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友情怀

你你是是人人间间四四月月天天

较真儿师傅和犟嘴徒弟

老魏爱较真儿， 有说他吹毛
求疵， 有说他完美主义， 做啥事
都想尽善尽美。

老魏名叫魏传勇， 半年前新
收个大学生徒弟 。 徒弟叫熊宝
明， 去年新分配的大学生。

老魏的工作是紧固交叉杆螺
栓， 紧固扳手还是电动扳手， 扭
矩 力 达 到 一 定 时 候 就 自 然 停
止了， 然后就用冲子掰开止耳，
再砸， 让对角止耳密贴螺栓侧平
面上， 防止运动中的交叉杆松动
脱落。

就这工作， 犟嘴徒弟能看上

眼吗？ 按说徒弟就犟嘴一毛病，
其余都是好徒弟 ， 给师傅打开
水， 帮着师傅整理工具， 完工了
清理场地等等， 师傅的事儿， 徒
弟没少做。

徒弟熊宝明瞧不起这岗， 说
这活儿没技术含量， 说得师傅老
魏很恼火， 干了大半辈子了， 让
徒弟的一句话， 功劳没了。 为这
事 ， 爱较真儿的老魏却大度起
来， 搁在心里并没说徒弟。

较真儿的老魏哪点都能看上
他， 就这对工作的态度， 跟老魏
年轻时一模一样 ， 一个 “马大

哈”， 无所谓， 不在乎， 经常被
老魏抓了现形。

“过来！ 过来！ 要是我当工
长呀 ， 让你月月拿不回工资 ！”
老魏对待工作， 说徒弟不客气，
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

“不就是一个止耳嘛！ 差不
多得了， 三重防松， 还差一层了
吗？” 徒弟熊宝明说的三重防松，
其中最主要的是胶垫防松， 其次
是止耳， 分成内外两个方向， 外
面的方向需要人工密贴。

“差一点也不行！” 老魏一瞪
眼， 来了脾气。

徒弟看师傅动了真气， 溜溜
地去重新砸靠止耳。

老魏说， 小事不小， 所有的
事故都是因为 “小” 而引起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 不以善小而不
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 你说小事 “小” 吗？

徒弟终于打心眼儿里服了
气， 眼前的 “大老粗” 竟然还能
讲出这么细的道理来。

可熊宝明这毛病不是说改就
能改的， 一天， 两天……整整让
老魏 “监管” 了半年， 终于服服
帖帖的了 ， 徒弟对待工作认真
了 ， 老魏心里高兴了 ， 对徒弟
说， 小工作要大认真， 止耳不起
眼儿却关乎车辆的运行安全。

徒弟频频点头。

□朱宜尧 文/图

■图片故事

□韩星星 文/图

店主是一对盲人夫妇， 年纪
不大， 腼腆， 说话总低着头。

男人木讷， 表情干枯。 女人
温和， 说话带笑。 若不细看， 他
们和常人无异 。 只是那空洞的
眼， 成为最显眼的 “败笔”。 每
次去按摩， 我的注意力都忍不住
落在他们眼上， 然后悲悯地想着
儿时背诵的 《千字文》： 天地玄
黄， 宇宙洪荒……

在这个声色世界， 他们只是
旁观者， 或者局外人。

他们很少外出， 八十多平方
米的按摩室 ， 就是他们的全世
界。 似乎， 只有在这里， 他们才
敢抬起头， 为人认可、 尊重。 一
旦出去， 他们就在别人眼里走了
样 ， 或鄙夷或怜悯地被称为瞎
子、 盲人。 他们也在这种悲悯的
提醒中， 记住了自己不是正常人
的标签。

幸好， 他们还有彼此， 可以
依赖、 托付。 男人工作时， 女人
递茶水， 给男人擦汗； 女人工作
时 ， 男人在一旁弹奏 《致爱丽
丝》 《月光》 ……这就是举案齐
眉吧！ 虽然他们看不见。

那次，男人问我：阳光是啥样
的？我说：就像恋爱的样子。他问：
那月光呢？ 我说： 就像婚姻的样
子。他憨憨地笑了，沉浸在浩瀚的
幸福里。我忽地感到，他的世界很
璀璨。爱情是盲目的，幸福就是他
闭上眼所见的样子。

想起顾城的 《一代人》： 黑
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
寻找光明。

我读给他听， 他笑了？ 女人
说： 小样！ 当初追我时， 他就这
样表白的。 男人讪笑： 今天早上

还说呢， 我打趣道： 两句诗就追
上了！ 女人的脸刷地红了： 他心
眼多着呢……我从没想过， 即使
是盲人， 也可以有一场明亮的爱
情， 一生一世刻骨铭心。

他们是特校同学， 也是按摩
课搭档。 他总是按错穴位， 她只
得陪他加练。

她说他笨， 他说她的穴位与
众不同。 她笑： 怪不得 “白天不
懂夜的黑”。

这次轮到他脸红了， 仿佛回
到过去， 站在她宿舍前没完没了
地唱 ： 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
换， 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 我们
仍坚持等在原地， 把彼此站成两
个世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
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对男人说， 有空带她到外
面走走 ， 她 “懂得 ” ， 你 “珍
惜 ”， 如若两人站成一个世界 ，

会容易让你的夜染黑她的白。 我
向他们推荐毕飞宇的 《推拿 》，
让他们 “看看” 其他 “人” 的生
活。 这个世界就这样———既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 ， 也不是你 “看
到” 的那样， 而是你现在生活的
样子。

后来， 经常在梦蝶广场碰到
他们， 十指环扣， 神采飞扬。 上
天很公平。 他们看不见， 所以彼
此永远是最初心动的模样； 他们
走得很慢， 所以一辈子比任何人
的都长； 他们被喧哗忽视， 所以
能安静地 “死生契阔 ， 与子成
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林徽因说： “你是一树一树
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
你是爱， 是暖， 是诗的一篇； 你
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一句 “爱
的赞颂”， 温暖、 缱绻， 正适合
他们耳鬓厮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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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但愿无事常相见
□高中梅

蔡澜与金庸、倪匡、黄霑并
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同时也
是著名电影人、作家、美食家。
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蔡澜
的文字。我手中正读的这本《江
湖老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3月第1版），是蔡澜的最新著
作。 江湖真性情，老友少年狂。
香江文化名人，嬉笑怒骂，尽在
蔡澜笔下。

年过古稀的蔡澜， 依旧是
鹤发童颜 、 肤嫩心宽 。 他常
说 ， 人生的一大乐事就是交
友 。 全书开篇就引了金庸的
话： “我和蔡澜对一些事情的
看法都很相同 。 只是对于吃
的， 他叫的东西我一点也吃不
惯。” 除了金庸， 还有耳熟能
详的名家， 如黄霑、 黄永玉、
丁雄泉 、 张彻 、 胡金铨 、 古
龙、 成龙、 吴宇森……写的都
是蔡澜与各种老友交往的故
事 。 所选都是短小精悍的文
章， 可以唰唰唰翻得飞快， 但
在看的同时， 会不自觉地去思
考他的生活， 同时也反思自己
周遭的生活。 阅读的时候， 会
感到蔡澜不玩弄词藻， 不故弄
玄虚， 文字摇曳多姿， 妙趣横
生， 看似随意， 实则都是阅历
积淀的人生真知。

蔡澜见识广博，懂的很多，
人情通达并善于思考。 他的交
友也流露了其人生智慧， 如他
写给亦舒的信中， 讲了这么一
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到台北
古龙家中做客， 刚是他最意气
风发的时候， 古龙说：‘我写什
么文字，出版商都接受：有一个
父亲，有一个母亲，生了四个女
儿，嫁给四个老公，就能卖钱。’
返港后遇查先生， 把这件事告
诉他， 查先生笑眯眯地：‘我也
能写： 有一个父亲， 有一个母
亲，生了四个女儿，嫁给五个老
公。 ’‘为什么四个女儿嫁五个
老公？ ’在座的人即刻问。 这就
是叫做文章！ ”读后豁然开朗，
这就是畅销小说，这就是金庸。

蔡澜的文笔， 典雅流利 ，
寥寥几笔， 就能把人物刻画地
生动传神。 如他写金庸吃饱了
饭， 大家闲聊时， 金庸先生有
些小动作很独特。 “他常用食
指和中指各插上支牙签， 当是
踩高跷一样一步步行走。” 又
如对古龙 ， 蔡澜这么写道 ：
“古龙喝酒是一杯杯往喉咙中
倒进去。 是名副其实地 ‘倒’。

不经口腔， 直入肠胃。 这一来
当然醉， 而大醉之后醒来， 通
常不在杨柳岸， 也没有晓风残
月， 就是感到头大五六倍。 他
的头本来就很大， 不必靠酒来
帮忙。” 在这些玩笑背后， 也
许只有知己才明白高手酒醒时
的寂寞。

蔡澜的书， 并没有多么华
丽的词藻，也没有过分的修饰，
最大的感觉就是真实， 让人没
有压力，身临其境，能站在他的
视角审视一切。诸如，蔡澜写黄
永玉在任何逆境之下， 都能优
哉游哉地生存下去； 还写黄永
玉爱给自己的画题跋， 黄的跋
就像诗人的短章， 或是一篇很
精简的散文，也是他的语录。时
常很有哲学味道， 多数诙谐幽
默，坦荡胸襟。 意味深长的有：
“世上写历史的永远是两个人，
秦始皇写一部 ， 孟姜女写一
部。 ”或且轻松地说：“郑板桥提
倡难得糊涂，其实，真糊涂是天
生的，学也学不会。假装的糊涂
却是很费神 ， 还不如别法为
好。 ”读后不禁惊叹于蔡澜的细
心发现。

金庸为 《江湖老友 》 写
序， 说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
人。 蔡澜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
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 尤其是
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
遇处之泰然， 若无其事。 不但
外表如此， 而且是真正的不萦
于怀， 一笑置之。 蔡澜的文章
天南海北， 三教九流， 什么都
写得鲜活生动， 妙不绝口， 令
人称奇， 也令人莞尔。 虽然都
是大白话， 却很耐读。 蔡澜也
是性情中人 ， 因为他不假道
学 ， 不假斯文 ， 就连金庸都
说 ： “我喜欢和蔡澜交友交
往 ， 更由于他一贯的潇洒自
若 。 好像令狐冲 、 段誉 、 郭
靖、 乔峰， 四个都是好人， 然
而我更喜欢和令狐冲大哥、 段
公子做朋友。”

读罢全书 ， 最让我欣赏
的， 就是蔡澜的交友态度。 像
他这样年纪的人中， 很少有他
那么想得开的； 在他那般成就
的人里， 很少有他活得世俗又
痛快的。 据说， 蔡澜的书房里
挂着一幅字， 上书 “但愿无事
常相见”， 这隐含着对朋友的
情谊， 令人受用不尽。 这也正
是我想给 《江湖老友》 说的：
但愿无事常相见！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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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蔡澜新书 《江湖老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