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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的魔力

小雪时节

随笔

火车上的旅客很多 ， 摩肩接踵 ，
男人的戏谑声、 妇女的嬉笑声、 毛娃
儿的哭泣声、 小贩的叫卖声在车厢里
久久回荡， 不绝于耳。

他两手拎着行李， 胳肢窝里夹着
一本 《临春的窗》， 迅速找到自己的座
位，把书捧在手里，静静地品读起来。

对面坐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原本聊
得正兴，见对面坐来一个读书人，止语
了。声音嘹亮的小贩，路过这里，看到一
个读书人，也不好意思再高声叫卖。

他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尴尬， 就
微挺一下身子， 微笑着对那对夫妇说：

“你们接着聊， 我戴上耳机， 打扰不到
我的。” 说完， 他又向那对夫妇咧开嘴
笑了笑， 塞上耳机， 循环播放着 《夜
的钢琴曲》， 一首缓慢且柔和的曲子。
听着音乐， 他的目光在书本上不断的
移动， 翻阅了一页又一页。

车窗之外的风景由低矮的小山变
为辽阔的平原 ， 他的内心静如止水 ，
不为外物所动， 依旧沉醉于朴实厚重
的文字中， 仿佛要与文字谈一场没有
终止的恋爱。

他是一所师范学院的在校生， 虽
然学习的专业跟中文并没有多大关联，

但他非常热爱文字， 喜欢阅读。 尽管
他的大学生活过得有些忙碌， 社团活
动、 班级事务、 还要为院里的大型活
动撰写新闻稿件， 但是他认为日子很
充实， 仍然会忙里偷闲， 读读书， 看
看报纸。 在别人看来， 他的行为说好
听点叫与众不同 ， 难听点就是另类 ，
书呆子。 他对这些闲言碎语置之一笑，
因为其心里怀着坚定的信念， 开卷有
益， 读书使人受益颇深。

他把耳机摘下来， 将书抱在怀里，
眺望远方之后， 闭目养神， 书中描写
的人物和景象立即浮现在他的眼前 ，

不禁使之浮想联翩。
火车长鸣一声， 到站了， 旅客潮

水般涌出车站， 他不争也不抢， 早已
经准备好最后一个出站， 还是那个姿
态， 两手拎着行李， 胳肢窝紧紧地夹
着书， 生怕把它遗落在车厢内。

虽然有人说， 在如今这个快餐消
费时代， 人与书之间的距离在变得愈
加遥远， 甚至都有可能被淘汰。 但是，
我自从遇到火车上的这个读书人， 就
觉得 ， 书永远不会远离我们的生活 ，
反而会更贴近人的生活， 今后， 读书
也许将会成为一种平常而高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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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读书人

张桥从山旮旯里走出来， 进城到
一家大酒店打工， 由于表现出色， 很
快做了经理。 可他却挠起了头皮： 做
经理， 得每天早上站在大街旁带领员
工高喊口号。

倒不是因为别的， 张桥从娘胎里
钻出来就有轻微口吃， 一着急就有点
挂不上挡。

酒店里年轻女服务员居多， 张桥
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往大家伙跟前那
么一站， 就有点儿六神无主了。 结果，
服务员们笑得前仰后合， 张桥羞得无
地自容。

回到住处张桥一宿未眠， 自己一
个 “土老帽” 进城， 好不容易盼来一
份像样的差事， 难道这么轻易地没了？
张桥急得团团乱转， 怎么说自己也得
争口气！

张桥下定决心， 面对冰冷的墙壁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 经过刻苦训练 ，
终于把口号喊得响亮而流利。 不久张
桥就和服务员晓虹顺利 “拍拖 ”。 这
下， 张桥感到很是得意， 他深知这喊
口号的学问还真不简单！ 谁说只有书
中才有颜如玉呢？

自己没念几年书， 本来还是很自
卑的， 却没想到通过喊口号给补上了！

张桥发挥聪明才智， 又百尺竿头
进了一步， 逐字逐句把口号修改得朗
朗上口， 很有韵律， 服务员喊起来更
加悦耳动听。

年复一年， 张桥竟喊出了瘾， 一
时不喊他就浑身不得劲儿。 遇上阴雨
天气， 张桥就把服务员聚集在大厅里
喊 。 拿张桥自己的话说 ： 天塌地陷 ，
口号不断。

说来也奇怪， 伴随着张桥的口号
声越喊越响， 酒店的经济效益竟像芝
麻开花———节节攀升， 老板从此视张
桥更若掌上明珠。

别人家的酒店老板看到这气势 ，
纷纷私下里来找张桥 “挖墙角”。 挡不

住诱惑， 张桥开始跳槽， 跳了一家又
一家， 越跳， 身价越高。

欲望膨胀， 张桥自己开了家餐厅。
张桥深得喊口号的种种妙处， 自己带
头把公司理念喊得地动山摇。 可毕竟
文化太低， 不懂管理， 光凭那两句响
亮的口号提高不了服务质量， 热闹了
一阵， 最终败下阵来。

破产当天， 张桥 “扑通” 一声给
大伙跪下了， 用几近哀求的声音说道：
“大家能再陪我喊一次口号吗？”

于是， 张桥那响亮的口号又在街
边响起，可人们却行色匆匆，捂着耳朵
逃开了。 张桥极度伤心，发誓再也不喊
口号了，一个人孤单地走在街上， 以前
那些想挖墙角的老板也不知都哪去了，
不再喊口号的张桥从此失业了……

纷纷扬扬 飘飘洒洒
小雪时节 故乡幻化成
俏丽的诗行
平和的叙述静如流水
跌宕的词句落地即化
理不清
虚实交织的思绪
读不尽
婉约如花的美景
放眼望去 是醉翁衫边
疾飞的乱红
仰鼻轻嗅 是晏殊笔下
凋落的碧树
小雪
是故乡寒冬明亮的韵脚
小雪
是季节深处如歌的精魄

夜， 很黑
没有月也没有星
偶尔划过几道闪电
天空就无端的飘起雨

远方的老爸
你可知道我在想你
我还像小时候一样
这样的夜色
这样的雨丝
这样凉凉的梦里
渴望
你给我披上那肥大的外衣

老爸总是说谎
说长大了一切都会变好
可是
时间溜的那么快
我根本追不及
我只想告诉时间
这样的好
如果是让你们变得苍老
我宁肯不要

爸爸
我再也不能牵着你的手
放心踏实的去远方
爸爸
我再也不能坐着你的车
一路欢歌的去玩乐
爸爸
我再也不能看着你的脸
笑你扮的鬼脸有多丑

如今
我牵着你的手
满是老茧 让人心疼
我坐着你的车
一路颠簸 让人心酸
我看着你的脸
岁月刻痕 心泪涟涟

老爸
想你 更想家
岁月
求你不要伤害他

爸爸
□李晓萍（北京建工博海建

设有限公司）
□周萌（职员）

□李忠元（媒体人）

海滨丽影（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