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焕平

仅仅是一个人踩痛了另一个人
两个年轻人就把车厢当作战场
你一拳， 他一掌
拳掌交加， 你来他往
一出手， 就如此狠
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如果有枪， 他们恨不得击毙对方
一出手， 就往死里打
彼此不说话， 甚至也不对骂
像一块钢铁， 击打另一块钢铁
一团棉花， 击打另一团棉花
每一拳， 每一掌， 都嘭嘭作响
都好像打在我的脸上和心上
打得气贯长虹， 打得周围鸦雀无声
他们该有多怨对方啊， 恨对方
怨恨这座拥挤的城市和车厢

我看到一颗气球在爆炸

上车时她被人拉了一把挤了一下
她没说话
上了公交车后， 这匹坏脾气的野马
全然不管道路的坑坑洼洼
猛一收蹄， 差一点让她脱缰落马
她没说话
下车时她被人拽了一下推了一把
这次， 她终于忍不住了
我看到一颗气球被一次次吹啊吹啊
突然爆炸

（外一首）

地铁上

随笔

梅雨季节， 空气湿得都能拧出水
来。 进入伏天后， 为了防止衣物等东
西发霉， 人们常常利用晴好的天气来
晒伏。

一个晴朗的周末， 我和妻子忙着
把冬天的被子、 衣服拿出来翻晒， 包
括那些皮鞋、 运动鞋之类的， 满满地
晒了一大阳台。

晒完衣物， 我忙着去收拾自己珍
藏的几百本书。 我把它们都搬到阳台
上， 小心地一一摊开翻晒。 尽管身上
流着汗， 但看着自己珍藏的书在阳光
下呼吸， 心里就格外高兴， 它们起码
以后不会发霉和长虫了。 然手把晒好
的书一本本整齐地放在书架上， 更是
一种享受， 那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财

主似的。
妻子则拿出了干菜去晒， 那些干

菜多半是母亲在春季收藏的。 有香椿
苗、 荠菜、 蒲公英等， 每一类菜在阳
光下都散发着不同的香气。 抓一把浸
在水里， 干菜就慢慢复活， 像是回到
了春日的时光一样鲜活。

还有读书时的相册， 每翻一页就
像回到读书时代的故事里， 那里有热
血有迷茫更有理想， 那里有永不发黄
的青春。 书信也是必定要晒晒的， 随
着网络的普及， 书信越来越少， 更显
得弥足珍贵。

孩子也把自己喜欢的玩具搬出来
晒晒， 如陪伴了她几年的布娃娃、 芭
比娃娃等等。 看着孩子屁颠屁颠地把

她的玩具搬进搬出， 我和妻子相视一
笑。 孩子在我们的带动下， 也喜欢劳
动了。

孩子那几双不满周岁时穿的虎头
鞋， 我们一直舍不得丢， 每年的伏天
都要洗净翻晒。 那是母亲一针一线做
的， 纯手工的， 既结实又耐看。 有次
孩子看着好玩 ， 问是谁的鞋子这么
小。 “当然是你的了， 是你奶奶为你
做的。” 妻子跟孩子说。 “怎么可能？
我的脚这么大哦， 你骗谁呢！” 孩子
说完就跑开了， 她长大了就会明白，
那些虎头鞋里藏着奶奶太多的疼爱。

我喜欢晒伏， 晒着晒着能感觉自
己拥有很多 ， 也知道自己该珍惜什
么。 晒伏， 其实就是晒幸福。

晒 伏 □赵自力

散文

老赵， 四十出头， 能抓钱， 春夏
秋冬， 一身迷彩服。

学子宴， 我和老赵坐在了一桌。
这么些年 ， 也不在一起 ， 偶尔见了
面， 却没深聊。 后来听同学讲， 老赵
厉害了， 老赵发家了， 老赵做了包工
头， 干得风生水起。

现在的老赵爱开玩笑， 而且记忆
力极好， 那些初中的琐事， 好像清晰
如昨。 我们成了一帮听客， 盯着他，
听他讲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 倒是听
出几分趣味和新意来。

老赵说他同桌， 一个村的， 小学
在一起， 中学又在一个班， 按说也是
一种缘分， 可见了面就掐架。

老赵管她叫 “大锤”。 这女人也
不小家子气。 大锤特能干， 有东北女
人的 “虎实” 劲儿。 干过几年的超市
工作， 特辛苦， 冬天屋里的气温只有
几度， 你说不是大锤谁能干得了？

他俩掐架， 你来我往， 桌上特混

合， 一派和谐之态。
两 人 掐 完 ， 老 赵 说 起 了 “单

口相声”。
老赵还有一位同桌 ， 他叫人家

“小麻雀”。 “小麻雀” 的声音尖儿尖
儿的。 当年两人共用一个桌布， “小
麻雀” 划了 “三八线”。 老赵这个人
不守 “规矩”， 经常忘了， 胳膊肘过
了 “三八线”， “小麻雀” 用胳膊拐
他一下， 再过， 再拐。 老赵学这动作
的时候 ， 眼睛看着斜下方的胳膊肘
处， 好像 “小麻雀” 正在拐他， 那动
作极传神。

“就没有腿碰腿的时候？！” 有同
学问。

老赵说： “有呀！”
大家笑成了一团……
老赵还有一位同桌是英语课代

表 。 每 次 考 试 老 赵 如 一 副 茫 然 无
措之态。 后来老赵想了办法， 和她换
卷子。 老赵还说， 桌布是英语课代表

拿 回 家 洗 的 ， 甚 是 感 激 ！ 然 后 双
手合十。

课代表就坐在他对面， 笑了。
大家伙都夸老赵记性好 。 老赵

说： “啥都好！” 说完点点头， 接着
又说： “就是学习不好！” 大家伙这
开心劲儿， 甭提了！

说 实 话 ， 我 们 这 帮 同 学 谁 也
没有想到， 老赵能干 “工程”， 并且
冬季没活 ， 顶风刺骨一个人开着面
包车清理地热， 手上的老茧厚厚的，
看着心疼。

老赵， 也有他的难处， 那年我们
坐在一起， 聊天， 他的工程款要不回
来， 满嘴起大泡。 可他还是一副乐呵
呵的， 该吃吃， 该喝喝， 见了面还是
愿意开玩笑， 这心态极好。

老赵， 把日子过成了段子， 把生
活的不易和艰辛都抛在了脑后， 有幽
默， 有睿智， 有担当， 有胸怀。 还有
比这更有味道的生活吗？

把日子过成段子
□朱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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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匿名名信信
□吴丽英

县纪检委打来电话， 说有人匿名
举报你局开支混乱， 尤其业务招待费
方面，漏洞很大，希望你们自查自纠。

郝局干脆回话说， 请上级派人来
查好啦！

工作组查了三天， 结果如郝局所
说， 没有虚报冒领， 也没突破限额。

无风不起浪， 偏偏有人要兴风作
浪。 郝局愤懑不已。

常务副局长小李点头称是， 那人
目的没达到， 肯定会继续捏造事实。

果不其然 ， 又有匿名举报信出
笼， 这次矛头直指郝局， 说他某月某
日在天外天酒家为老爸祝寿， 把饭账
报销了。

工作组再次来人 ， 并到酒家查
询， 证实那天中午， 局里确实在那家
酒店招待过外地客户一行人， 会计凭
证里有这笔账单， 389元。 郝局为老
爸祝寿是傍晚， 账单是260元， 会计
凭证里找不到这笔手续。

郝局说他和弟弟AA制把这顿饭
钱给分摊了。

或许， 举报者清楚那天郝局为老
爸祝寿， 并有饭账报销， 却不清楚招
待外地客户一事？

县长听闻后， 在一次三级干部会
上， 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 末了说，
没想到， 查账， 竟查出一位两袖清风
的干部……

□贺辉长河落日（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