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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我家猫咪叫冬虎，取这名意即初冬而
来，愿它捉鼠如虎生威。冬虎是中华田园
猫，也就是土猫，极有可能是流浪猫的孩
子。没有人告诉我它的确切出生日期，它
农历冬月初三来到我家，姑且把这天当作
它的生日。

我自然充当猫妈角色，喂养它，照顾
它。与我相处时间久了，发现它跟我有着
某种默契，与它如君子之交情，因此我又叫
它猫君。它的喉咙常发出“咪”和“咪要”
声，尖细，迷人。声音短促时，表示恳求；拖
长调时，婉转起伏，表示不满。我对它说些
人话，算是与其进行语言交流。它似懂非
懂，眼神和行为，十分像孩子。

冬虎刚来家仅三个月大，体重不到两
斤，到宠物诊所注射疫苗以后，便接连生
病。足三月的猫注射疫苗一般不会发生问
题，以此推断它当时不足三个月，猫贩夸大
年龄，便于脱手。

欲养猫撵老鼠，不料鼠未逃，猫先病。
冬虎不吃不喝，只好每天用奶瓶和针管喂

药，喂营养液和羊奶。
猫无力吃喝，解便却不含糊。每日数

次挪动瘦小身躯，爬到沙盘里，用小爪子
刨沙成坑，然后蹲下解大小便在坑里。解
完，闻过气味，掀沙将便便盖住，不露一点
痕迹。

病中它做另一件事就是坚持给自己做
清洁。喂食以后，它伸卷舌头梳理自己的
毛发。先舔嘴唇边沿，再用手爪梳理面
部。打扫完周身，还帮人舔手指，把我的手
指当作它身体的部分来舔。它的舌头粗糙
带刺，热而湿漉，舌尖柔软，中部的刺扎人。

连吃东西都无力气，却不忘把自己清
洁干净，这让人有些汗颜。人病危时，很难
做到淡定处理掉自己的排泄物。弱小的土
猫成就了自己的优雅，着实让人惊讶，钦
佩。

猫跟人的关系有些疏离，不像狗那样
亲密无间。这并不说明它不喜欢人，它喜
欢的方式独特，稍用心体会便能感觉到。

都说猫傲娇，那真是，猫不肯臣服于

人，不听人摆布。叫
它不应，招之不来
挥之不去。它来
无影去无踪，似
乎看不见它，却
又随时尾随左
右，注视你，并不

与你靠近。伸手欲
抱它，抚摸它，躲闪

不肯。即便抱住，它双脚
蹬开，噌地逃出怀里，转身发现在不远处静
静守候你。

看见我换衣服，冬虎知道我要出门。
它默默跳窗台上目送，眼里满是不舍。跟
它握手它无动于衷，看似高冷。它面部没
有神经和肌肉，因此表情呆滞，有时看上去
觉得它有些狠。它的眼睛和尾巴能传神达
意，将内心情感表露出来。眼睛如明珠，尾
巴摇动，表达爱恋、忧愁和愤怒这些语义。

那天我妈生病，冬虎在我妈床旁守候
一个下午，眼神透着焦急。平时它从不到
我妈卧房，从那以后，我妈更加喜欢它，觉
得它重感情。猫爱人，跟人相通，懂得谁对
它好。

我一个人在家时，它便爬到怀里来，咕
噜噜酣睡。此时它感到安全，放松，人是它
温暖的臂弯，它是人的贴心小棉袄。抚摸
它身体，毛皮绒而软糯，心被融化。它不懂
人的语言，却接受人的一切。家里人多时，
它蜷缩在角落，唤不出来。

冬虎天性调皮，弹跳性极好，上天入
地，没有地方不能达。它喜欢玩一些物件，
比如核桃壳，废纸箱，玩起来不亦乐乎。它
打烂家里花瓶，撕碎干花，扯烂卫生间手
纸，抓坏沙发。把爪子伸进墨汁里，敷脸
上，成为十足的花猫。

我想狠狠揍它，甚至想不要它。见我
生气，它一溜烟跑远，眼睛看地上，不敢看
我，像做错事的孩子。我扫净花瓶碎片，把
它拖过来，告诉它别再犯错。它扭着脖子，
双脚趴地上，并不接受我的批评，眼神倔
强，视死如归的样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君子凡胎肉身，人如此，何况猫？何苦
强求猫完美。

冬虎不满被关屋子里，总是守着窗户
看风景，一动不动，蹲几个小时。它的背
影，似乎便是人的影子，人的独守，人对自
然好奇、向往。为此，我与它更多一份理解
与深挚。

那日，冬虎站立卧室落地窗前，凝望外
面。窗外鸟鸣欢唱，一条路延伸到山尽
头。它不能言说，以“咪要”声简单与我倾
诉。我打开窗户，它撒欢蹦跶出去。它对
外面陌生的世界兴奋又紧张，不敢跑远，而
是蹲在门前，观察四周。

老鼠没了踪影，门前几只流浪猫来
回游荡。冬虎行如风，唤它，不知从哪个
角落飞奔而来。又如一道闪电，离开我
的视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去巫山，沐雨观云，定让你感受到“汉
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的浪漫多情，“云从
三峡起，天向万峰开”的雄伟壮观。巫山云
雨从唐诗宋词中驾云而来，且有骆宾王“只
为阳台一片云”的情有独钟；李端“回合云
藏日，霏微雨带风”的悱恻缠绵；梁琼“朝云
暮雨无定所”的虚无缥缈；元稹“曾经沧海
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独一无二；杜
甫“雷声忽送千峰雨”的慷慨大气。

在重庆巫山县，夏秋季节，高温多雨造
就了美丽的云霞景象，云雾在山间聚散漂
流。雨后，白茫茫的云雾飘浮在群山之间，
迂回曲折，轻渺飘逸，宛若仙境。是千姿百
态的云装扮了山，或是雄奇俊秀的山衬托
了云？总之，云在山间，山在云中，总是有
些纠缠不清，道不清是情，说不明是爱！不
知是烟雾在袅绕，还是云雾在奔腾。

租来一舟楫，放舟漫游在巫峡。船只
进入巫峡深处，山高水长，峡谷壁立。片片
云朵，忽而耸入天际，忽而飘降谷底。微风
拂过，云朵在峡谷中挥袂舞袖，空灵从容，
刚刚还像猛虎下山，转眼又是蛟龙出海，仪
态万千。若遇雨过天晴，放眼而去，曾经高
大威猛的山峰在蠕动的云雾中，变得温顺
乖巧起来。这些云雾浓的时候，似锦帛，淡
的时候，如棉纱。犹似刚刚分娩婴孩的少
妇，将山头母爱般轻轻地拥入胸怀，山峰好

似一个正在吸吮奶汁的孩提，时不时将头
露了出来，给人一阵多情博爱的情怀，令
人无不啧啧称赞。微风悄悄地推着一层
层云雾，向前赶去，变幻出一群群鸡鸭鱼
群，到悬崖处，雨雾纵身一跃，化作了另外
一种奇观。

在船头，品茗唐诗宋词，定会有一番情
趣。抬眼望天，一轮红红的太阳，正从云雾
中跌跌撞撞而来。择云雾一处，洒下光来，
被浓稠的云雾擦出万道光芒，映射在江
面，而后又反射到云雾层，置身其中，美哉
妙哉。若你有足够的想象，您定会臆想，
这情景是云雾在分娩太阳，还是太阳在临
幸云雾？

若登上高处，俯瞰，又是另一番景象。
天高云低，云雾随着光线变化，有时如万道
霞光，有时似燃烧火焰，伴随日出日落，色
彩斑斓。云雾在山腰缠绵，久久不肯散去，
只为等候你来，叹为观止。于是，很多骚人

墨客为它们赋予了更多神秘的浪漫色彩。
神女峰矗立在云雾中，好似身披着一层薄
纱，若隐若现，极尽飘渺神秘之美。南宋诗
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曾咏叹：“天宇晴霁，
四顾无纤翳，惟神女峰上有白云数片，如鸾
鹤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异也。”

远眺，白墙红瓦的农舍，在云雨中，静
若处子。烟筒里面冒出来的炊烟，飘来飘
去，让云雾团团围住，急得炊烟打着漩儿，
找不到出路，最终和云雾抱成了一团。待
云散雾开，万物都从云雾中沉淀出来，犹似
刚刚诞生的新生命，一切都是新的，清新
的。迎面而来一阵阵微风，凉凉的，浸润到
心肺，好舒畅。但是眼前，却少了一份朦胧
感，多了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惊喜感。

巫山云蒸霞蔚，云腾雨落的景观，令人
如痴如醉。我此刻微闭上眼，聆听一种云
雨飘飞的声音。
（作者供职于巫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洛杉矶市中心，夜幕初临。异国他乡
的中秋滋味着实不大好受，她，顶着一头零
乱的头发仰望夜空，发丝间充斥着思乡的
愁畅。当她拨开琵琶的第一根弦时，仿佛
看到母亲期盼与眷恋的眼神，她便不自觉
地坐直了身体，空灵悠扬的乐音若露水一
样晶莹剔透。

她，17岁，酷爱各种乐器，母亲是教琵
琶的音乐教师。而受母亲影响，尤爱琵
琶。年初被父母由重庆送到美国洛杉矶的
一所音乐学校学习声乐，开启了独自一人
的留学生涯。机场送别时，母亲将手中的
琵琶塞进她的怀中。登机后，她悄悄打开
琴盒，发现里面竟不是她的那把琵琶，而是
母亲深爱的，用了三十年的素黄檀木琵琶。

在美国虽然是为了学习声乐，但她从
未放弃过她所深爱的琵琶。学校乐团招收
新成员，她怀抱琵琶轻快地朝礼堂面试地
点走去。有各种乐器才艺的同学在台上台
下穿梭，举止言语间充满自信的神情，仿佛
没有人注意她这个外来之客。而面试中却
从未有一个人尝试过民乐，她的心颤了颤，
旁边的华裔同学小声对她说：“你要弹琵琶
吗？乐团里都是西洋乐器，加油吧！”她登
上台，一曲毕，礼堂顿时安静，金发碧眼的
老师含着笑点评了几句便召了下一位面试

者，她下台后用并不熟练的英语思索着老
师的话。

“你弹得不错，可我们只收演奏西洋乐
的同学，你可以去唐人街找找你的伯乐，谢
谢你的参与。”

她倏地一愣，琵琶险些从怀中落下。
她将琵琶放置在书柜深处，取而代之

的是一把吉他。她渐渐与学校生活适应，
还成为了乐团的一位吉他手参加了音乐比
赛。一晃大半年过去了，一切均走上了正
轨，抬头一望，不觉到了月圆的中秋。

她早早地与邻居交换了月饼。这里是
唐人街，在传统节日来临之际美好得如大
洋彼岸般的温馨。思绪间一个电话打来，
是母亲。“给你带来一个礼物，祝中秋快
乐！”简单地问候几句后，电话那头母亲话
锋一转，声音带着孩子般稚气的欢愉。

琵琶轻盈的弦声从遥远的山城传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母亲一边弹奏琵琶，一边
哼唱着《水调歌头》。

她将耳朵紧紧地贴在听筒上，眼中不
知不觉就蓄满了泪水。

她难以入眠，从书柜深处小心翼翼地
捧出那把素黄的琵琶，用指腹仔细地抹去
沉积已久的尘埃，走上屋顶的空旷处，在异
国他乡的灯火中缓缓弹奏起母亲刚刚弹奏
的《水调歌头》。轻拢慢捻间，她与琵琶扯
不断的情思在心中轻漾。

明天是她参加的一个音乐比赛的决
赛，她一路弹奏吉他以弹拨乐器组第一的
成绩进入，而她在中秋之夜做了一个不同
寻常的决定。

耀眼的聚光灯下，灯光若中秋之夜的
圆月铺洒在她乌黑的长发和素色的旗袍
上，乐器盒中不再是之前比赛取出的吉
他，而是一把素黄的檀木琵琶，令评委与
拿着节目单的观众愕然。她没有理会那
些惊诧，琵琶清透的弦声，穿过礼堂至那
美丽的东方国度，她的瞳孔里折射出自信
的光芒。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掌声雷动。

（作者系重庆一中高2020级19班学生）

我猝不及防
一双稚嫩的小手
就这样把我的心牵走
窗扉里的寂寥
与夜空的弯月对视
耳旁喃喃自语
恰如星星敲击着我的思绪
一只白猫闪过
黑夜里我看清了
你小手握着的善良
点亮了星空
温暖了岁月

注：夜幕降临，三岁的思翰小朋友在
妈妈陪伴下给小区流浪猫喂食，孩子微
不足道的小爱融化了我的心。

怀念

四年来
你一直霸气地占据在我心间
一如你当初霸气地站在我身边
然而你眼神流露出的乖巧
隔着山长水阔的距离回望
依旧暖到落泪

你以弱小的身躯
坚强地对抗一切磨难
虽然已是过往
无论光阴如何流转
都无法从我心底抹去

你，已是树间掠过的风
已是天空滴落的雨
已浸入到了我的肌肤
已融入到了我的呼吸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作者单位：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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