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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非常固执地认为，芸芸众生中，
与自己或长或短、或新或老、或远或近交往
的人，皆因各自的思想境界、人生感悟、生
活际遇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有所区
别的。在漫长的人生路上，相见的人实在
是很多的，走走停停之后，能够存留下来
的，其实并不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友
不在多，而在精。

于是，在我肤浅的体会中，我信奉、敬
仰乃至感恩那些可以与我席地而坐的人，
在不分高低贵贱的先决条件下，或草地上，
或泥土里，或沙砾间，能够一屁股坐下去，
与自己比肩，与自己对视，与自己掏肝掏肺
侃侃而谈的人，我绝对可以把他（她）视为
哥们儿——因为，这一屁股坐下去，就少却
了地位、身份、财富，就多了平等、随和、亲
近，这样的哥们儿，一定没有高贵的屁股，
而有高贵的品质。当你失意、失恋、失宠、
失利时，跌坐在火盆、刀丛上，这哥们儿也
会不顾一切，一委身，陪你坐在火盆、刀丛
上，那样的感动，将留存终身……

我不敢也不会苟同那些所谓的朋友，
在你风光无限时，他（她）会在你的身边不
离左右的，当你在不经意间成为失意者，却
看不见他（她）的人影，听不到他（她）的人
声，就连起码的微信、短信、电话都销声匿

迹，更不要说他（她）会挺身而出，以一种抚
慰伤痛、安慰心绪的姿态，约你去小酒馆或
小茶舍，喝上一杯，品上一口。

那年，我第一次去海南闯荡，想拓展自
己飞翔的天空。殊不知，不是人人都可以
站稳脚跟的。几经碰撞，毫无建树，还搞得
我鼻青脸肿的。回到内地，因无成就，羞于
见人，自己也很沉闷，蜷缩在家，也不出
门。某天，我紧闭的房门“咚咚咚”被敲响，
一开门，是许多年未曾见面的发小。发小
并未进门，而是拽着我就出了门。我们去
了通泰门码头的沙坝，顺道买了煮花生、老
白干，发小与我一屁股坐在有些湿润的沙
坝上，面对长江东流，船来舟往，海阔天空
地谈论着。其间，发小一句没有提我在海
南的失利，却津津有味地讲着我们小时候
在江边捉鱼摸虾的趣事。听着听着，我眼
眶湿漉漉的，一瓶老白干，早就在不知不觉
间见了底。我知道，与我席地而坐的不仅
仅是我的发小——而是我的哥们儿，此生
难得的好哥们儿——因为他给了我金钱买
不来的关怀，并让我懂得失败跌倒不可怕、
重新站起来最重要。

我有一交往近三十年的朋友，为人热
情、大方，也很有人缘儿。平时，哪怕就是
喝一杯小酒寡酒什么的，没有他在场总像

少点什么似的。这朋友与我私交甚笃，且
我们之间几乎是有求必应、无话不说。遗
憾的是，我这朋友在正当盛年时罹患癌症，
在生命之灯行将熄灭之时，他很淡定，但掩
饰不住对生命的留念。其间，他委婉地提
出想在生命的尾声，出去转转，出去看看。
面对这样的朋友，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呢？于是，我抛却了金钱的庸俗，以一种朴
素的方式尽朋友之责之谊之情——邀约较
为熟稔的兄弟姐妹们一起陪他艰难地走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在秀湖公园，我与
他席地而坐，在石龙峡，我与他席地而
坐，在鹤山坪，我与他席地而坐——在与
这位朋友席地而坐、推心置腹交谈时，我
分明看见他的目光中，充满对美好人生
的留恋、充满对朋友情谊的感激。我想，
在我们一屁股坐下去的那一刹那，尽管
这样的仪式感实在过于简单简朴，但我
想在我朋友的心灵深处，一定有一种温暖
油然而生——因为，真正能够陪着他席地
而坐的人，已经很少了。

有的人坐不下去，有的人坐不长久，有
的人会借故离开，有的人则事不关己——
这就是世态众生相。在我的潜意识里，我
自始至终认为，能够一起席地而坐的，坐下
去，就是担当，就是信任，就是以心换心。
这一坐，就不再有富翁、乞丐、官员、平民，
有的是那一份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

因此，我笃定，能够一屁股与你席地而
坐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哥们儿。

（作者单位：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席地而坐的哥们儿
黎强

我的故乡在北方，在那里的小山
村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在记忆中我有一个好友，唤她小
竹好了。以前我们常常在不上学的闲
暇时光里，一起爬上山坡割猪草，或是
到河边挑水回家。因为她爸外出打
工，家里只剩母亲与小她五岁的妹妹，
因此几乎所有的农活都是她一个人包
干。我有时也会跟她一起，哪怕做再
累的活也是有几分乐趣的。

听村里人说小竹妈妈年轻时是隔
壁村有名的俊秀姑娘，人人都说是村
里的美女。但后来额头上留下一条长
疤痕，再后来生了小竹，大家渐渐也没
谈论这件事了。

村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镜
子里面住了位神仙，只要在每年七巧节
的晚上到水边去，把镜子放在水边的大
石头上，点上三炷香再磕上三个响头祭
拜镜神，来年镜子里的神仙就会施法让
你越长越好看。虽然这个传言人尽皆
知，但许多村民都不允许自家女孩儿去
祭拜镜神，说是镜子会照出不干净的东
西。特别是晚上的时候镜神会溜出来，
吸干漂亮小姑娘的灵气，给家里带来祸
患。都说小竹妈妈就是那时不听老人劝
阻，不信邪偏要祭拜镜神受到了惩罚。

可是，某天放学后，小竹约我在七
巧节晚上陪她去河边祭拜镜神。

放学后我们在田野里商量如何瞒
过母亲去，导致回家时间延迟，遭到妈妈
质疑。我在家里偷了供桌前的香火，被
妈妈发现。小竹到约定时间与我见面，
又被村里阿姨发现，给小竹妈妈告了状。

于是，我们在祭拜时被妈妈们抓
个正着。

妈妈终于告诉我们，原来当年小
竹妈妈因为自己去祭拜时，怕被大人
发现，慌忙中被野猫吓到，被石头绊
倒，留下了疤痕。

小竹哭诉说，她约我去祭拜镜神，
是为了祈求恢复妈妈的容貌。

小竹妈妈抱着小竹哭了，村里人
都被小竹的爱心所打动。

（作者系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高
2019级6班学生）

镜神传说
龚映蓁

其实我和那个叫卖冰粉凉虾的老头
一点也不熟悉，虽然我们是近在咫尺的街
坊邻居。我们都住在嘉陵江边高家花园
大桥南桥头的思源村，这里虽是逼窄的背
街小巷，但却难得地保留着老重庆的风
貌，在我眼中更是世外桃源和风水宝地。

有几年的夏天，经常看到那个个儿不
高、微胖、一脸正气的老头推着一个自制
的简易推车在街边叫卖冰粉凉虾，印象最
深刻的是他不紧不慢的、尾音拖得很长的
叫卖声。虽然我十分好奇什么是凉虾？
但却从未照顾过他的生意。

后来，发现他就住在水厂和气象局之
间的一个比他推车还简易的平房里，倒是
门前那棵高大的苦楝树让人印象深刻，粗
壮的树干长成了S形。平房的门上挂了
块牌子，用粉笔写着“冰粉凉虾”。

估计被我猜中了，他的手艺肯定一
般，只一两个夏天后就再也没有听到那熟
悉的叫卖声和看到那简易的推车了。偶
尔在路上碰见他，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只是步伐越显沉重迟缓。后来越少碰见
了，几乎忘掉了他的存在。

上周日，突然降温，晚上我们又去吃
院子老火锅。院子老火锅就在我家隔壁，
和那个老头的家一墙之隔。多年前这里
有一座古朴的别墅，后来分配给居民住。
再后来没人住了，日益破烂，只有路边那
个巨大的石础还昭示着它曾经的辉煌。

老别墅拆除后，在平坝的里侧修了两
间平房，前年开始又变成了火锅馆。由于
地方偏僻，为了招揽生意，老板在小巷外
的路边做了一块简易的指示牌。火锅店
的生越来越好，现在已有了自己的粉丝和
回头客，很多时候还需要预定。

我们一家人本来都不大吃火锅，但自
从有了院子老火锅，我们好像开始慢慢地
变了口味。因为实在太近太方便，抬脚就
到，加上那个地方和普遍嘈杂的火锅店相
比实在很清静、很简朴，风格很对我的胃
口，火锅味道也很对我的胃口，于是我们
成了这里的常客，也成了我们和亲戚朋友
吃饭吹牛的好去处。

慢慢，和火锅店的老板也熟络起来，
是个和我同时代的人，有些瘦削，
还有些沧桑的帅，对他也

一步步地了解。老板是这里的土著，他老
爹曾经是童车厂的厂长，兢兢业业、一心
为公，把厂子搞得风生水起。在上世纪80
年代，他老爹大公无私地拿出上级奖给他
的1万元奖金，给全厂职工每人买了一个
气压水瓶。

老板曾经在七中读书，数学成绩在班
上数一数二，有当科学家的梦想。但复读
几年也没考上大学，老爹也不安排他进厂
上班，所以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但他言
谈中并没有埋怨老爹的意思，倒有些敬佩
之情。

印象中，老板曾经在巷口开了一爿小
卖部。后来他到外地漂泊了几年，为了照

顾年老多病的父母才又回来开了
这家火锅店。他说他从小

就喜欢钻研，开火

锅店也没有请师傅，是他自己学着炒料、
熬汤捣鼓出来的，居然味道还不错，还有
人想高薪聘请他到外地当炒料师傅，但为
了父母他还不能离开这里。老板脑筋活、
手很巧，短短时间就把这火锅店经营得红
红火火。他还是个文艺青年，自己动手美
化环境，围墙上的线描老重庆很有水平。
坝子边种上了花花草草，坝子上拉起了满
天星，到了晚上成了这个旮旯里最耀眼的
地方。

我们也有好久没来吃火锅了。这次，
我们发现他的火锅店又有了新变化，在坝
子边上立起了一圈木头围廊，还有一个具
有传统风格的小青瓦盖的院门。在聊天
中，知道他老爹前不久突然去世了。其
实，我还真没在意过他的老爹，只是偶尔
听他说起过，好像也从未见过。既然原来
也一直住这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应
该打过照面啊？我顿时有了好奇心，其实
那一瞬间，我就在想他的老爹莫非就是那
个好久不见的卖冰粉凉虾的老头？

当老板把一张小小的黑白老照片拿
给我们看时，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想。原来
他老爹得了严重的糖尿病。我顿时明白
了为什么那个叫卖冰粉凉虾的老头总是
一脸正气，为什么近来很少碰见他了。

他说，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老爹突然
口渴，喝了一瓶冰冻的凉水后，凌晨时分
被发现已经安静地走了。依稀记起前不
久的凌晨有救护车的声音打破宁静的小
巷。我们都说，走时没有痛苦也是福报。

他说，老爹走了，他还要照顾偏瘫的
老母亲，所以这火锅店还得开下去。

他说，但愿老爹会在天上保佑我。
我说，你这么有孝心，你老爹一定会

保佑你的，你的火锅店一定会越来越好
的。

（作者单位：沙坪坝区体育局）

街坊的故事
黄华东

火盆前，柴火烧得正旺盛。喜事将临，
这家的媳妇就要生了，这家年轻的两口子挨
在一起讨论着，预产期在大雪节气前后，如
果生个女儿，就起名瑞雪，瑞字刚好也是他
们族姓子辈的辈分用字。如果是个男孩？
两口子商量了好大一阵，也没出结果。夜深
了，不时传出一两声带着咳嗽的笑声。

孩子终于生了，等到母子俩出院回家、
小孩满月、双月，直至可以对着爷爷奶奶笑
了，大雪节气过了将近两个月，雪花才姗姗
来迟。先是一小飘儿小飘儿，探路一般，如
隔壁大爷慢条斯理弹落的纸烟灰沫儿。隔
了夜，方才大胆起来，先是一个雪花仙子慢

悠悠独舞，然后似一群粗鲁的赤膊汉子胡
乱舞动起来，或钻进你未系围巾的脖子里，
钻进你贴肉的保暖衣里，甚至你未扎进袜
子的裤腿里，它们也能瞅准了空子钻进去。

屋里，疙瘩柴火哔啵作响，柴火是老式的
青冈木柴火，一笼火能烤大半天，头顶是熏得
焦黄的老腊肉。人，仍然是老式的不带半点虚
假的诚恳的山里人，虽然他们天南海北赶回山
里，穿着打扮各不相同，却仍然聊着老式龙门
阵，讨论着父辈们在家的收成和外出创业的艰
辛。叶子烟的冲劲和着过滤嘴的香醇，共同串
续着的，仍是山里人的亘古不变的淳朴。

屋外，几个娃娃在玩雪。有孩童头发

白了，眉毛白了，衣服、裤子全白了，屋里传
来大人的叫骂：“还不回来，爪爪冻得像红
萝卜，感冒了哪个舅子管你……”

雪终于停了。
封冻一冬的小山沟里有水在流动，干

裂的树干们、叶子们犹如孩童的脸，开始润
泽起来，跃跃欲试为增绿补水做准备。

地里，有鸟儿在活动，不时地看看人，又
朝地里啄着什么，然后又看看人，格外警觉。

立春雨水甚至惊蛰都过了好一段时间了，
绿们还没全回过神来。风里夹杂着干冷，一阵
紧似一阵，绿意迟迟不来，是在等风的召唤？

就着一阵一阵的干冷风，一个年轻男
子吸溜了一下鼻子，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寒
冬里屋檐下的冰钩子，背心一阵凉意。

风，一阵紧似一阵，是不是水分们往树
上的节奏也就加快一步，是不是绿们也就
近了一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温暖的冬天
苏发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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