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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也许任何事物
都是复杂的、立体
的、多元的，简单粗
暴地判断，自然失之
偏颇。因为：态度决
定你的角度，立场钳
制你的立论，方法牵引你的方向。每天
都“逛”的朋友圈也同样如此。以积极而
不是消极的心态、以宽容而不是抵制的
立场、以发现但绝不是猎奇的眼光打量，
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有得来
全不费功夫的奇迹发生。

由于多年在高校宣传部门工作，自
从有了微信朋友圈，我便添加了校内校
外各种工作相关“朋友”，也就有了各种
各样的信息源。久而久之，朋友圈也成
了我的“数据库”与“材料站”。换言之，
只要善于发现、用心研究、有效利用，朋
友圈也蕴藏着生产力。

那是2014年9月开学后的一天中
午，午餐后躺在床上拿起手机“浏览”，突
然在一个辅导员刚刚更新的朋友圈里发
现一组“帅”图：分别身着海陆空三军戎
装的年轻军官，分三路纵队，走在气势恢
宏的西南大学一号门内小广场。文字说
明中一串感叹号，这个年轻的女辅导员
写到：“帅呆了，海陆空三军教官，令人心
跳脸红！”职业敏感告诉我，这又是一个
好的新闻点，于是翻身而起，打通学校负
责军训的同事电话。果然，这是第一次
在军训中由海陆空三军教官承训。

赶紧再次点开图片，发现像素不够，
赶紧联络这位辅导员，转而联系专门拍
照的职业摄影师，随后询问军训办：这些
军官来自哪儿，为什么今年起用海陆空
三军教官，大约多少人，他们整体年龄多
大，与往年比，今年军训有何不同……一
边走向办公室，一边再次问这个辅导员：
当时为什么会脸红心跳，学生们有什么

反应……采访完毕，坐在电脑前，《大学
军训惊现陆海空三军教官，女生尖叫“帅
呆了”》——一篇新闻通稿很快形成，转
给本市几家媒体。华龙网等很快刊发，
迅速被各大网站转发，一度上了新浪头
条。在《重庆晚报》工作的罗记者，本科
时是我的学生，打来电话，嗔怪我：“老
师，这么好的线索，怎么不给我？”我尴尬
而又气定神闲地说：“早就策划好了，你
可以由此展开，来一篇深度报道——‘那
些年，我们经过的军训’呀！”于是，一个
朋友圈发现的点，迅速连起了一条线，波
及一个面：我国大学生军训始于哪年？
第一届军训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回忆？哪
年开始全国统一着装？哪年开始学生要
学打枪、拼刺杀、练军体拳的？在大学生
眼里，当代最可爱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
风采？……我和记者通过微信，迅速在
重庆几所高校间网络采访，第二天，晚报
以整版篇幅报道大学生军训故事。这，
就是朋友圈蕴藏的生产力！

“互联网+”时代，从某个角度讲，人
人都是媒体人。从朋友圈发现新闻线索
与新闻现场，发现新闻背后的故事，真是

“事半功倍”。再比如，这几年，我所在的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走出了世界羽毛球
冠军、北京奥运羽毛球亚军张亚雯，走出
了中国“跳水一姐”、奥运冠军、重庆女孩
施廷懋，以及跆拳道冠军赵帅等，体育健
儿随时都在国际国内赛事摘金夺银。这
些信息，其实最早来自比赛现场的领队、
教练或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
是我的微信好友。他们会抑制不住兴奋
地、比记者更快地将比赛情况发在朋友
圈，我总是第一时间——有时甚至是深
夜——掌握了新闻线索，随即聊天补充

材料，一篇篇新闻稿就这样迅速见报。
学校的体育竞赛影响力也随着媒介传播
日渐提升，连续三年进入人民网发布的
高校体育竞赛榜的前十强。我想，除了
运动员、教练员的汗水，没流汗的朋友圈
也功不可没。

朋友圈是个人的，但又是公开的。
一个点连缀成一条线，几条线连成一个
面，几个面组成一个“体”。线上线下的

“生产关系”交织融合，迅速扩散，多元化
的产品也就这样诞生并辐射开来。逆向
思维去审视，朋友圈也可以看出“圈主”
也就是“作者”的思想素质、传媒素养以
及文化水准、道德情操等等，这样一来，
朋友圈还可以成为考察一个人的好窗
口。前面提到的那个辅导员，经常晒出
暗含新闻点的新闻现场图片或文字，也
会原创或转发一些当下热点新闻的分析
与解读文章，表现出不错的新闻宣传素
养和文字功夫。所以，当我所在的宣传
部新闻科科长调离而缺岗时，第一时间
我就想到了她，并推介给领导，大家一
议，都觉得合适。这位辅导员被提拔为
新闻科长，一年后，由于工作出色再次获
得提拔，而今已是校内一个学院分管学
生工作的副书记。

所以，我还想说，互联网时代，人才
发现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不要担心被埋
没，谁也不可能真正被埋没。是金子总
会发光，即使在自媒体的大海上，真金也
会在波光流动中、扩散中自我发光。善
待自己的朋友圈，真诚地维护好自己的
朋友圈，建设好有品位的朋友圈，总有目
光会发现你，点赞你，赏识你，为你而喝
彩，为你而感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隔壁孙嫂一到天黑就打骂孩子：“你眼
皮子长得很哪——赶快去洗脸洗脚，看你
明天起得了床？！”过了十余分钟，又听见打
骂：“你眼皮子长——剩汤剩水都要看完了
才睡觉，关电视关电视！”

那时电视新闻刚开始，画面里记者正
在暗访一食品黑加工厂，节奏紧张，正义凛
然。左邻右舍听见这训斥声都频频摇头。
旋即，孙嫂的叫骂声又起来，“你眼皮子长
得很哪——刷牙都要刷半年，万人都要睡
着了！”

大呼小叫般的“眼皮子长”一直持续一
两小时才渐渐停歇。大院里的人琢磨这孙
嫂家的孩子终于去睡觉了吧，累得这当妈
的不易。但好事者发现，吼了一晚的“眼皮
子长”孙嫂家，灯光过了12点还没熄掉。

“养了这个不中用的儿子，把我的眼皮
子也拖长了。”第二天孙嫂红着眼睛去菜市
场，呵欠连天。

孙嫂的丈夫常年在外做生意，管教
孩子的重担实打实地落在她身上。不到
40岁自己就办理了提前退休，开始了全
职家庭主妇的生活。孙嫂一心一意扑在
孩子身上，望其成龙。哪知儿子越大越
不好管教。

“不许在外过夜，10点钟前必须回家，
每周零花钱不超过100……”家规由父亲
制定，母亲监管，儿子执行。但是孙嫂家每
晚只得“眼皮子长得很哪——”一遍遍地督
促孩子，撕心裂肺，激荡山河，众人便知道
这儿子是没法管了。

眼皮子长在重庆方言里形容表示夜猫
子，熬夜的人。眼皮一闭自然就睡了，可是
有的人眼皮子长得合不拢，自然就不眠
了。这景象很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无限延
长，就是看不到交汇的那一点。说一声“眼
皮子长”，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意味。

说这话的人，通常带怨气，带怒气，一
个“长”字喊出了高潮。

眼皮子有多长？可以和黑夜一样长。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不舍昼夜，都是眼皮
子长的人的标签。

为什么重庆人爱用眼皮子长来形容老
不睡觉的人？大概是，偏僻山地里，无它心
思，日月山川皆可入我之境。人们对日常
生活中的感受于是更多地与自然相连。山
高水长，是景观，也是情感，也可以是人的
形体容貌。眼皮子长，与山高水长同出一
意。这是言辞最原始的表达，也是天人合
一最质朴的抒发。

对于用眼皮来描述世间人情的，古代
也有。在清代话本《绿野仙踪》中，没落人
金不换时来运转，受人恩惠得了二百两银
子，便买了七八十亩地，又租了人家几十亩
地，添了两个牲口。次年开春，雇了个人帮
忙，自己也去田地里耕耘播种。早出晚归，
天道酬勤，当年即丰收。作者站出来说“世
人眼皮最薄”，见到金不换有钱了，城里城
外人，都争先恐后地要来与他攀亲事。

眼皮薄，在这里指努力迎奉。因为见
不得别人有钱，便想沾沾好处。那么相对
应的就有眼皮厚，那就是对人爱理不理，不
轻易把谁看在眼里。

在普通话里，有“眼色”一词，类似于察
言观色，看人下菜之意。“眼”是人情世故的
万花筒，作为心灵的窗户，它敞露了太多的
信息。

相比起来，还是重庆人本真，没有在
“眼皮子长”一词里，放入世故。

（作者单位：《红岩》杂志社）

善待自己的朋友圈，真诚地维护好自己的朋友圈，建设好有品位的朋友圈，总有
目光会发现你，点赞你，赏识你，为你而喝彩，为你而感动。

朋友圈蕴藏生产力
郑劲松

眼皮子有多长？可以和黑夜一样长。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不舍昼夜，都是眼皮
子长的人的标签。

眼皮子长
强雯

在他望着我的深沉目光里，我一瞬间回到了小时
候那张黑漆漆的老木桌前，那时我爸也是这样，用怜爱
的目光望着我说：慢慢吃饱，锅里还有……

吃相
李晓

我爷爷去世36年了，他生前只留下
了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爷爷眼袋深
垂，眼窝深陷，胡须掩喉，目光幽冷。

遗憾的是那张爷爷留下的老照片，
在奶奶随我爸进城那年搞丢了。照片遗
落在荒野，但记忆却深植于心。我对爷
爷最深的一次记忆，是我13岁那年，从
村子里的小学放学回家，见爷爷正坐在
石门槛边咬着一个煮熟的红薯。沙地里
的红薯粉重，爷爷突然被哽在了喉咙，他
难受得咳嗽不停。抬起头，眼泪花花地
望着我。我陪爷爷坐下，给他捶背，他喘
着粗气说，刚从地里回来，肚子饿得慌，
吃快了，卡住了喉。一会儿后，我从屋里
出来，爷爷还拿着那半截红薯，喉头滚
动，还在缓缓吞咽着。爷爷这带着一股
子力的吃相，让我想起清贫岁月里的一
头老牛。我有次经过牛圈，看见老牛斜
躺在地，喉头鼓凸，正反刍着吃下的稻
草。老牛望着我的水汪汪眸子里，也如
盈满了泪光。

我的表姑父，5 年前患了重病住
院。我去看望，已气若游丝的他见我去
了，顿时回光返照般醒来，在我耳边蚊子
般低语：“我想喝点，绿、豆、稀、饭。”我去
外面给表姑父端来一小碗绿豆粥，他如
婴儿一般，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了一小半
碗就虚弱地躺下了。1个小时后，他瞳
孔放大不再有光，我替他合上了眼帘。

我老家乡场上的何老二是一个屠
夫，我看见他吃饭时系着一个积满油垢
的黢黑围腰，呼噜呼噜吃得很响，他的眼
珠子很大又凸出，常常通红，像是金鱼的
鼓眼。有次我坐在他身边，看何老二手
里捧一块骨头，他露出锋利的牙，没几下
就把一块排骨上的肉啃得精光。我想起
他拿着一把剔骨刀，把一头宰杀了的白
花花的肥猪翻过身来，一刀下去，就把一
块骨头从肉里麻利地剔出来了。何老二

的眼珠子很大，大概是职业熏陶出来
的。你想，常年把一头头嚎叫的猪按在
案板上，嘴里含着一把尖刀，能不凶点镇
得住场子么。去年我回到乡场上，房子
老了，何老二也老了，胡子花白，以前的
一双怒眉软软耷拉下来。我正看见他端
着一碗饭坐在门口慢慢地吞食着，脸上
有了星星点点的老年斑。何老二跟我叹
道，哎呀，这人上了岁数，早晨吃了，中午
还没消化呢。

胖子老刘，他长有一身肥浪滚滚的
白肉，干的是体力活，身体消耗大。他最
喜欢吃猪蹄子炖花生。我有次看见他端
着一大土碗蹄花儿炖花生，哧溜哧溜地
猛吞着肉，激动得双脚也在抖动。看这
刘胖子的吃相，就好比看一场斗牛比赛，
往往把颓废情绪的我，拉回到了天光朗
朗下风吹稻香的田野之上。

不过还有一些人吃饭，就比较沉默
了。比如独身的王老头，他吃一口饭，或
者喝一口酒后，就要望着碗发一会儿
呆。患了胃病的蒋大爷，
缓缓地吃下一口饭，几乎
就要剔一次牙，这样
一个奇怪的动作坚
持了多年。老
伴儿去世的胡
婆婆，她吃饭
时总要望着老
伴儿在墙上的
遗像。还有走
丢了儿子的老
方，每逢吃饭
时，桌子上都
要 盛 着 一 碗
饭，那是等走

丢了16年的儿子回来一起吃饭。老方
两口子吃饭时，默默无语，可有一年过
年，两口子吃着吃着突然起身，抱头痛
哭。

前几天回爸妈家一趟，已是下午3
点多了，见客厅茶几上还摆着饭菜，我爸
正躺在沙发上打着呼噜。我妈幽幽地
说，中午的饭一直吃到了现在，你爸胃口
不好，吃着吃着就睡去了，我就只好陪着
他。我爸醒来了，一见了我，惺忪的睡眼
顿时发光，大声喊我妈：“还愣着干啥，快
去把腊肉热了，我和儿子一起好好吃顿
午饭！”

那天下午，在客厅里投射过来的耀
眼阳光中，我陪我爸吃着“午饭”。我喝
完一碗热汤，悄然抬头打量我爸，与爸的
目光正好相遇了。我爸嘴里包着一块肉
还没吞下，在他望着我的深沉目光里，我
一瞬间回到了小时候那张黑漆漆的老木
桌前，那时我爸也是这样，用怜爱的目光
望着我说：慢慢吃饱，锅里还有……

（作者单位：万州
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