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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今年七十有五了，还像个孩子，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的样子。他家的小院子，除了种些够吃的蔬菜，其余地方都种花，全村

子，就属他家热闹，像一个花园，村人夏天没事儿，都愿意到他家院子里赏花唠嗑。夏就给大家倒茶倒水伺候，听到高兴处也嘿嘿地乐。

——《快乐一夏》

王校长顿了顿，“虽然高级教师人选不是你，但每年优秀教师都是给了你啊！”我说：“那是因为我优秀，课讲的好，家长认可我。”王校

长摇摇头。我不解：“那是为什么？”王校长说：“咱们学校和你一样优秀的人很多，好多老师也都可以评为优秀教师，但我为什么力排众议，

年年把优秀教师给了你，其实是想激励你在追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要因为没有评到高级职称而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如果当年我不那

样做，今天的你，又怎能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去战胜各种困难，以致后来成为杰出的拔尖人才，顺利通过竞聘考评，当上一局之长呢？”

——《眼光》

十年前，新来的一把手王校长找
到我说：“小李啊，听说你才华横溢，教
学水平高，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不
可多得的人才啊！”我说：“谢谢领导的
夸奖，偶尔写写，权属爱好而已，不足
挂齿啦。”王校长说：“我是不会看错人
的。嗯，年轻人，好好干！再过几年我就
要退居二线了，你们可是生力军啊！”
我说：“千里马还需要伯乐来识，以后
还得仰仗领导多多提携。”王校长笑着
拱手道：“好说，好说！我看好你的！”

两年后，我拿着一大沓的荣誉证
书推开学校会议室的门，赶巧遇上领
导们正在开会。王校长说：“小李啊，
是不是又获奖了？奖金不少吧？来，拿
过来我看看。”我黑着脸说：“校长，我
没获什么奖，是有件事想问你们，请
你们给我个解释。”王校长说：“我猜
你是想问咱学校申报高级职称人选
的事吧？我正跟班子成员们开会讨论
呢。”我说：“校长，我工作勤恳，刻苦
耐劳，教育教学成绩突出，深得家长、
学生的好评……”王校长说：“嗯，你
的表现大家也都有目共睹，确实不
错，是金子总会发光。我们正在开会，
你先出去吧！”

八年后的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
遇到了王校长。当我转身要走时，王校
长却死死地抓着我的另一只手不放。
我说：“老校长好，你有什么事吗？”王
校长说：“我知道你还在恨我，恨我当
年为什么把高级职称的名额给了教导
主任吧？”我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不提了。”王校长说：“作为你的老领
导，我今天必须得说，要不然我会一辈
子良心不安的。”“其实我也是有苦衷
的。教导主任的舅舅当时是市教育局
长……”王校长顿了顿，“虽然高级教
师人选不是你，但每年优秀教师仍是
给了你啊！”我说：“那是因为我优秀，
课讲的好，家长认可我。”王校长摇摇
头。我不解：“那是为什么？”王校长说：

“咱们学校和你一样优秀的人很多，好
多老师也都可以评为优秀教师，但我
为什么力排众议，年年把优秀教师给
了你，其实是想激励你在追梦的道路
上勇往直前，不要因为没有评到高级
职称而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如果当年
我不那样做，今天的你，又怎能以惊人
的毅力和勇气去战胜各种困难，以致
后来成为杰出的拔尖人才，顺利通过
竞聘考评，当上一局之长呢？”

父亲的唠叨

自从住进新家后，父亲就整天唠
叨个没完没了。

大前天，老婆买了几件新衣服给
他，他就数落起来:“我不是没衣服穿，
干嘛买这些衣服给我?你看这颜色，我
压根就不喜欢。”

我说:“爸，这是我俩对你的一点心
意呀。叫你一起去买，你又不去，现在又
说买了不好。”

父亲生气地说:“我衣服多的是，
干嘛花这些钱，多浪费呀。”

前天，我从网上买了一个电动按
摩棒给他，他也不高兴起来:“我这一
把老骨头了，要这些东西也没多大用，
快送回去，咱农村人不喜好这些。”

我说:“爸，用这个按摩一下头皮，
不仅可以消除疲劳，神清气爽，还能舒
经活血、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睡眠呢。”

父亲嘟着嘴说:“谁不想享福过好
日子?问题是这些东西有这么管用吗?
行了，既然买了，那就放着吧，以后不
许再给我买了。只要你们健康快乐，就
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昨天，我在外喝酒。到家时早已醉
得睡眼朦胧，父亲连忙上前扶住我说:

“都这么大的人了，咋跟孩子似的，也
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身子。”

今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远远
看见父亲拿着那件新衣服和按摩棒正
跟王大叔唠得起劲。过后不久，王大叔偷
偷告诉我说:“你爸老在我面前夸你们，
说这件衣服是儿媳送的，儿子给买了个
电动按摩棒，两人都很孝顺!”

峻岭深处是茂密的大森林，往前便是国界。
天刚蒙蒙亮，见一人拎个铁笼，吹着口哨向

山下走。此时，迎面过来几个人，穿制服戴袖
章。他发现时，人己到跟前。

干什么的？走在最前面的高个子问。
没干什么呀。他肆无忌惮。

你手里拎着啥？高个子顺手掀开铁笼上的
遮布。看看，这是什么？高个子愤怒道。不，领导，
领导，我错了。他似乎不惊慌。错！这可是国宝啊！
高个子语气坚定。领导，这些畜牲都是从国外
过来的，我算是打击侵略者吧！他嘻嘻哈哈。

还侵略者，就你还差不多！
就算不是侵略者。看在我是初犯，您高抬

贵手，饶了我吧。就你？还初犯？领导，那……
那，那我们老规矩办还不行吗？他看似委屈。
哦，呵……什么老规矩？高个子瞪一眼身后的
人，目光让人不寒而栗。

货归您，我闪人。他得意道。
啊！一声尖叫，高个子随后严令道。把人拿

下，移交法办。
领导，领导，可不能这样呀。见势不妙，他拔

腿要跑。
高个子灵机一腿，把人绊倒，他被抓住了。

针对你这种人，我们向来是绝不手软。高个子
正言道。

高个子带人拎着铁笼往山里走，来到一处山
坳。高个子刚打开铁笼，惊慌的动物往笼外乱窜，
随之又朝森林深处逃去。看到眼前的一幕，他惊
呆了，随后把头埋得很低。此刻，一束阳光穿过林
间的缝隙，刚好照亮了动物们的前路。

在那道光束中，高个子仿佛看到了父亲的
在天之灵在对他微笑！

三年前，当了四十多年护林员的父亲因为追捕
捕猎者，被捕猎者用猎枪打伤，不几天便因伤势过
重去世了……

卑微

古香古色的办公室，两侧摆满书架子。
爸，这书全是新的。孩子在书架边翻着书。
爸很忙。躺在老板椅上的男人看看手表，

站起来。儿子，时间到了。
刚走到门口，男人折回，从笔筒拿支金笔，

插入上衣口袋。
父子俩走到宝马车旁，一股难闻的气味儿

袭来，他们迅速捂住鼻子。
宝马跟前停着辆脚蹬三轮，一位身穿“环

卫”绿衫的中年人，正认真地清扫垃圾。
男人催道，那谁？快点儿，我赶时间。
中年人才注意到自己挡住了宝马的去路，

歉意道，好！马上好。
上车后，过于夸张的关车声，吓了中年人

一大跳。男人对孩子说，儿子，不好好读书，他
就是你榜样。

孩子隔着窗，往外看，点点头。
市文联组织一个赠书仪式，请来刚拿到国际

大奖的作家。男人通过运作，成为活动赞助商。和
领导们站在一起，男人喜悦之情无法掩饰。

仪式就快开始，众人四处张望。没人注意
到，中年人正朝主席台走来，要上台时，被人拦
住。无关人员不能上去。

中年人笑笑，我和文联张主席约好了。
工作人员看了眼中年人，没理会。

麻烦你和张主席通报一声，老李来了。
不耐烦的工作人员正要轰走中年人，台上张主席急忙
跑过来，李老师，您看，这事儿闹的……

中年人笑道，不碍事，不碍事。
台上的人全都迎过来，热情握手寒暄。

男人也在其中，他嗫嚅着，您……您，刚才是在
体验生活？

不，我本职工作就是清洁工，业余……
没等中年人说完，张主席接过话头说，老李本职
工作是清洁工，但在业余，今年已经成为作家富
豪榜上榜作家啦……

瞧
这
兄
弟
俩

◎
谷
永
建

刚拱出地面不几天的玉米苗，还没来得
及伸展开身子，老天爷辟头降下了一场瓢泼
大雨,半天功夫，鲜嫩的禾苗全泡在白茫茫的
水里了。

雨刚停，大柱和媳妇春兰就扛着铁锨，急
慌慌地来到田里挖起了排水渠。不远处，是
二柱家的玉米地，二柱也正呼哧呼哧地挖渠
排水。

大柱边干活边心里嘀咕：“老二家那片地
势洼，淹得厉害，他一个人啥时候能把田里
的水放干净？”想到这里，大柱把铁锨往肩头
上一扛，对春兰说：“我去二柱那边帮把手。”

“你回来，不能去！”春兰一听，弹簧一样
蹦了起来，气呼呼地说道。

大柱一愣：“为啥？”
“宅基地的事儿，到现在老二也没个痛快

话，凭什么去帮他？”
大柱一瞪眼，“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咋又

提起来了？”
这些年兄弟俩一直比邻而居，中间就隔

着一道院墙。去年，这道院墙年久失修倒塌
了。二柱找到大柱，说自己承担修建院墙的
费用。可是在修的过程中，二柱竟然不声不
响的多占了两米。

“一奶同胞的，二柱也不是外人。”大柱对
此显得高姿态。可是春兰不愿意了，就去找
二柱评理，结果没说上三言两语，二柱脖子
一梗，甩手走了。春兰窝了一肚子的火撒不
出去，今天说啥也不让大柱去帮这个忙。

“宅基地的事以后再说，玉米被淹了，没
了收成，二柱一家子吃什么？喝什么？”大柱
急了，不顾老婆的阻拦，去了二柱的玉米地。

“二柱，田里的水得赶紧排啊，不然玉米
苗可经不住浸泡。”大柱袖子一挽，紧挨着二
柱甩开了膀子。

“等收了这茬玉米，我帮你好好整理一下这
块地，要不一下雨就淹，多闹心啊！”大柱又说。

二柱直起腰，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看看大
柱，又望望远处的大嫂，嘴唇嗫嚅几下，眼里
闪光的东西涌了出来。

“依我看，你这玉米品种该换换了，等明
年我多买些耐涝、抗倒伏的种子，咱两家一起
用。你嫂子刀子嘴豆腐心，说话没轻没重的，
你别往心里去。”大柱掏心窝子的话还在继续
说个不停,一回头，身旁没有了二柱的身影。

“这个二柱，咋还是这么一个倔脾气？”大
柱四处寻找二柱的身影，猛然发现，自家的玉
米地里，二柱忙前忙后，正撒着欢地干着活。

田里的水哗哗退去，一阵微风吹过，嫩绿
的禾苗轻轻摇曳起来。

儿媳不在家

暮色四合，天渐渐黑下来。老刘和老伴木
然地坐在沙发上，心里生着儿媳小兰的闷气。

也难怪他们生气，儿子出差半个多月了，
小兰竟然一次也没有登门看望过他们。

老刘叹口气，“依我看，小兰有情况哩。”
“你说啥？有情况？”老伴愕然。
“这不明摆着吗？要么是小兰对咱儿存有

二心，要么是嫌咱年老体衰，不中用了。”
老伴急了，“这可怎么办啊？”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们现在就去儿
子家！”

老两口怀着忐忑的心情把儿子家的门铃
摁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人开门。老刘不
死心，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屋里鸦雀
无声。

“黑灯瞎火的，小兰能去哪里呢？”老伴慌
了，“干脆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吧？”

“不打，就在这里等！”老刘的脸色凝重起
来，他点着一支香烟，猛吸一口，肩膀一阵抖
动，咳嗽了起来。

“要不咱给儿子打个电话，或许他知道一
些情况。”

“打啥打！”老刘一口回绝了老伴：“儿子
在外地出差，万一急火攻心出个差错咋办？
不是给儿子添乱吗？”

“这不行，那不行，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瞅着老刘手中的烟一明一暗，闻着呛人的烟
味，老伴忍不住埋怨道。

“唉”老刘嘴里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声。
这时，电梯的门开了，里面蹒跚着走出一

个人，“爸、妈，你们怎么在这里？”
“小兰”老刘和老伴异口同声地喊了

起来。
老伴眼尖，一眼瞧见小兰右脚上缠着厚

厚的绷带，“小兰，你的脚怎么了？”
“大刚出差刚走不几天，我不小心把暖水

瓶碰倒了，烫伤了脚面。”
“你这孩子，咋不早告诉我们呢？”
“爸、妈，你们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

没敢惊扰你们。”
“孩子，你受苦了。”老伴搀扶着小兰，心

疼的眼圈红了起来。
“妈，您放心，我刚才去小区诊所刚换了

药，医生说我再有一个礼拜就好了。”
小兰把两位老人让进屋里，拿出两件毛衣，

“爸、妈，这阵子我请了病假在家，想着天快
凉了，给你们每人织了件毛衣，快试试看合
不合身？”

“小兰，我的好闺女！”老伴的眼里噙着泪
花儿，把小兰紧紧揽入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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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有一个姓夏的，乐
天派，没有愁时候。这几天，刚
到初伏，天就热得不像话了。
晚上，热得睡不着，再加上蚊
子骚扰，真的是坐卧不宁，都
后半夜了，还没睡着。忽听到
外面有人小声哼歌。出，见到
夏，月光下，就见他正在街上
来回潇洒奔走，边走边用双手
上下左右拍打蚊子。嘴里还哼
着流行歌呢。问，说：屋里热得
难受，不如出来凉快，以动制
静，蚊子奈何我得？与其憋在
屋里睡不着，不如享受清凉月
光凉风啊，这不是很快乐嘛。
夏还告诉我一个法子，酷暑天
屋里不是热吗？就专门到太阳
地暴晒一会儿，然后再回到屋
子里，就一下子觉得凉快许
多！这个夏，你别说，也有他的道
理！夏妻子久病不治去世，夏也没
过度忧伤，过了没几天，和往常一
样，下河去抓小鱼了，他说，人死如
灯灭，你愁她也回不来了，莫不如
好好活着，这样她在地下也放心
了。夏今年七十有五了，还像个孩
子，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的样子。他家的小院子，除了种些
够吃的蔬菜，其余地方都种花，全
村子，就属他家热闹，像一个花园，
村人夏天没事儿，都愿意到他家院
子里赏花唠嗑。夏就给大家倒茶倒
水伺候，听到高兴处也嘿嘿地乐。
夏就这样，他始终快乐着，也让大
家快乐着，我觉得挺好。

你保证？

35 路公交车上，一向人
多。天越来越热了，车内空气
有些闷。我前面那个座上，是
一对母子。男孩也就四五岁。
起初，男孩贴着窗玻璃看外
面，不停地问东问西。他的妈
妈忙于手机，偶尔从屏幕上抽
出空来答一句。男孩显然有些
不满。过了会儿，男孩看够了
外面，就开始央求妈妈：“我想
去橡胶坝上玩。”妈妈说：“太
晚了，回家。”“不嘛，我要去！”

“不行。”“哼！”男孩显然不高
兴了，眼泪含在眼眶里，差一
点就掉出来。“那，咱们去我奶
奶家，他们的海棠树开花了，
我要去看。”“你这孩子，明天
还要上幼儿园。今天晚了，回
家还要做饭啊。”“反正，我不
回家。没意思。我想在小区池
塘玩会儿。”男孩降了条件。

“那也不行，你还得画画呢。咱
们接上爸爸，一块回家，听
话。”“你们都讨厌！”男孩那眼
泪终于啪嗒啪嗒掉下来：“我
的画在学校就画完了，我想
玩！”“这孩子，咋这么不听话！
你看，车上的阿姨叔叔都看你
呢。”“呜呜，你们在家也不和
我玩，就知道看手机！看手
机！”“好了，好了，妈妈不看手
机。爸爸也不看手机，陪你玩，
行了吧？”“你保证？”“保证。”
妈妈这时才从手机上离开眼
睛，专心和孩子交流。孩子终
于阴转晴了。我也觉得车内空

气畅通起来，舒服得很。

王大拿

“王大拿在我们村，这
个！”有人问起王大拿，村里人
都会翘起大拇指。王大拿本名
叫王永江，能干，聪明，村里红
白喜事儿都爱找他料理，没念
过书，但啥都明白，所以大家
叫他大拿。王大拿的聪明，那
叫绝顶聪明。人们都说，王大拿
牛逼，与众不同，眼睫毛都是空
的，他家的蚊子都是双眼皮的。
王大拿家的蚊子是不是双眼皮
的，我不知道，但他家的蜜蜂，还
真的与众不同。王大拿养蜜蜂，
我们村许多人家养蜜蜂，王大拿
家的蜜蜂出蜜最多，这没啥奇怪
的，大拿嘛。这天，大拿查看蜂
箱，咦？蜂王呢？王大拿脑袋“嗡”
地一声，谁干的？敢动我王大拿
的蜂王？王大拿不动声色暗暗查
访。这天，他来到张春利家，那张
春利正在整理蜂箱，见王大拿来
了，慌忙把蜂箱关上了。王大拿暗
笑，上前打开蜂箱，他看见了那只
大大的蜂王。“这是我的蜂王！”张
春利脸红了：“你说你这人，凭啥
说你的呢？难道你的蜂王还有记
号？”“当然有！”“你要说出记号，
我服你！”张春利撇了撇嘴。“我的
蜂王左翅膀上有一个小缺口。”一
查，果然！张春利蔫了。

吕瞎子

带有硫磺味道的热气氤
氲着大众池子窄小的房间，吕
瞎子熟练地下水摸到木塞，把
脏水放掉充好新水，是他每天
要做的工作。二十年了。这几
天，吕瞎子做事儿有些心不在
焉，总是丢三落四。吕瞎子不
相信，关于孙女那些传言是真
的。不可能！可是，吕瞎子却难
以集中精力干活了。十三年
前，吕瞎子就带着孙女一起看
管大众池子，孙女的快乐感染
着他，吕瞎子看不到世界是啥
样子，但吕瞎子有可爱的孙
女，这就够了。可是，不知哪天
开始，孙女少了笑声，常常坐在
一边发呆，终于，孙女说：“爷爷，
整天干这个，挣不到几个钱，还
那么脏，别干了，我要去打工，寄
钱给你花。”吕瞎子拗不过孙女，
在一个早晨，孙女走了。不久，吕
瞎子就接到孙女寄回来的很多
钱，就有人说，老吕，知道你孙女
干啥工作不？说着，那人就笑了。
吕瞎子知道那人啥意思，他的脸
涨得通红：“你别瞎说！我孙女不
是那样的！”新鲜的热水都漫上
池子沿儿，吕瞎子还在愣神儿，
昨天那个消息让他彻夜难眠，孙
女在外面扯进一桩贩毒官司，被
人暗杀啦！咋可能啊？咋可能啊？
吕瞎子浑浊的凹陷的眼睛，流出
大滴的泪来。第二天，洗澡的人
们发现，他们熟悉的吕瞎子，泡
在池子里，手里，还拿着一张发
黄破损的照片，那是他和年幼的
孙女，在一篇向日葵地里照的，
孙女的笑，可真是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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