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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人物

石灰市菜市场的人间烟火是从凌晨3点
多开始的。

一辆辆货车拉来白花花的猪肉、水淋淋
的小白菜、绿油油的大葱……肉贩们把猪脚
挂成一排，用液化气喷火枪呼呼地烧着猪脚
上的毛。菜贩们刚把白色泡沫箱盖子打开，
翠绿的藤菜立刻探出叶子，像是被压久了伸
一伸懒腰。

这个时间的顾客不太多，何华辉就是其
中一个。他拿着一张纸，按上面的明细开始
采购。三线肉，用来蒸烧白；精瘦肉，用来炒
肉片；带皮肥肉，用来做粉蒸肉……他把需要
的数量报给肉贩，然后在砰砰砰的宰骨声中
转到下一家。

他熟练地和菜贩们讲价，走了三家，终于
把黄瓜价格从1.5元讲到1.2元，买10公斤省

下6元。
他一边掐着豇豆坏掉的部分，一边跟老

板娘议论豇豆质量。老板娘高高举起一把豇
豆，骄傲地撅着嘴，向他展示豇豆的细长和紧
致。称秤时，他对老板娘说：“称足哈，你不是
称的豇豆，是称的良心哦。”

番茄、冬瓜、藤菜、小白菜、茄子、藕、莴笋
头……称好的菜他不带走，都放在菜摊上。

他在菜市场一楼和二楼穿梭，短帮雨靴
具有很好的防滑功能，令他不至于在湿漉漉
的地面摔倒。

6点10分，一趟趟搬运之后，手推车装
得满满当当。他拖着50多公斤肉和菜，费力
走在昏黄的街灯里。

这时，最后一抹夜色依然笼罩着城市，距
天亮不足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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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4点点半

9月10日
凌晨 4 点半，
何华辉醒了，
这是7年半监
狱生活留下的
习惯。

凌 晨 5
点，他推着手
推 车 ，来 到
200米外的渝
中区较场口石
灰市菜市场开
始采购。

科比说：
“你知道洛杉
矶凌晨四点钟
是 什 么 样 子
吗 ？ 满 天 星
星，寥落的灯
光，行人很少，
而我已经起床
行走在黑暗的
洛 杉 矶 街 道
上。”何华辉
说，他崇拜科
比，篮球也是
他在监狱中唯
一 喜 欢 的 运
动 。 在 监 狱
里，他用 7 年
多时间学习如
何与这个世界
和解，看清自
己的弱点并准
备融入这个社
会。“4 年加 3
年，我本科读
完又读了个研
究生。”他自嘲
地说。

慢新闻－重
庆 晚 报 记 者
廖平/文 任君/
图

为了在10点左右把全部菜炒好，何华辉
也变成杂工，和大家一起择菜、洗菜、切菜。
一个杂工在切辣椒，李忠全拿过刀做示范，教
他把辣椒斜着切，炒出来才好看。何华辉则
告诉另一个杂工，茄子要削皮。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爆料热线966988，
邮箱3159339320@qq.com）问：“茄子为什么要
削皮？”何华辉说：“这样凉拌更好吃。”

何华辉觉得，做好每一道菜，才是快餐店
的出路。

当天生意不好不坏，跟往常保持差不

多的水准。厨师晚上6点多下班，杂工8点
离开，最后留下何华辉一个人收拾,忙到晚
上9点多。等他躺上单人床上时，已经接近
11点。

5个多小时后，他又要起床，开始新一天
的忙碌。

何华辉说：“很累，但是没办法，要找活
路。”

记者问：“拍你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
不要打马赛克？”他说：“不需要。我正视自己
的过去，也敢面对未来。”

茄子削了皮凉拌更好吃

从石灰市菜市场，只要5分钟就来到何
华辉的快餐店。

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位于较场口
磨房巷口。两间正屋，一间做仓库，一间隔了
一半做厨房，剩下一半做操作房。

何华辉的卧室在仓库里，没有空调，只有
吊扇。8平方米房间，放了一个大冰柜，冰柜
里面是凉的，外面是热的。晚上他睡在冰柜
旁的单人床上，冰柜热气正好喷在头顶。他
说：这叫“苦其心志”。

天刚亮，店里另外三个人陆续到来。何
华辉请了两个杂工，又请了当时一起坐牢的
李忠全当厨师。

何华辉给小店取名“哈儿快餐”。对于这
个名字，他解释说：“因为一时意气，我坐了7
年多牢，你说是不是哈儿（傻子）。”

李忠全一边洗肉，一边补刀：“经常不收
老人小孩的钱，就是个哈儿。”

李忠全介绍，之前有个年轻人，说自己没
钱，把身份证压在店里，免费吃了两天。走的
时候，何华辉把身份证还给年轻人，对方说了
声“谢谢”。

这声谢谢，让何华辉唏嘘半天。“人生天
天都在做选择题，一个偶然的举动，足以改变

人生轨迹。我不收他钱，他至少不用为了几
顿饭去违法。”

7点半，四个人煮了一锅面吃早饭。一个中
年妇女走过来，拿着5元钱：“老板，卖碗面嘛。”

何华辉一愣：“这是我们自己吃的……吃
嘛吃嘛，不要钱，添双筷子嘛。”中年妇女很不
好意思，但还是挑了小半碗面吃了起来。

9点，一个瘦高中年人来到店外，探头探
脑看了一会说：“前两天我好像是在这里吃的
饭，少给了两块钱，今天补起。”边说边摸出一
张百元钞票。何华辉犯了难：“没得零钱，算
了嘛。”中年人想了一下说：“那我今天再吃一
顿，一起给。”

瘦高中年人坐在旁边凳子上，等着开饭。
将近10点，一个老头半勾着腰，颤颤巍

巍走来，脖子上挂着一张老年卡。老人说，他
85岁了，一个人住在几百米外的中兴路，不
想煮饭时就过来吃，省事。快餐店肉菜还没
全部炒好，老人家只夹了一些蔬菜。“我现在
都吃素，不沾荤了。”他摸出10元钱递给何华
辉，何华辉找补1元，老人家摆摆手不要了：

“你们这个不赚钱，不要找了。”
提着饭盒，老人慢慢离去。何华辉对记

者说：“你看嘛，还有这种多给钱的人。”

熟练地和菜贩们讲价

小店取名“哈儿快餐”

“现在的我
灵魂并不罪恶”

▲他是老板也是杂工

▲拖着一车菜离开菜市场

▲和老年顾客交谈

▲何华辉说，做好每一道菜是快餐店的出路。

▲厨师李忠全

▲和菜贩讨价还价

▲接待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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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家不愿干的活

何华辉决定留在重庆上班，并照顾
家人。他在手机上看到一家外卖公司
招聘外卖员，兴冲冲跑到该公司渝中区
站应聘。正在为缺人而烦恼的站长很
高兴地接待了他，指导他填表，告诉他
工作注意事项。

记者从何华辉的微信中看到，站长
告诉他，一个月收入可达七八千元。然
而两天后，站长在微信中发来一句话：

“总部审核没有通过，你坐过牢。”何华
辉赶紧解释，他在监狱中表现很好，立
了10次功多次减刑，出来后也遵纪守
法。站长没回复他。

五一节，何华辉通过微信向站长发
送问候，对方已经将他拉黑。

何华辉很郁闷，感到自己无处解
释、无法表白。他说：“确实我曾经犯过
罪坐过牢，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现在的我，灵魂并不罪恶。”

他的求职尝试一次次碰壁，开快餐
店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结果：很多行
业进不去，虽然可以做装修工，但装修
公司更喜欢派活给背景清白的工人。
而他，只能做人家不愿干的活。

8月初，他在较场口看到这家快餐
店要转让，于是决定接过来。“本钱小，
价格低，风险不大，我也只能做这个
了。”何华辉说。

开业以来，这个店每天卖两百多份
快餐，每份9元，十几个菜随便吃。在
解放碑地区，这个价格实在不高。快餐
店每月营业额6万元左右，除去11500
元房租，3000多元水电气费，30000多
元食材费，还能剩下1.5万元左右，就是
4个店员（包括何华辉）的工资，平均每
人月收入不到4000元。

儿子的电话打动他

记者看到，何华辉用的是一部旧款智
能手机，这是前妻送他的。他至今记得第
一次用智能手机，总是习惯性用手指甲去
点触屏幕，足足两天后才纠正过来。

在老家待了十来天，他总感觉到别人
在背后指指点点。亲戚介绍他到四川省江
油去学修脚，他总是恐惧别人问他“以前做
什么的？”开矿的熟人叫他去上班，借他“进
去过”的名头管理工人，让工人老实一点。
对每个工人，他都要介绍自己“坐过牢
的”。这些事令他很不舒服，干脆去了海
南，做装修泥水工，每个月挣一万多元。他
一度觉得自己会在海南干下去，直到有一天
和儿子通了电话。

他进监狱时，儿子4岁，他出监狱时，
儿子快12岁。儿子在电话里说他“是坏
人”，坐过牢，不管家里的事。他突然意识
到，离开儿子很久，父子可能仅仅只是血缘
关系。“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儿子一直不喊
爸爸。我妈急了，吼娃儿：这是你爸爸！”何
华辉说，他和儿子之间有一些疙瘩需要解
开，参加渝都监狱帮教会把儿子也带了过去，
让儿子旁听自己发言。他对儿子说：“爸爸曾
经做错了事，但爸爸敢于正视这个错误，正在
努力做一个好人。”

犯抢劫罪判刑11年

2004年，30岁的巫山人何华辉到北
京打工，在打牌时认识了几个朋友。能在
北京有朋友，他觉得脸上有光。“我年轻时
喜欢看《水浒》，羡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
生活。”他说。

一次，一个朋友跟人发生矛盾，找何华
辉帮忙教训对方。他说，打完架觉得不解
气，他又从对方车里“拿走”一台笔记本电
脑和几千元钱“作为补偿”，随后开始长达5
年惊魂不定的潜逃生涯，然而法网恢恢，终
于在2009年3月落网。当年9月，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何华辉犯抢劫罪，判
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
罚金 2 万元。法院认定的抢劫金额为
19256.36元。妻子因包庇罪判刑9个月，
两人婚姻到此为止。

前妻田女士说，何华辉聪明，讲义气，但
缺少家庭责任感，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好儿子。对此，他全盘接受，“对前妻、儿子、
父母，我都怀有愧疚感。我现在很想有家庭
责任感，可惜，没家了。”何华辉说。

在监狱里，他经常反思，为什么犯抢劫
罪毁掉自己前半生、毁掉自己的家。初中
毕业的他开始自考法律专科，花4年多先后
考过11科。只差两科就能拿到文凭时，他
获得提前释放。

去年6月，在出狱大半年后，他给曾经
服刑的重庆渝都监狱写了一封信：“在这段
特殊的岁月里，我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还
有什么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的……”

今年2月12日即将过年时，他从海南风
尘仆仆赶到渝都监狱参加服刑人员春节帮教
座谈会，讲述自己出狱后回归社会的历程。

他给渝都监狱写信和回监狱参加服刑
人员春节帮教座谈会这两件事，重庆晚报
等多家媒体给予了报道。

开快餐店之前，何华辉曾犯抢劫罪被判刑11
年，因为表现好减刑3年半，2016年9月18日出
狱，前妻带着小儿子来监狱门口接他。

他说，前妻是个重感情的人，但自己亲手埋葬
了夫妻之情。

一名刑释人员的重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