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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春雷

他乡遇故知
夏末秋初，走在村子里，丝瓜随

处可见的。只要你抬头，你的目光大
概率会与丝瓜相遇。可能是在菜园
的篱笆上、在一堵砖墙上、在屋脊上，
甚至是在电线杆上。它们泼辣辣地
铺展开来，染绿了所寄居的地方，花
朵是黄的，像是绿毯上特意点缀上去
的图案。丝瓜呢，从藤蔓上坠下来，
羞答答的，初见世面的样子。

村里谁家不种丝瓜呢。如果有
一家的院墙是空荡荡的，邻居们就会
纳闷，问：“哎，你家今年咋没种丝瓜
呢？”这家的主妇就会不好意思地解
释，丝瓜种出苗不好，或者是丝瓜苗
被鸡鸭给啄了，被羊啃了。邻居就
会立马说：“没事，吃我家的。”于是
不久后，第一茬丝瓜，就在竹篮里，
被邻居挎着送过来了。

说起来，丝瓜是最不让人操心

的瓜。只要找块空地，有可攀缘的
地方，挖个坑，浇点水，埋下种子，剩
下的，由泥土全权负责，甚至浇水都
不用，靠天喝水。然后，等待就好
了。丝瓜萌芽了，长出藤须来，不用
你引导，它自动往篱笆上、墙上攀
爬。它不屑于在地面与茄子、辣椒、
西红柿争占势力范围，而是将目标
定在了空中。

老家村委大院门前有根电线杆，
上面安放了一对大喇叭，每年都有丝
瓜顺着杆子爬上去，藤须都快要够到
喇叭了。丝瓜结在半路上，垂挂着，
在风中悠悠荡荡，像是和父母一起赶
路的孩子，半道上停下来，自个儿在
那儿荡秋千。太高了，种下丝瓜的人
不想费力搬着梯子摘下它们，就让它
们挂在那里。直到冬天来临，叶子落
掉，枯去的藤蔓还攀在线杆上，几只

丝瓜已经风干，窸窸窣窣，在风中摇
晃着，诉说着季节更替的故事。

关于丝瓜，还有件趣事，母亲说
七夕那天夜晚，在丝瓜藤下，能听到
牛郎织女窃窃私语说情话。我信了，
七夕晚上，藏身于丝瓜叶下，凝神谛
听，只听到草虫唧唧，腿上却收获了
几个包，那是蚊子对我的“亲吻”。

丝瓜好吃，炒鸡蛋、打汤、清炒、
炖豆腐，很多种吃法。那时，要吃丝
瓜，母亲就安排我去摘，矮的，踮起
脚来就能够到，高处的，搬来梯子，
拧下来，放进篮子里去，我很享受这
摘的过程，有收获感。

前几日，路经一个村庄，一堵砖
墙上全是丝瓜的领地。那些灿烂在
夕阳下的黄花，还有那垂挂的丝瓜，
让我无比亲切。此刻，它们是我在
他乡遇到的故知。

□何旭

城市雕塑师
花筒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在每一个霓
虹西安的清晨，
都 有 这 么 一 群
人，他们一只手

拿着馒头，另一只手端着稀粥，就着缓缓
升起的朝阳，干下了初晨的梦想。

当建筑工地的大铁门打开时，一瞬间
就热闹起来：各种发动机的轰鸣响起、悬
于塔吊大臂转起、开工吆喝声一阵阵传
来。吃完早餐的那一群人，开始戴上黄色
的安全帽，穿上印着标志的工作服，用布
满老茧的双手摩挲着锤子、扎丝、扳手、焊
机……然后整个工地开始沸腾，承载起一
个城市的骨架。

中午，还是这么一群人，和着满脸的
灰尘，用黢黑的双手，蹲在低矮的工棚
边，一口口扒着廉价的盒饭，慢慢地扒出
一片希望。总有一起吃饭的夫妻，留着
仅存的肉丝，相互放到对方的碗里，温暖
了城市一隅。饭后，他们继续顶着毒辣
的太阳，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与钢筋水
泥、砖块瓷砖对话，任凭炙热的阳光抽打
着他们黝黑的皮肤。

当夜幕降临，还是这么一群人，他们
披着星星，戴着月亮做着一些零星的散
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我们看到，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通过他们的双手，一
天天矗立起来，一个个靓丽的样板工程，在
他们的肩膀上筑成。他们骄傲地对他们的
子女说：“看，这栋楼就是爸爸做的！”

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农
民工，也叫建筑工人，更是中国工匠，他
们用淳朴的心灵、勤劳的双手、乐观的心
态，镌刻着一座座艺术品，让城市的骨骼
更加坚硬。

近年来，社会上涌现的最美警察、最
美快递员、最美医护人员……让我们无比
的感动。但是，有这样一群建筑工人，他
们没有鲜明的个性，只有朴实的外表；没
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
添砖加瓦，既不像售票员、环卫工人、骑手
等职业频繁地出现在群众的视线里，又不
像军人、医生、教师经常性地出现在媒体
上，他们只是建筑行业数以万计的一分
子。一身黄色衣、一顶安全帽，满脸灰尘，
满手泥灰，就是他们的原生态形象。

他们美不美？环境的恶劣，他们从不
抱怨，在污水泥浆的工地里耕耘，按时按
质完成每一项任务，让凝固的音乐，谱写
着城乡大建设的乐章。他们美不美？在
狂风中，在烈日里，在暴雨中，他们提着
沙石、扛着钢筋，坚强地战斗在吊塔上、
棚架下，他们用一砖一瓦，铸就成一幅坚
固的画面，他们是幸福的最初缔造者。

他们美不美？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建
筑，把青春融进水泥沙石，像钢钉一样默
默无闻、无怨无悔。他们常对人说：“这
活总得有人干！”

夕阳西下，高楼大厦如诗如画，只有
懂的人，才能够领略和顿悟最美最初的真
正含义。我要向每一位建筑工人说一声

“谢谢你们，城市雕塑师”！

□采薇

圈子里的秘密

生感悟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我们的生活被不同的人分割成不同
的圈子，你有你的圈子，我也有我的圈
子。圈子和圈子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边
界和规则，如果与圈子里的人不具有共同
点，就无法理解这种边界和规则，更遑论
加入圈子了。

小雅是公司新来的人事助理，报到第
一天，经理就叮嘱她，人事工作是一门技术
活，做好工作的前提是处理好人际关系。
小雅牢牢记住经理的话，一门心思地想着
和同事搞好关系。但凡遇到同事一起聊
天，无论什么话题她都要参与进去聊两
句。一开始大家都很愿意和她聊天，但一
段时间之后，同事们都开始不耐烦，和她的
聊天也慢慢变成了敷衍。

某天午饭时间，公司的几个业务员聚
在茶水间聊起当下一款热门的对战类竞技
网游，什么走位、操作、战术、C位等词一个
个蹦入小雅的耳朵里，小雅似乎在网上看

过，却完全不懂这些词的意思。但看到同
事们谈笑风生，小雅又凑了上去，硬生生地
打断同事的话，开始和大家聊。

她先是表达了她对游戏的喜欢，虽然
同事问她在游戏里喜欢玩哪个位置的时候
她有些结巴，但总算是应付了过去。但当
同事开始吐槽游戏中遇到不靠谱的队友有
多气愤时，小雅却说，因为她是女生，打游
戏的时候队友都会让着她，不但好东西都
会让给她，有危险还会挡在自己前面。

此言一出，就像炸开了一个冰窖，气氛
立刻降到冰点，没有人再接话，几位同事的
脸上满是诧异。小雅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
么，被这种气氛吓住。良久，小雅堆上满脸
笑容，正准备开口，却发现同事们纷纷默契
地起身，离开了茶水间。

小雅追出去，拉住走在最后的女同事
询问原因，女同事有些无奈地告诉她，玩游
戏的都想赢，队友和她不存在竞争关系，根

本不会让着她。而且在这种竞技网游里，
资源都集中在输出最高的玩家身上，就是
为了最后带领队伍走向胜利。没有人会以

“自己是个女生”为由要求特殊照顾，毕竟，
女生玩游戏也想赢。小雅刚才的话漏洞百
出不说，还犯了玩游戏的大忌讳——自己
不负责任，也降低了队友的游戏体验。

小雅觉得自己很无辜，这些她都不懂
啊。女同事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不懂的
话可以不说，不是你的圈子就不要硬往里
挤，免得被别人看轻，让自己难堪，想想都
觉得尴尬。

小雅的故事只不过是生活百态的一个
缩影，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
都多多少少发生过一些强行加入别人圈子
的尴尬事件，有时候连自己也意识不到。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人早在几千年
前就总结出了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人的
一生会认识很多人，经历很多事，面对陌

生的圈子，有好奇心在所难免，这种好奇
心会促使我们想进入别人的圈子一探究
竟。可是当我们接近时，就会发现自己无
论如何都挤不进那个圈子，那些我们认为
有效的方法在别人眼里可能都变成了笑
话。在这样的拉扯中，我们能收获的，除
了更多的疑问和不愉快，什么也没有。

所以，何必呢？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错，和圈子里

的单独个体相处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圈
子有它自己的边界和规则，一味好奇，使
蛮力想要突破这种边界和规则，注定不会
得到好结果。

世界很大，圈子很多。不刻意合群，
是给别人留空间，也是给自己留余地。与
其往不适合自己的圈子里硬挤，不如留
点时间修炼自
己，让圈子主动
来找你。

□张瑜

拳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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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才

走进微信“朋友圈”
自从有了微信这个线上交流平台，

不仅朋友间相互传递信息大为方便，还
可以在“朋友圈”转发美文、美图、美景，
记录孩子成长的足迹，记述生活的点滴，
抒发日常的感慨，展示兴趣与专长，分享
收获与喜悦。闲暇时浏览一下“朋友
圈”，便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拓展
了自己的视野，仿佛自己也去过了那些
景点、赏到了那些美景，感受到了朋友的
喜怒哀乐。兴许，这正是“朋友”二字的
应有之义。

可不知何时，“朋友圈”里的朋友不再
晒自己的朋友圈了，有的发得越来越少，
有的干脆不发，有的只展示一个月或者
三天的朋友圈，其实这展示三天时间的
朋友圈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

（她）本来就很久才发一条朋友圈。还有
不少朋友索性将自己的“朋友圈”关闭，
点开他的“朋友圈”，只能看到一条冰冰
冷冷的直线，像一堵墙横在你的面前，
挡住了你和朋友的交流；像一层隔膜，
拉开了你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这样的

“朋友”到底算不算朋友？我看是要打
个问号的，如此“友情”恐怕是打了个折
扣，至少说明成色不足。

说到关闭“朋友圈”的朋友，想必是谨
慎有余、情趣不足吧，大概是出于“防人之
心不可无”的心理。其实，圈里的朋友普通
人居多，相信绝大多数都是与人为善的，并
没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大可不必过于谨
慎，既然是朋友，交流展示一下未尝不可。
独饮不如众饮，独乐不如众乐，美景、美图、

美文不妨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锦衣夜行”
岂不白白浪费？

有天偶然翻到一位已故朋友的“朋友
圈”，是截止到三年前。出于对这位朋友
的追忆和缅怀，出于对友谊的珍视，我仔
细浏览了一遍他的“朋友圈”，有他读过的
好文章，有他赞赏的精彩评论，有他与同
事们的互动调侃，也有他成长中一些有纪
念意义的节点……看着他的“朋友圈”，如
同这个朋友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是那
么亲切、那么熟悉、那么美好，过去的一切
近在眼前。

我忽然觉得，原来“朋友圈”有如此重
要的意义，能让我重新拾起对一个人的记
忆，不至于把这个人从自己的记忆里彻底
遗忘。记不清是哪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

说过，大意是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肉
体生命的消失；第二次是亲朋好友的忘
却；第三次是当所有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人
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了，这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彻底的死亡。不知为何，我忽然有
一种莫名的悲伤，悲伤人生的短暂、生命
的脆弱，悲伤我们对此的无可奈何。但
我们至少可以尽可能地在记忆里多些时
间留存熟悉的人和事，多些时间留存曾
经的美好、曾经的感动，不要那么快忘
却，我觉得这是我们之所以为人，之所以
称得上高级动物、感情动物的起码属性，
是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区别。

那位已故朋友的微信，我不会删去、
不忍心删去、不舍得删去。这样，他的

“朋友圈”我就能一直看到。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
杨
宝
江

回
家
看
娘

老家距县城百余里。
胡安开着新买的“海马”，听着歌儿

很快回到群山环绕的老家。
以前，胡安每个周末骑着摩托车都

要铁定回老家看娘的。村里人常常竖
起大拇指，夸他们夫妇有孝心。

每次，胡安娘见到儿子带着媳妇和
孙子，笑纹便爬满慈祥的脸庞。

“娘。”胡安媳妇总是甜甜地叫着。
有时也说句：“俺们回的是不是太勤了。”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家呢。”胡安
娘总是喜得合不拢嘴。

和往常一样，胡安到家时，桌上已
摆满香喷喷的菜。

“娘。”胡安叫。
“娘。”媳妇也叫。声音轻柔得像两只小绵羊。
胡安娘嘴里“哎，哎”地应着，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乐滋滋

地为儿子儿媳摆上碗筷。
“今天吃完晚饭再走吧？”吃完午饭胡安娘边收拾碗筷

边说。
以前一吃完午饭，胡安便将娘为他准备的鸡蛋、蔬菜和瓜

果绑在摩托车上，急匆匆地返城。
“坐会儿就走。”胡安说着。突然发现柜子上多了一样东

西。便问：“您买电视机了？”
胡安盯着柜子上的电视机，才想起娘的电视机两年前

已坏了。
“镇上新开一家旧电器销售点，我前天去买的。”胡安娘

说。“晚上看看打发时间。”
“多少钱买的？”胡安好奇地站起身。
“一百八十元。”胡安娘仍沉浸在甜蜜中。“效果还可以呢。”
胡安拿起遥控器时，突然怔住了。遥控器后壳上“好好学

习”四个歪歪斜斜的字映入眼帘，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儿子六岁
那年用红色记号笔写的。

胡安咬咬嘴唇，瞟了一眼正专心玩手机的妻子。他想起
妻子两个月前曾告诉过他：那台放在杂物间的旧电视当废品
卖了二十元。

我说的拳谱，不是什么“葵花宝典”和“打狗棒法”之类的武
功秘籍，而是行令猜拳的路数。

说起喝酒划拳，这讲究可多了。最重要的是开拳，所谓开
拳，指的是第一嗓子的喊法。那是要讲礼数的。如果是平辈之
间挑战，没说的，哥俩好开拳，以示友谊。如果和长辈开拳，要
喊四或六，以示尊重。还有些特殊的划法，比如“螃蟹拳”，是按
照一定的音律唱着开始的。两人指头一伸，唱道：“一只螃蟹八
呀八只脚，两只眼睛身背一张壳，夹呀嘛夹得紧，甩呀嘛甩不
脱，七个巧呀（六六顺呀），有酒你来喝（有酒你不喝）。”要是都
没有赢，就成了“咱都不喝”。第二拳就唱成了：“两只螃蟹一十
六只脚……”以此类推，谁要是喊错了数字是要罚酒的。当然，
这种拳路一般都是在最后高潮阶段，作为压轴戏才上演的。我
真佩服发明这个拳法的人，在那个文化娱乐活动苍白的年代，
为黄土地上的汉子们创造出这样的拳谱，给这片荒凉而又沉寂
的土地，带来一丝热闹的气息。

开拳后，以第一个喊的数字为准，后面的都是续子，也叫
“咂子”。这咂子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

村子里咂子念得有特点的就数八叔了。八叔是个识文断
字的人。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村上给队长送的报纸他抽空都要
去瞅瞅。这一看，八叔的咂子就有了新噱头，什么一抓就灵、五
星红旗等等，都从他嘴里跑了出来，成为他制胜的法宝。因为
跟他划拳的人心思往往都在他的咂子上了，光听他满嘴的新
鲜，这指头就使唤不灵了。那天，被八叔的咂子弄得晕头转向
的狗剩子喝急了，指着八叔的鼻子骂道：“你老家伙再这样喊，
小心我明儿个向队长告你污蔑大好形势。”

八叔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你狗日的赢不过人就
胡扣帽子哩！你成天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广播，不懂政策还在
这儿胡咧咧。我喊这东西是宣传大好形势哩。不要说你告到
队长那儿，就是告到县里我也不怕。”

狗剩子原本想拿大话吓唬一下八叔，想不到这老家伙比自
己还理直气壮，便讪讪地说：“我不跟你抬杠了，你想叫啥就叫
啥，赢了算数。”八叔盛气凌人地说：“就——是嘛。”他把那个

“就”字音拉得很长，仿佛给旁边的人留下思考他话语的空间，
让人琢磨他的傲慢和得意。那天晌午，村子的上空，飘荡着一
阵阵声嘶力竭的声音。

受八叔的影响，村里的后辈们也把平时生活中的句子移植
上了酒桌子。那年，毛三当了村主任。计划生育把小伙子弄得
焦头烂额，眼睛整天盯着那几个生完一胎的媳妇肚子，生怕谁
一不小心给自己惹麻烦。于是他便把这种情绪带到了酒桌
上。那天和镇上管计划生育的镇长喝酒时，毛三嘴里什么“一
胎上环”“二胎结扎”，把几个镇干部逗得前仰后合。说是你看
人家毛村主任对工作多有责任心，喝酒还念叨正事哩。等送走
镇干部，文书过来说：“毛村主任，你今儿个可给咱村上把面子
挣了。”毛三眼睛一瞪，打了个酒嗝，喷出一股难闻的酒气。骂
道：“挣个屁，我有个啥办法哩。”

后来那几年，电视上每天都是飞来飞去的大侠，什么“六脉
神剑”“九阴真经”之类的武功，天天拽着大家的眼睛。于是这些
武功名词也成了大家喝酒的咂子，还真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

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划拳了，兴起了一种摇骰子的玩意，也
叫“吹牛”。两个人把骰子放进塑料杯子底下，看着自己的点数
喊叫数字，对上对方了算赢，点数不够或多出了算输。一个骰
子能玩，三个五个也能耍，花样繁
复。不过，看似文雅的摇骰子，缺少
了划拳的那种豪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