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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巢带孙”的父母孤独了

其实，高素娥在家中的日
子也没有想像中的好。虽然回
到家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熟
悉，心情是好了许多。但由于
要照顾坐月子的儿媳和小孙

子，常云山将她接到了自己家
中。

儿媳小云还是刚和儿子谈
恋爱时见过几面，肯定谈不上
熟悉，如今要朝夕相处，想到

婆媳是天敌这个道理，高素娥
忍不住心里发愁，但想到与大
儿媳也不熟悉，相处的还不
错，她又有了信心。

开始，婆媳相处很融洽，
小云经常在丈夫面前说婆婆如
何能干，可渐渐的，摩擦不
断，两人开始心生芥蒂。

原来，高素娥一辈子节约
惯了，最见不得大手大脚，而
小云恰恰相反，她是家中独
女，经济条件又很优越，生活
上自然是追求品质和享乐。见
儿媳动辄花几千元买个包，或
者花上千元给小孙子买个玩
具，她的心疼得直滴血。再加
上儿子是个“爱妻号”，什么都
听老婆的，工资卡也全交给老
婆。她很担心这样下去，他们
会把这个家败了，到那时候拿
什么来养孙子。

一天，小云又让人海外代
购了一只包，高素娥在厨房听
到儿媳和闺蜜打电话，炫耀这
只价值 6666元的包，她的脸立
刻沉了下来，可想到不是花的

自己的钱，她只好把火气压
下，等儿子下班回家，直接将
他拉到房里。

“云山，你也要管管你媳
妇，你看看她柜子里有多少个
包，今天又买了一个，6000多块，
这都抵得上我和你爸一年的生
活费了。还有衣服、鞋子、化妆
品，真是太浪费了。而齐齐还这
么小，就给他买那么贵的玩具，
等他会玩时早就坏了。”

“妈，小云的生长环境跟我
不同，她大手大脚惯了，再说现
在小女孩都喜欢买包，你就别管
了。”

“我是没能力管你们了，就
怕你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的时
候就会想到我今天说的话了。”

常云山嘿嘿笑了笑，开门出
去。没想到，小云就站在门口，
脸色阴沉，显然听到了母子俩
的对话。他尴尬地拉着媳妇的
手进了自己的房间。高素娥知
道闯祸了，忙想跟着去劝劝，可
房间里已经传出了吵架声。

“你妈妈是什么意思？好像

巴不得我们喝西北风似的。我
花自己的钱买东西，与她何干？”

“小云，你别这样说，妈妈
也是为我们好，她还是老观
念，不了解现在的状况。你只
要念她的好就行了，你以后想
买什么还是买什么，不要受妈
妈的影响。”

“哼，这样的好我不需要。”
门外的高素娥当然也没勇

气进去劝架。自此之后，她明显
感到小云的变化。儿媳虽然对
她礼貌依然，但脸上是冷冰冰
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笑容。买
了东西回来，不会再给她看，但
会昂着头拿进屋，那种从心里发
出的冷淡让她心寒如冰。

高素娥这时更挂念老伴，
也更想家了，她向儿子提出，
自己还是回自己家住。常云山
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受夹板气的
日子也不好过，也同意了。于
是，高素娥每天按时去儿子家

“上下班”，虽然路上奔波辛苦
不少，但心里自由多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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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很早便睡了，知道今
天得上一天的门诊，外面屋顶
和树梢上还有很多的积雪，这
是一个深冬的早晨，也是离春
天越来越近的早晨。

七点半以后门诊便开始

了，一个女孩急匆匆地走了进
来，这个女孩不是本地人，在
南京上大学。我还清楚地记得
两年前她爸爸带她来时的情
景，她是典型的二类面容，严
重的下颌后缩，让人看上去有
点不舒服，当然对我来说却是
件好事，看上去越难看的病
例，治疗结束时我的成就感就
越强。

“孔医生，我妈让我一定
要好好感谢你。”女孩说道。

“谢谢！”我回答道。看
着眼前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女
孩，我真的很有成就感。我也
知道，当初她们全家就她妈反
对她整牙，因为听说要拔掉四
颗牙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当父母的岂能容忍别人剥夺了
他们“产品”的完整性？这样
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孔医生，你知道吗？我
们高中同学上个月聚会，居然
全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都说

我走错地方了。”她兴奋地对我
说。

我问她：“你是高兴还是不
高兴？”

她说：“当然高兴了，熟悉
我的人都说我变成另一个人
了，后来同学们都夸我漂亮极
了。”

口腔正畸的神秘和伟大就
在于此，它其实就是不动刀的
整形治疗，通过正畸矫形的力
量，改变牙齿的排列，调整上下
牙齿之间的关系，达到改善面
部的美容效果，甚至改变面部
骨骼的生长速度和方向，从而
达到一个很好的面部美学目标。

看着小姑娘满脸的笑容，
我不禁为我当初选修口腔正畸
而庆幸。去除不良的心理，改
变病人的容貌形象，为病人增
添一份自信和生活的勇气，同
样也是一名口腔正畸医生的无
上荣光。

今天的病人仍以学生为

主，很奇怪，一个上午看了两
对双胞胎，都是十多岁的初中
生，一对是典型的单卵双生，
也就是说两个孩子长得一模一
样，自然是同样的错合畸形，
就连错位牙的高度都一样，可
见遗传基因的强大，幸亏还能
通过人工的正畸力量来改变牙
齿的位置。

另一对双胞胎却是一男一
女，很显然是双卵双生。看这位
妈妈疲惫而喜笑颜开的模样就
知她是位幸福而辛苦的母亲，这
样的龙凤胎真是天赐的，好有福
气的母亲。男孩的牙像妈妈，很
整齐，女孩的牙像爸爸的，很
乱。当听说整牙要上万的费用
时，这位年轻的父亲开玩笑说就
当将来的陪嫁少了一个大件。

快要结束门诊时已经中午十
二点多了，最后一位病人的母亲
先进来了，手里拎了一箱子鸡蛋。

“孔医生，感谢你帮了我女
儿，这药才用几天我女儿的嘴唇

便好多了，你让我心头的石头落
了地，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这位病人的母亲似曾相识，每天
看这么多病人，根本不可能记住
每位病人，更不可能记得病人的
父母了。

刚说完话，一个姑娘进来
了。哟，原来是她，上周刚来的考
同济大学研究生的女孩。上次来
时，母女俩愁苦的面容一直留在
我的脑中。可她的妈妈这次变
了，变得起码比上次看着年轻了
十岁。

孔医生，你知道吗？我为女
儿的唇病愁了好久，都愁老了。
可是用了你的药后，看到一天天
好转，我高兴死了，个个说我一下
子年轻多了，所以，我今天无论如
何都要感谢你。这个母亲应该跟
我同龄，上次和这次真的看上去
相差很大。听着这样的话，一种
成就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此刻，
我也变年轻了……

下期关注：留下他们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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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锐 著

向林/著

不用看康如心就知道，此时
沈跃看到的是阚四通司机死亡
那一瞬间凝固在脸上的那个表
情。她没有说话，她知道，这张
照片已经足以引起眼前这个人
的好奇心。

沈跃开始看下一张照片，依
然看了很长时间，他的眉头已经
皱了起来。

后边的照片沈跃看得快了
些，看完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一起车祸而已。这些现场照片
照得不错。”

康如心差点大叫起来，不过
她忍住了，道：“坐在后排的死者
叫阚四通，是我们省的首富。”

沈跃的表情依然是淡淡的，
道：“那又怎样？”

康如心非常讨厌眼前这个
人脸上那种淡漠的表情，不过她
想到自己来这里的任务，便又耐
着性子说道：“沈博士是心理学
专家，难道你会认为这仅仅是一
起普通的车祸案？……”

这时候沈跃忽然说了一句：
“你的意思是，这本是一起偶然
发生的案件，而阚四通的司机死
亡时候的样子又说明这起车祸
案是人为的？”

康如心点头，道：“这起车祸
从表面上看是偶然，但又似乎感
觉是有人精心策划的。这不是
一种矛盾吗？更诡异的是阚四
通的司机脸上的那种表情，太匪
夷所思了。”

沈跃抬起头来看着她，问
道：“你们目前的想法是？人
为？哦，这个人身份特殊，你们
必须快速破案，但到现在为止你
们一筹莫展，于是就来找我了。
你是警方的谈判代表，想必是心
理学，不，应该是犯罪心理学专
业毕业的。你怀疑阚四通的司
机被人催眠了？嗯，有可能。”

康如心已经不是第一次面
对沈跃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
但还是被他刚才的这一连串提
问震惊住了。最让她感到惊奇
与震惊的是，沈跃根本就没有
想要她回答的意思，而是在他
的这种自问自答中就已经给出
了正确答案。眼前这个模样普
通的人，他的眼神是如此深邃，
仿佛可以看穿他人内心深处的
每一处角落，让人在骇异之余又
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出一种崇
拜之情。

康如心仿佛在这一瞬间着
了魔，思维一下子就被沈跃左
右，想也没想就回答道：“是的，
你说的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情况。”
沈跃已经将目光从康如心

的脸上收回，问道：“为什么找
我？”

康如心这才清醒了些，脸禁
不住红了一下，回答道：“因为我
们觉得，或许只有你有能力帮助
我们尽快揭开这起案件的真
相。”

沈跃耸了耸肩，面露讥笑地
说道：“尽快……这或许才是你
们来找我的根本原因。是吧？”

康如心的脸一下子就红透
了，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说漏了
嘴，同时也讲出了警方目前所面
临的急切问题。

沈跃淡淡地说道：“我考虑
一下吧……”

话未说完，忽然就听到有人
在身后叫嚷：“表哥，你还考虑什
么？如果我是你的话，马上就答
应了。”

沈跃哭笑不得，对陈乐乐说
道：“怎么进门的时候一点儿声
音都没有？”

陈乐乐笑道：“你和这么漂

亮的姐姐在一起说话，哪里会注
意到我开门的声音？”说着，她即
刻就跑过去挽住了康如心的胳
膊，道：“你是警察？你别生气，
我表哥就是这样一个人，外冷心
热。”

康如心认出了陈乐乐就是
那天被林广夏绑架的那个女孩，
笑着说道：“你说说，是不是还要
我跪下来求他？”

陈乐乐看着沈跃，道：“表
哥，你说呢？”

陈乐乐见沈跃不说话，又看
到康如心满脸期待，继续说道：

“表哥，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
了，你是一个天才，上次你救了
我，今后还应该去救更多的人。
你不能像现在这样老是待在家
里了，姨妈私底下也很担心你。”

这时候沈跃的母亲出现在
客厅里，她正看着沈跃，满脸忧
虑。

沈跃被母亲的那种眼神刺
痛了一下，叹息着说道：“好吧
……”

下期关注：出山

顽固洋博士

我很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