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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微小说

昨天中午，老张找到了我：“老弟，咱俩认
识这么多年，哥再难也没麻烦过你是吧？”

我说：“是的，相识七八年了，你还真没麻烦
过我。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老张说：“我想借你的衣服和办公室用几天。”
我听老张这样说，感到非常奇怪：“你一

个在外打工的单身汉，借我的办公室和衣服
做什么？”

老张说：“是这样的：十五年前，我资助过黑
龙江孙吴县的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四年大学
毕业后，我又资助他去美国留学三年……”

我更觉奇怪：“在国内上大学四年只需要
七八万还好说，可是，一个人到美国留学，三
年至少得一百万吧，你怎么能做得到？”

老张说：“是啊！资助这孩子上学那七
年，为了筹钱，我不但每天要打三四份工，而
且借遍了所有亲朋好友，甚至还卖过二十多
次血。我当年借的钱到现在仍有二十多万没
还清呢……”

我问老张：“你这么拼命才弄到的钱，那
孩子却用来去美国留学，他能心安理得吗？”

老张说：“这孩子还是非常懂事的。从资
助他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叫我爸爸。在国内上
大学的时候就多次说来看望我，但我们菏泽市
牡丹区离黑龙江孙吴县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孩
子也一直没来得了。出国前，这孩子还问我有
没有他出国留学所需要的这笔钱，我对他说我
是一位小老板，拿这笔钱没问题……”

我很不明白：“可是，你明明是个农民工，
为什么却非对孩子说你是大老板呢？”

老张说：“我这样做就是想让孩子能心安
理得地接受我的帮助而不用背上太大的心理
包袱啊！不过，这孩子也确实很争气，在美国
完成学业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听说这八年
他在美国混得很好，己成了美国一家跨国大
公司的高管……刚刚孩子说他现在已在经飞
机上，明天一早就能赶到这儿看我……”

第二天一早，我在办公室陪同老张迎接
他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儿子。父子见面后，
儿子看到老张衣冠楚楚的样子，惊讶地说：

“爸，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感觉您是一位竭尽
全力帮助我的农民工，真没想到您还真的是
一位大老板！这次回来，我带
来了一百万美金，本来是想让
您养老用的，但现在看
来，您也用不着了，那我
就接过您的接力棒，用
这一百万美元资
助现在的贫困大
学生吧……”

接力棒
■蔡中锋

郭林高中毕业后没有考
上大学，回到老家黑水凼。

父亲说：没有考上大学也
没啥不得了，你愿意打工还是
做生意？

郭林笑了笑说：我愿意唱歌！
他从小喜欢唱歌，一心想

当歌手。但是，家里穷，从来
没有送他参加过专业培训，他
唱歌全是跟着电视学的。后
来有了盒带，他节衣缩食，买
了个旧录音机。他多想有个
MP3或是CD机，没钱，只能
心里想想。

郭林练歌的时候，是早上
六点到七点，在自己家屋后的
一片小树林。开始还有邻居
来听，三三俩俩的，后来就没
有人听。只有一个人没有走，
而且每听首歌都嘿嘿地笑，有
时还拍巴巴掌。

这可不是一般的听众，他是
黑水凼惟一的傻子，叫李华松。

李华松除了吃饭，下力，
其它一概不明白，就偏偏爱听
歌，而且百听不厌。

父亲问郭林，有人愿意听
你的歌吗？

郭林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并没有撤退，而是天天
仍然坚持练声。

伴随他的还有那个傻子。
郭林唱歌，李华松听歌，

成了黑水凼的经典笑话。于
是一村人把读过高中的郭林
也当成了傻子。

有一天，市电视台来黑水
凼找人，找的就是郭林。原来
市电视台要搞一个新栏目，叫

“农民歌手大比拼”，可是现在
农民学唱歌的并不多，因为他
们大多数在外地打工。

先是彩排，然后决定时
间，现场直播。这下黑水凼轰
动了，人们还真想不到郭林会
出人头地。

村里好多人也想去现场，但
是，郭林拒绝了他们来当亲友团，
点名只要李华松和他一道去。

这下，让全村人都愣了
眼，只能眼睁睁望着这两个异
人出门。

那天，郭林演唱的是首老
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声
情并茂，现场火爆，荣获当天
比赛的第一名。郭林接受记
者的现场采访。记者问道：你
是不是天天练歌？

郭林：是的，我喜欢唱歌。
记者：你练歌时有听众吗？
郭林愣了一下，实话实说

——开始还有很多人听，后来
就少了，再后来只有一个人听。

记者：一个什么样的人
呢？

郭林：我把他请来了，他
叫李华松。

郭林走过去把坐在观
众席上的李华松扯起来。
指给记者看：这就是我唯一
的听众。

郭林：他是傻子。但是，
他的耳朵并没有啥子毛病
呵。因为有了这个唯一的听
众，我才坚持下来。

郭林出名了，成了黑水凼
有名的业余歌手，当然也就不
愁挣钱了。有的是乐队请他，
有时一天要赶几场。

郭林永远也
没有忘记李
华松，时不时
地还请他
吃顿饭。

一个听众
■马卫

清晨挤公交，坐靠窗的位置，正好看街景。
下一站，一对中年夫妻慢吞吞地上了车。个

子娇小的女人，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拉着男人的
手腕。

“你们动作快一点嘛，大家都赶时间。”黑黑
的女司机白了中年夫妻一眼。

女人一边刷卡，一边陪着笑，“那是，那是，早
上的时间宝贵。”

车子开动的时候，男人一个趔趄，被撞到我
的座位这边。幸好女人在一边扶住，不然，男人
的头就和车窗玻璃碰上了。

“明天晚点出来，这趟车太挤了。”女人小声
责怪自己。

“好吧，反正顾客也是9点以后才来。”男人
回答，很温和。

我忍不住看了男人一眼，发现他的眼球深
陷。男人居然是盲人。

“大哥，你来坐。”我赶紧站起来。
“谢谢，谢谢了。”女人欢喜地扶男人坐下。
女人站在男人座位后，两人一路小声说着

话，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原来，他们是开盲人按
摩店的，按摩店在胜利西路，离我的工作室不远。

忙到下班时，感到颈椎腰椎不舒服，头也昏
昏沉沉。唉，要去按摩一下才行。想起早上在公
交车上碰到的盲人夫妻，我径自去了。

谢谢按摩店，这名字好有创意，一看就让人
感到亲切和温馨。按摩店不大，只有十来个平
米，中间摆放着两张小床，简洁干净。女人和男
人都穿的白大褂，戴着口罩，女人一下认出了我，
对我很是热情。

趴到按摩床上，男人摸了摸我的颈椎和腰
椎，惋惜地说，“椎体有点变形，你这是坐出来的
病。”

“嗯，我几乎天天坐在电脑前。”我点点头。
“你们这店名，请谁取的，花了多少钱？”

“没请人，没花钱，自己取的，这是我们的
姓。”坐在一边的女人，有些骄傲地回答。

“你们都姓谢？”
“是呀，我叫谢月仙，他叫谢正波。”
我这句话，打开了谢月仙的话匣子。谢月仙

和谢正波是农村出来的，谢月仙当过服务员，卖
过水果、小菜，还当过保姆和钟点工。后来在居
委会的帮助下，谢正波学会了按摩，租门面开了
这家小小的按摩店。为了照顾谢正波，谢月仙也
转行学了按摩。夫唱妇随，技术过硬，按摩店收
入还可以。如今，17岁的儿子在一中读高二，他
们还按揭了一套房。

“谢大哥的眼睛。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性
的？”我轻轻地问帮我擦药酒的谢月仙。

谢月仙沉默了一下，小声说，“正波的眼睛是
17岁那年，被我哥哥用打鸟的气枪失手……”

谢正波接着谢月仙的话往下说，“眼睛瞎了，
天都塌了，当时，我完全不想活了。月仙来照顾
我，被她父母和哥哥打得一身是伤……”

我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些年，你们跟那个
哥哥，还有来往吗？”

“有，当然有来往。”谢月仙抢先说。
“这亲戚不走，就不亲热了。”谢正波接了一

句。
“你，就不恨她哥哥？”如果不是不方便，我真

想抬起头来，看看谢正波脸上的表
情。

“恨过，当时恨不得杀
了他。不过，现在不恨了，
早就不恨了。如果没有
他的过失，我也不会遇
到月仙。用一双眼睛
换一个好妻子，因祸
得福，我是赚了。”

谢谢按摩店
■海清涓

在闹市区，我做了一个试验，就是用自己
的行动，看看能不能聚集那些爱看热闹的
人。打定主意，我就开始实施。我蹲在一个
小广场上，在地上用提前准备好的粉笔，在地
上写下四个大字：请看热闹！之后，在四个大
字的周围，用粗线条画了几个围观的小人。

我刚蹲下写字时，就开始有三三两两的人
聚集过来了，等我把字写好后，开始一笔一划
的画人时，看热闹的人，已是里三层外三层了。

正在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还没来得及靠近我的人，也在一个劲儿地打听：

“怎么回事啊？”
“是啊，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要饭的吗？”
“是卖艺的？”
“是不是出了车祸了？”
……
他们边好奇地问着，边一个劲儿地往前

凑，甚至伸长脖子往里看，坐在广场远处的几
个上了年纪的人，起初还能在那里稳坐，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可是架不住往
这里聚集的人多啊，看着大家一个劲儿地往
这里跑，伸长脖子看，他们的好奇心一下子就
被勾引了出来，他们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向着
我所在的地方快步走来。

等到他们走到我身边时，看见蹲在地上的
我，和地上的那几个字，以及围着这几个字的
那些人，他们哈哈大笑，
我也止不住跟着笑了起
来，我知道我们笑着各
自发笑的原因……

看热闹
■路志宽

小王吃力地在体育场的跑道上
走圈，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从
他身边超过去。

小王努力地微笑着，在心里默
默地数着身边经过的人：“1个、2
个、3个……”当他数到300个的时
候，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全部浸
透，头发也是湿漉漉的，汗水顺着脸
和脖子不停的往下淌，这并没有影
响他坚持走下去的心情，虽然他才
走了2圈。

“还是歇会儿吧！”妻子心疼地
说。

“单位还等着我归队呢！我还
是得加强锻炼啊！”小王摇摇头说。

妻子拗不过他，只好陪着小王
继续走圈。

一个月后，小王走圈已经不用
妻子扶着了，妻子与他并肩走着。
可是，从他身边超过的人还是很多
很多，许多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热
情地向他打着招呼。

二个月后，小王走圈将妻子甩
在了后面，妻子吃力地跟着小王走
圈，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时，
能够超过小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了，每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朝他
竖起大拇指。

三个月后的一天，小王走圈已
经没有人超过他了。当他穿上消防
服准备去上班时，被人团团围住：

“王队长好！王队长英雄！”
原来，这个走圈的小王，是消防

队的队长，他在上次的大火中抢救
了很多人，自己却不幸截掉了一只
腿，他靠假肢重新站了起来……

早日归队
■孟凡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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