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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奶奶涂奶奶””澳洲笑事澳洲笑事
李双（澳大利亚）“涂奶奶”

某日，大伙一起去超市。
涂大爷购物，对价格存疑，想
提醒，苦于语言不通，一着急，
憋出三个音节：“涂奶奶！涂
奶奶！”问题终于圆满解决。
有人问：“什么是‘涂奶奶’？”
答：“2.99元。”噢——！收银
员居然能听懂，厉害！怪不得
她一边计价，一边露出白牙，
呵呵笑。一伙新文盲见识了
涂大爷原创的华式“英语”，皆
大欢喜，而且一辈子都忘不
了。于是纷纷发挥小聪明，举
一反八，万奶奶，水奶奶，佛奶
奶，范奶奶……最喜剧的是

“奶奶奶”，即9.99元，都脱口
而出，似乎已经找到捷径，再
不用担心，日常生活中，被英
语打脸了。

为了表彰涂大爷的功勋，
当天，华人群给他颁发了荣誉
称号，“涂奶奶”。

保质期与有效期
大伙讨论注射第三针新

冠疫苗的事，说每一针间隔4
个月，就可以打了。“涂奶奶”
说：“你们打吧！我的第二针，
还得管两年。到时候再打。”
众人纳闷了：怎么你的管那么
久？“涂奶奶”答：“我儿子看
过，药盒上写清楚的，2024年
6 月 3 日失效。”大伙沉默片
刻，突然哄笑，“您那是疫苗保
质期，不是注射后的有效期！”“涂
奶奶”反应过来，也跟着哈哈笑。

“涂奶奶”种葡萄
清晨，居民区公园，华人

在揉太极，老外在单杠上翻花

样。9点钟，锻炼结束。老外
散去。华人坐下，继续聊天。
由王老师主讲。

话说前些天，王老师给
“涂奶奶”送去一株葡萄树。
“涂奶奶”准备种在前院，正比
比划划，儿媳妇说：“不能种那
里！”“涂奶奶”转移到后院，还
没比划，儿媳妇说：“不能种那
里！”能种哪里呢？没有具体
指示。

儿媳妇刚进屋，王老师就
献计：“等她去上班，你爱种哪
里种哪里。”

“涂奶奶”韬光养晦，点头
不语。

此时，“涂奶奶”说：“最后
我种在了侧院角落里。儿媳
妇下班回来，看见了，脸往下
垮，但没说什么。”

王老师告诉大伙：“胜利
得靠自己争取啊！没有我的
指引，他就失败了！”

“涂奶奶”突然发飙，“谁
要你指引！是我自己发动的
政变！”吼得实在炸耳。

“涂奶奶”送种子
“涂奶奶”，华人种菜能

手。常常给大家发种子，指导
栽种技艺。一日，我听王老师
告知：无论谁去取种子，他都
会打招呼，“别人来取我只给
一包，你来取，我就给两包。”遂
起心验之。一试，哈哈，果然。

一试，哈哈，果然。

隐 私
维州盛产闲聊的华人。

有些人很有才气，整天什么都
不干，只坐在书桌前，全心全
意地忧中澳两国也忧两国国
民。因为愤怒出诗人，忧患出
文章，于是他们成了文人。

众文人外出旅行，傍晚席
地而坐，无聊，很无聊。

“涂奶奶”不甘寂寞，提议
各说一段隐私。众人立刻举
手赞成，并拍手称快。

由谁开头呢？当然首推
提议者。于是“涂奶奶”经过
片刻忸怩，终于开口，痛说隐
私，在无聊的温馨中，度过了
半小时。

轮到下一位时，却无人接
招，宁停三十分，不抢一秒钟，
都谦虚至极，含混的低语如苍
蝇在嘴边盘旋。反复举荐无果。

终于，有人吼道：“太晚
了，干脆睡觉，明天接着说！”

各位积极响应，纷纷回到
自己的房车里。睡觉是假，致
力于品咂“涂奶奶”的隐私是真。

“涂奶奶”独坐草地，愣了
好一阵，又感叹人生之险恶，
友情之虚伪，气得高声骂了别
人的母亲。

旅行结束后，“涂奶奶”那
不可告人的隐私，很快在其他
熟人及熟人的亲朋中传播并
扩展开去。

《世界名人录》
某次，文友“涂奶奶”向我

报告“喜讯”，他“刚收到编委
会的邮件通知，入选《世界名
人录》了，让发小传去！”上周，

“涂奶奶”又来电话，说是那本
书已经出版，要求入选者每人
购一本，定价100澳元，他不
愿意购书，请我去设在我家附
近的编委会查一查，看他究竟
进没进“名人录”。

周一，我遵嘱去了编委
会，还真从书里找到了涂××
的辞条（并意外地发现，另一
位修电脑的熟人，排在涂××
之后）。我拍摄了该辞条，发
给了“涂奶奶”。我想，这对他
来说，又该算一条“喜讯”。不
过我没好意思问他，那书怎么
不叫《世界名人录》，而叫《世
界人名录》呢！

“涂奶奶”买单
一伙华人到“唐食”吃

饭。酒足菜饱后，“涂奶奶”去
洗手间。回来时朋友们都撤
退了，只留下他，以诚待人，倒
霉认栽，买单。

小水袋
老外死心眼，火车只挂六

节车厢，人多，不会多挂，人
少，也不会少挂，都六节。最
讨厌的是，洗手间，部分车站
有，部分车站没有。由着各位
乘客，严于自律撞大运。一
次，因为没找到洗手间，“涂奶
奶”在车站憋了半小时，情绪
很不稳定。老外的水袋大，可
以不减负，他应该向老外学
习，练出一个大水袋。

一张旧卡片一张旧卡片
竹心（美国）儿

静语诗选静语诗选
静语（加拿大）

那时

那时
日子如柳丝般长
缀着青绿
飘飘忽忽地抓不在手上

那时
埋着头
脚在地里一步步趟
仿佛远方的远方
才是故乡

年过半百
回想起那时的模样
在一眨眼的昨天里
都镶着金色的边
无论是痛苦、欢喜
还是忧伤

交出了月光

镜子里
我穿过黑暗的最深处
闪电照亮了
额头上的灼刻

在飞逝的羽翅里
在沉寂的夕照中
我依旧在等待

你是否还会伸出双臂
月光如水
但这次
请不要裸露给我
同样的答案

那样 我还能呼吸
还能在梦中找到回家的路

沉默
是时间的观众
它坐在角落里
看 命运在贩卖着什么

我交出了月光
你收走了岁月

煤

我
是亿年前
埋在黑暗里的沉默
命运扭曲着我的身体
高温席卷下
在地壳运动的大手中翻转沉
浮

岩石般的坚定
伴着重压在地下孕育
穿过若干个漫长的世纪
默默地在沉寂中生活

我知道无边的等待
终究会迎来光明
我坚信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你将会用你的热力
点燃我

点燃我
让我化为闪亮的光
和照亮这世间的火
点燃我
它会温暖那悠久的沧桑
也会终究打开这远古的沉默

然后
我会在灰烬的余温里微笑
触摸着脚下的故土
欣慰地告诉你
对于这个永恒的世界
只有燃烧过内心深处的暖
我才无悔地来过

夜间的打铁声

我在黑夜的炉旁
打铁

那清脆的落槌声
在通红的炉前
叮叮当当
让我恍惚

我固执地敲打着历史
和琢磨不透的现实

铁器里迸发出的
火花
没有给我答案
却灼伤了我的眼睛

个人简介：静语，本名刘
欣。作品曾获中国青年诗歌
大赛奖及入围美国法拉盛诗
歌节。为加拿大中国笔会、
修远文学社、加拿大女作家
协会会员，其诗歌、散文、小
小说发表于《中国日报》、《世
界日报》、《国际日报》、《侨
报》等文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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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一天下午放学回

家，交给我一张淡淡的乳黄色
的自制卡片。封面是一首英
文诗。打开卡片，左面是儿子
的蜡笔画，画中一女子，黑色
的齐耳短发，椭圆脸型，细细
的脖颈，鲜绿色的上衣。“这是
谁？”我好奇地问。“这是姥姥
呀！不像吗？”儿子又答又
问。我哈哈一笑。右面是一
张儿子在学校操场边的照片，
绿色条纹T恤，圆圆的小脸，
笑意在脸上漾开了花，刚刚佩
戴的眼镜，略显突兀。卡片的
背面是儿子的手写英文，我的
姥姥是最棒的！

儿子说这是给姥姥的卡
片。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是
姥姥节，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除了母亲节和父亲节以外还
有祖父母节。

那年儿子七岁，随我们远
离故土定居美国两年有余，记
忆里依然有姥姥的模样。今
晨风雨交加，秋意渐浓，整理
旧物，无意间发现这张卡片，
看着儿子稚嫩的画作，真有点
母亲当年的神韵。光阴如梭，
二十载春秋，忙忙碌碌，这张
卡片被压在相册盒子的最下
面，早已忘却。倏忽而逝的岁
月里，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母
亲已届耄耋之年。心下便有
些酸楚，多么希望时间停摆，
时光不走，母亲不老，父亲依
旧在。今年中秋，儿子休假回
家。一日清晨祖孙三代电话
里交谈，听着母亲同一个问题

不停地重复发问，难过极了，
母亲真的老了，记忆力急剧衰
退。放下电话后，百感交集不
能自己，痛哭一场。现在想来
那天应该就是祖父母节，儿子
口中的姥姥节，这真是冥冥之
中的天意。

儿子出生时，母亲不到五
十岁，依旧在上班，职场主力
非常忙碌。记得住院期间，母
亲下班做好饭送到医院，又赶
去上班，步履匆匆却健步如
飞。同病房的两位产妇还羡
慕我好福气，有如此年轻精力
旺盛的母亲照顾月子。儿子
四岁时随我远涉重洋，母亲父
亲特意请了假，和妹妹一起去
北京为我送行。记得日落黄
昏，母亲抱着四岁的儿子，行
走在清华园的荷塘边，或者小
跑快走地追赶活蹦乱跳的儿
子。疫情前的2019年底，最
后一次回国探亲，母亲已然步
履蹒跚，再无昔日之健步。前
几日与妹妹通话，说母亲的腿
脚大不如三年前了。而我，回
国之路依旧遥遥无期，漫长且
艰难。每每念及，心中总是沉
甸甸的，感叹世事尽沧桑，人
生多无奈。

儿子出生后，婴儿所需要
的所有衣物被褥尿布皆由母
亲利用晚上和休息日抽空准
备妥当。出国时，儿子穿着姥

姥缝制的棉衣裤、毛大衣登机
远行。记得那天午后，七岁的
儿子拿出这张卡片时，骄傲地
宣示，这就是我的姥姥，她很
善良，非常爱我。

卡片上这首诗的作者麦
考德说：“诗歌是节奏，就像地
球是节奏一样；最好的写作、
诗歌或散文——无论它传达
什么信息——都依赖于一种
非常确定和微妙的节奏。”

今晨，手捧这张旧卡片，
独自于家中大声朗诵这首献
给祖父母的诗：

她们不喜欢滑冰
她们不能爬树。
祖母有什么好处？
好吧，我的对我有好处。

晨光里，麦考德与祖母每
日一起阅读圣经，由此引起了
诗人对节奏和语言的浓厚兴
趣。儿子两岁时，我带他回老
家过暑假。每日午后，我们都
歇了午觉。精力旺盛的小家
伙缠着好脾气的姥姥讲《舒克
和贝塔》的童话故事。一遍又
一遍，搅扰的母亲根本无法睡
午觉。

姥姥总是喜欢讲故事
大声，更重要的是，
姥姥会讲二十遍

她以前读过的。

七岁的儿子大声将诗人
的“喜欢读书”，偷换成他自己
的“喜欢讲故事”。我当时还
与儿子争辩读书和讲故事的
不同，儿子却强词夺理说麦考
德的姥姥喜欢读书，我的姥姥
喜欢讲故事。童言童语，却也
看出姥姥在儿子心目中的影
响，母亲在那些炎热的午后，
不厌其烦讲述的那些童话故
事，早已融入儿子的记忆里。
那些爱与呵护的往事片段已
深耕于儿子的心田。

所以儿子才能在远离姥
姥和异乡的课堂上，画出那张
带着姥姥神韵的画作。而且
有节奏地大声朗诵：

姥姥不会说“不是那个！”
“不！现在听我说！”

今晨再次与母亲通电话，
谈到这张二十年前的卡片，母
亲依旧记得小外孙小时候喜
欢听故事，“是啊，坐在小板凳
上，仰着小脑袋，聚精会神。
如果妈妈愿意讲，小家伙可以
一直听下去。”

是啊，母亲的耐心和爱，
陪伴温暖了儿子最初的懵懂
时光，母亲牺牲午休讲了无数
遍的童话故事，变成一张儿子
自制的一张感恩卡片。可以
说，这张卡片，记录了祖孙二
人的美好记忆，以及血缘亲情
在异域他乡的延续。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静好（英国）宅家日记Day 912

9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先生的电脑从PC world 取回
来以后，还需重新安装邮箱和
重新设置网上银行，这些先生
和我都不会，周四先生打电话
给儿子，请儿子周末回家来帮
他安装。

儿子和他女朋友姗姗答
应星期五晚上回家，因为他们
预计到家的时间是晚上7:40
左右，且他们星期六上午十点
左右就要离家，去爱丁堡旅
游。因为他们在家只有一个
晚上的时间，如果我们外出吃
晚餐，耽误的时间太多，于是
我建议儿子我们在家吃晚餐，
儿子同意了。

儿子的女朋友姗姗还是
第二次来我家，我对她还不了
解，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于
是问儿子，儿子告诉我：姗姗
爱吃海鲜，我回复：好，我去
买。放下电话，我就开始拟菜
单，然后按菜单去超市采购。

星期五吃完早餐后，我就
开始准备晚餐：我们四个人，

准备五个主菜：土鸡煲汤、糯
米蒸排骨、姜葱炒虾、辣椒炒
香肠、蒜蓉大白菜。还有一道
前菜中国点心，餐后甜点是核
桃仁蛋糕，点心和甜点是买的
成品，点心到时只需放烤箱热
一下即可，5道主菜都是买的
新鲜食材，需自己煮。

煲鸡汤和蒸排骨需较长
时间，所以我提早准备：清洗
好土鸡，过水除腥，然后与所
有辅助食材一起放入电热锅，
先大火煮开，然后开小火慢慢
煲。所幸今天是晴天，用的是
我们自己的太阳能发电，免
费，所以可以放心用电热锅慢
慢煲。

排骨和糯米前天（星期四
晚上）已经腌好/泡好，今早再
切一个土豆，码在碗底，再码
好均匀沾上糯米的排骨，一层
层排好，再开大火蒸，水开后
转小火慢慢蒸。这两道大菜
准备好后，我开始整理餐桌，
换上新的桌布，再到后花园剪
一束开得正艳的香水玫瑰，插
在花瓶里，顿时满室花香。

晚上七点，我开始煮晚
餐，用电饭煲煮饭，然后炒香
肠、大虾和大白菜，同时把点
心放烤箱烤20分钟。7:30一
切准备妥当，我上楼去洗脸，
换上黑色金丝绒套裙，稍微化
点淡妆，再戴上首饰，当一切
准备好，刚下楼就听到先生
喊：“他们来了。”我说好：“快
开门。”

先生打开门，儿子拥着姗
姗进来，她见我，甜甜地喊了
声：“阿姨。”我答应着并问：

“饿了吧？快进来吃饭。”我把
他们引入客厅，然后对儿子
说：“饭菜都准备好了，你来帮
忙拿一下。”儿子回复好，然后
随我进入厨房帮忙拿饭菜。

饭菜全部上桌，先生盛好
红酒和饮料，一家四口，围在
一起吃晚餐，边吃边聊，其乐
融融，温馨幸福。晚餐后，儿

子和姗姗帮忙收拾碗筷，姗姗
想帮忙洗碗，儿子说：“不用
洗，我妈有洗碗机。”

我忙说：“是，有洗碗机
洗，不用帮忙，你们去外面
玩。”儿子和姗姗离开厨房，儿
子开始帮先生处理电脑。我
整理厨房后，出来跟儿子说：

“明天你去帮我买一个新手
机，我这个手机头条App老是
出故障。”

儿子还在帮先生弄电脑，
他头也不抬地说：“好。”姗姗
接过我的手机问：“什么问
题？我帮你看看。”我说好，边
递给姗姗我的手机，详细演示
给她看什么问题。姗姗看了
以后，她说：“我先试试。”

不一会儿，儿子弄好了先
生的电脑，他坐到姗姗身边，
他们两人一起商量怎么处理
我的手机。大概一个多小时

后，姗姗递给我手机，说：“阿
姨，已经弄好了，你看看。”我
接过手机，登录头条App,进行
编辑，果然能保存音频了，我
很开心，并感谢姗姗。因为姗
姗帮我处理好了手机故障，故
我暂时不用去买新手机，省下
了买一部新手机的钱。

姗姗她是第二次来我家，
第一次来，她很害羞，拘谨，不
怎么说话，故我对她了解不
够，初步印象不是很好，我觉
得儿子条件很好，能找个更好
的。

我不喜欢只是外表美丽
的花瓶女孩，更注重内在和才
华。因为人容易老去，外表的
美只是短暂的，而才华和内在
的美才是长久的，不会因为时
间的推移而失色。姗姗第二
次来，通过与她交谈，我对她
有了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发现
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很强，她还很细心体贴周到，
为了以后出现类似问题时我
能自己处理，姗姗还特意为我
录制了一个操作演示视频，供

我日后参考。通过今天的交
谈和姗姗主动帮我处理手机
故障，我感觉姗姗是一个很聪
明会来事的好女孩，她的才华
能匹配我儿子，只有才华相当
的俩人才能相处融洽，才能长
久。

我还发现自从儿子与姗
姗在一起后，儿子戒了电子
烟，头发也剪短了，穿着更时
尚潮流，人也更精神潇洒了，
这都是俩人真心相爱的效果。

只要他们俩真心相爱，有
上进心，互相帮助，互相成就，
互相提高，在一起和谐幸福，
我决定不再阻挠他们。儿孙
自有儿孙福，祝福儿子与姗姗
幸福美满，早结连理，早生贵
子。当他们有小孩后，我帮他
们好好带孙儿，帮他们培养出
一个像小恒屹一样的天才宝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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