这是什么童言童语！

归园田居
只是拍照发到朋友圈里很美
●确定自
己真的有时间
去打理和居住。
你可能并不知
道花园有多么
难打理，而且郊
区的房子往往会
由于缺少“人气”
而受潮，夏天满
屋子东西都长
霉，
麻烦很大。

●留意相
邻关系。相对来
说，郊区房子物
业管理比较宽
松，这给乱搭乱
建留下了很大
的余地，你要有
前后左右突然
冒出个什么妨
碍你的建筑物
的准备；度假区
往往混居着本
地人和外地人，
本地人很多有
亲土情结，种菜
和喂鸡鸭是他
们中很多人的
爱好，你得有闻
鸡起舞和忍受
异味的准备。

●谨慎介
入当地的人际
网络。在当地交
上朋友当然并
不是坏事，但记
住你是去度假
的，你并不想把
那些你本打算
逃避的日常生
活复制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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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是无数人向往的生活，然而
真正让一个现代都市人归园田居，却真的
是“朋友圈里看上去很美”。
我在市中心上班，以前住在单位附近，
上班极其方便 ，但门外车水马龙，重点是
房子太小！于是，两年前我搬到了三环外一
处经济型的三层花园小洋房里。当时确实
是看上了它的环境，远离城市喧嚣，坐落于
一个小公园的中心，没有高楼林立，四面环
绕河流和树林，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绿色，重
点是有一个花园可供种菜种花，路边随处
可见周边农民的蔬菜水果担子。这不是我
们都市人一直向往的归园田居生活吗？可
是朋友们，归园田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首先，树木丰茂的地方蚊子一定多。每
到夏天，我在家必须随身携带驱蚊液，每层
楼要进去的房间，也最好先插上一个电蚊
液，稍微掉以轻心，就会被蚊子钻空子，特
别是那种肥大腿长的花脚蚊，看得我牙痒
痒。然而就算这样严防死守，我还是经常被
咬个半死，比如上班路过树林的功夫，去花
园浇个花的功夫，那些个蚊子就会前赴后
继扑向我的肉腿。所以，我的应对策略就是
整个夏天都坚决不去花园，通往花园的大
门紧锁。就这样 11 月份到了，前天我终于又
去花园逛了一趟，落叶满地，一阵风吹来，
好冷啊 ，拉紧衣服 ，果断关上门转身离开
——还是等春天再来吧，等有人把这里打
扫干净，花繁叶茂时，我来拍拍照就好。
而我曾经以为的每天耕地种菜的田园
生活 ，结果都是我妈在干 ，如果我妈几个
月不来 ，我家的菜园子也就彻底荒废了 ，
杂草丛生，花园的花也是一批一批死了又
种种了又死 。记得刚搬进来时 ，看到邻居
的大院落里全是杂草 ，我还嗤之以鼻 ，结
果现在，我深刻理解并认同了他们——下
了班跑这么远回到家早已累个半死了，哪
有精力栽花种菜呀。
其次，房子安静是安静，不仅听不到车
马声，连个人影都不容易看到，安静得都吓
死人。我每次回家如果要走近道，就必须穿
过一片树林，而我的工作又常常让我天黑后
才能回家，每次穿过这片树林时，我总觉得
树林背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有人埋伏
在那里，随时等着偷袭我。没办法，只好让家
人出来接，如果家人不在，就只得绕很远从
大门穿过小区，真是麻烦。
刚搬过来的时候，一个阿姨到我家玩，
她参观完房子后只发出一声感叹：
“这卫生，
得多难打扫啊！”当时我还不以为意，直到我
真的打扫过一次清洁后，我就直接放弃了，
以至于现在家人都认为我懒得“有盐有味”。
并且，我妈每天都在我耳边抱怨，说有
时候下楼煮饭，手机忘了拿下来，就算人家
把手机打爆了也听不到；找个东西，从上跑
到下，
每天楼上楼下忙个没完，
太不方便了。
所以朋友们哪，要想归园田居，我只能
送你们一句诗，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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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一起去托管班接哥
哥，路上，阳宝跟我说个不
停。
“宝贝，
我在开车，
你不能
跟我说话了，这样不安全。”
“哦，知道了，我不能跟你说
话，
那你跟我说吧。
”
阅读课，学习成语故事
“对牛弹琴”
。我：
“同学们，
为
什么琴师对着牛弹琴，
牛会没
有反应呢？
”一学生：
“因为牛
有牛的一生，
人有人的一生。
”
画完画和妞儿一起到楼
下小店吃东西。妞儿：
“ 为什
么这里很古老呢？桌子很古
老，
空调也很古老，
古老得我
都不想吃了。
”哈哈哈哈。
长睫毛大眼睛乖乖学
生：
“ 我最喜欢体育课了，
我
们班的人都喜欢体育课。”
我：
“男孩子比较喜欢吧，
女
孩子应该比较少吧。”学生：
“她们也很喜欢。
”我：
“ 因为
可以跳绳之类的吗？”学生：
“因为她们可以去摘花。”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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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我以为梦是没有
尽头的，原来我一睁眼睛梦
就消失了。
”
老母亲：
（念完新闻）像
这样的钻石你会买吗？
子曰：
不会。老母亲：为什么呢？子
曰：
等我结婚的时候，
爸爸会
给我买的。
儿子：
“妈妈，
我睡不着，
你帮帮我。
”我：
“怎么帮？”
儿
子：
“抱着我睡。
”哦……
带儿子吃火锅，看到猪
血端上来了，
儿子高兴惨了，
大叫：
“我要吃巧克力！
”是有
点像哈。
娃：
“ 妈妈，你的工作一
点也不厉害。”我：
“ 是吗？那
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才厉害
呢？
”娃：
“警察。
”我：
“为什么
啊？
”娃：
“因为警察每天都开
着警车上班，
特别厉害！
”
爸爸：
“你长大了想做什
么？”儿子：
“ 我长大了想挣
钱，
再学会骑摩托车，
然后开
着摩托车去超市买玩具。”
“妈妈，
我长大了想当发
明家！
我要发明一种云朵，
用
它来给你遮挡雨点，
这样下雨
的时候你就不用打伞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