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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翻读一本书，
也算在进步

12月18日，星期二，老客人刘鸿辰登店。
“老王，来两套书，金庸和梁羽生的。”
“好，金庸的36本。梁羽生的78本。

全套。拿走。”
“老王，我还没发工资，这书钱……”
“不急，发了转给我就是。”
4年前，刘鸿辰从浙江省杭州回到重庆工

作，带回来的旧书光运费就花了6000元。他
住在北碚，每个月有4个休息天泡在旧书店。

“基本上每个月三分之一工资都买书了。旧
书，有味道，历史的味道。”刘鸿辰说。

老王这里，刘鸿辰每月必来。他说，老
王卖的旧书，在收藏品市场肯定是第一，
2000年3月开店至今18年。

老王说，自己初中没读完，开旧书店算
是在补文化课。他承认，自己从没读完一本
完整的书，但有意识去翻读，也算是在进
步。他给自己的店取了两个名字：创刊号书
店、弃书库。他从不称自己是老板，只称自
己是店员。家里、店里的旧书加起来，2万本
是有的，其中约2000本，还有作者签名。

淘来10口袋旧报纸，
等待有缘人

头顶是两盏白晃晃的灯，四周是垒得
高高的书，书架每个格子塞得满满的。店
中央还是书，从地面摞起，一本压一本，摞
到半人多高。即便小小的门廊，也被书霸

占，空气中弥漫着书本经过长年累月放置
而散发出的特有气息。

老王店里，有上世纪90年代的画报、
各种经典名著，内容方面有老年养生的、写
给职场新人的、楷体字帖、圣斗士星矢漫画
等，里三层外三层。

一根木梯摆在店中间，老王说，堆在顶
上的书，纯粹是在等有缘的人。若是无人
问津，就当自存了。

客人好奇，这些旧书到底从哪里收来
的？老王从不隐瞒，就4种途径——从拾
荒者、从废书废报收购站、从朋友、从藏书
爱好者那里淘的。

老王说，平均每天至少卖30本书，每
年能卖1万余本。通常来说，旧书进价每
本3至5元，基本上翻倍卖。他会把自认为
好的书，放在进门玻璃柜台上，用塑料纸包
一层，通常卖价每本20元。这类书，民国
时期的占多数。

对于有些书的卖价，老王经常犹豫不
决，比如最近淘来的上世纪40年代印制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36本《荆轲刺秦王》连
环画，什么价卖，他至今没定下来。

不久前，老王淘来10口袋旧报纸。他
觉得该买，等十八梯传统修缮完工后，说不
定会有懂行的商家来买这些旧报纸——这
也算是一种缘分。

别人背诵道德经，他
在运用道德经

武侠小说里，总有一群奔走江湖的人，
不问归去，无问东西，行侠仗义。

老王的书店，是他的江湖。2008年，一个
老顾客找到他借100元钱，老王从包里掏
出来就给了。有人说他被骗了，他却说：

“热爱读书的人，能坏到哪里去？”
借钱的顾客消失了10年，今年才出现

在老王面前，不仅还了钱，还在店里选了一
些书，均以高出20%的价钱购买。老王说，
他始终相信，这个顾客迟早会回来的。这件
事，也让老王坚定，以信任交朋友，是对的。

还有一个小伙子，每个礼拜六都会来老
王店里翻旧书，两人时常谈天侃地。一次，
小伙子自称能把《道德经》全文背下来，还问
老王能背多少。老王说，只记得其中“少则
得，多则惑”6个字。说话间，店里来了一个
客人，看上了一本书，老王说25元拿走，客
人嫌贵了，还价20元，老王欣然答应。

收了钱，老王转身对小伙子说：“你看，
如果我不做出退步，他可能就不买这本
书。这便是‘少则得’。”

“小伙子能背道德经，我认为自己是在
用道德经。”老王说。

后来，小伙子要离开重庆，抱来3摞旧
书送给老王。老王高兴惨了，调侃小伙：“你
看，当初我少了那5元钱，不仅得了20元，还
交了你这个小朋友，你现在服不服呢？”

对此，老王又有所悟，君子之交淡如
水，实践证明，是对的。

“想必你被这些字打
动了，那我再批注6个字”

老王文化不高，但看书习惯批注。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顾客，进店后环

顾四周，没挑中一本书，看到柜台上老王刚
刚翻过的《道德经》，颇有兴致拿到手中。
翻到最后一页“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看见
旁边批注了6个字：“进步，退步，止步”。

顾客一脸疑惑，问老王是否知道批注
的6个字来历。

老王回答：“我写的。”
“现在，20万块钱可能一分钟之内就

用手机转到别人那里去了。科技飞速发
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个别人的道
德、素质并不高，所以我觉得，老子的道德
经仍然值得现代人学习。”

顾客很惊讶，像寻得珍宝一样，不仅答
应以8元价格买这本旧书，而且要老王再
批几个字。

老王仿佛看透了顾客的心思，“他可能
是怀疑这6个字到底是不是我写的。一个
卖旧书的老头，怎么敢对老子的《道德经》
指手画脚？”

于是，老王来了兴致，对客人说：“既然你看
到了这6个字，想必你被这些字打动了，那我再
批注6个字，一字一元，加上书钱卖你14元。”

客人爽快答应了。老王拿起笔写下8
个字：“成就、成果，难修正果”。客人微微
一笑，拿起书付了钱就要走。

老王把他拦下，说：“现在我又写了8
个字，一字一元，一共22元。”

客人哈哈大笑，掏出8元，高兴离去。

让念旧的人回味，供
来往的人冥思

老王身边许多店铺，每周只开一两次，

要么周末，要么凭心情。老王不这样，几乎
每天开张。

20岁的茹兰，正处于热血青春的年
纪，竟然跟老王一见如故。

今年暑假，茹兰和妈妈“扫街”，扫到中兴
路收藏品市场，逛完几层楼，在老王的旧书店
停了下来，从书堆里淘了一套余华的《兄弟》。

这套书老王没看过，但知道内容，试探性
问：“小妹，这书……你确定能沉下心看完？”

茹兰点了点头，给了老王20元，把书
带走了。

暑假接近尾声，茹兰再次出现在老王
眼前，提出要拍一部旧书店的纪录片。此
后，姑娘陆陆续续来了多次，在老王店里拍
了不少素材，老王很感动。

茹兰是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广播影
视节目制作专业学生，明年毕业。她告诉记
者，拍老王有两个目的：一是完成毕业作品，
二是帮老王完成一次人生总结。“他似乎代
表着一代人，一代渴望通过知识去改变命运
的人。”茹兰说，她是这样理解老王的。

在老王店里，茹兰遇见了好几个棒棒
哥，都是50来岁，隔三岔五来歇脚、看书。
她还碰到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书家，向老

王预订一些绝版书，期待老王为他们填补遗
憾。她甚至陪老王去过储奇门、学田湾的废
品回收站，拍下老王从废品里淘书的过程
——老王淘的书与书龄无关，与书价无关，
与作者无关，只要他中意，一定搬回去。

老王告诉茹兰，书的命运跟人一样，遇
到好的主人命运更好、更长。否则，只能顺
势而行、边走边看、随遇而安。

茹兰说，她能感受到的老王的孤独，还
有老王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午饭总靠
两个煮鸡蛋充饥，期待儿子来店里看看
……她把老王的店比作一片寂静绿洲，让
念旧的人回味，供来往的人冥思。

老王卖旧书——

批注一个字加一元
渝中区中兴路重庆收藏品市场C-9门面，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各

种书刊垒得老高，一张梯子架在中间，剩余空间只能容下4个人。
老板王米瑜，70岁，守着这个方寸之地18年。店里的每本书都被岁

月静静摩挲，起皱的书皮，残破的书角，本身就是一个个故事。
这个店每天上午9时开门，下午4时左右收摊。谁来谁去，随缘。

慢新闻－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琅 记者 吴娟/文 任君/图

没用导盲杖却走得四平八稳

按张波微信定位传来的地址，记者来
到大河坝四路。张波早已在楼下等候。
身高1米78的他，穿着羽绒服、牛仔裤，精
神帅气。

穿过巷子，转角进楼，拾阶而上，张波
没用导盲杖，却走得四平八稳，好像看得
见路。

“眼睛有光感吗？”记者有些惊讶。
“没有，眼前黑漆漆一片，比黑夜还

黑。”张波说。
3岁时，张波不小心掉进石灰池，双眼

被石灰水腐蚀，失去光明。
张波的家在二楼，客厅摆着3张按摩

床。有客人来，他就给客人做按摩。墙角，
一把吉他、一台电脑，声卡、话筒、简易装
置，是他按摩工作以外的全世界，他常常独
自沉醉在这里，弹唱，录歌，通过网络与全
国各地盲人音乐爱好者交流。

以前，张波只是一个盲人按摩师，有客
人时，给客人按摩；没客人时，独自呆呆坐
着。因为看不见，出行不方便，他的生活圈
子基本上锁定在40平方米内的按摩店，唯
一爱好是听歌。

12345怎么弹用了足足一年

从盲校毕业后，张波选择了按摩行业。
一次偶然机会，他听到BEYOND经典歌曲
《真的爱你》，那激昂、动感的旋律，点燃了他
浑身细胞。“我想我是着迷了。”张波说，当他
提出要买一把吉他时，亲朋好友都觉得他疯
狂了。看不见，怎么学吉他？谁来教？

“没教过盲人，不晓得怎么教。”吉他师
傅也犯难了，婉拒了他。

虽然失明，但张波听力很好。儿时，听
说其他小伙伴骑自行车，他心里直痒痒，尝
试着也要骑。“听脚步声，听风声来回避障
碍物。”张波说，虽然骑车摔过无数次，但他
很享受骑车的感觉。

学吉他，看不到谱，他就反复听。练习
一首曲子，他反复弹，直到深深刻在脑海
中。“看不见只能靠记哟。”张波说，每当有
机会认识吉他手时，他都留下别人的电话，
白天忙着按摩，晚上有空了就打电话请教。

C和弦的12345，右手怎么弹？左手如
何从第一格准确滑到第七格？只是做到这
一点，他就用了足足一年。

“手指弹起了老茧，弹到麻木，依旧弹
不准时，有时候我也气得把吉他撂一边，想

过放弃。”张波说。

街边听歌女孩成了他妻子

练习吉他一年后，张波终于弹出了完
整曲子。店里没有客人时，他就抱着吉他
弹唱。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街边多了一个驻
足听歌的女孩。女孩叫刘萍，听了他的歌
声，成了忠实粉丝，成了他的妻子。

“她经过我这里的时候，会给我买瓶水，
送水果，后来留下电话号码。我们聊音乐，聊
各自生活，后来就恋爱了，然后就结婚了，就
是这个过程。”说起这些，张波有些腼腆。

两人在家吃晚饭时，偶尔小酒，更少不
了音乐。妻子静静坐在一旁，他给她弹唱，
唱她爱听的歌。

街坊四邻羡慕这个有情调的家，常常
有鲜花，时时有音乐。

“音乐是他最爱，他天天唱。至于花
嘛，他有时候去演出，我猜想是别人献给他
的。”刘萍看破不说破，即便丈夫“借花献
佛”，她依然开心。

上进，阳光，体贴——这是妻子对丈夫
的评价。“他自理能力很强，有了小孩后，每
天是他起来做早饭。有时候他做开水蛋，
有时候做醪糟小汤圆，有时候煮面条。”刘
萍说，她早上负责料理孩子穿衣、洗漱，收
拾完后，热气腾腾的早餐也摆到了桌前。

一起生活了多年，有幸福的浪漫瞬间，
也有暖心的体贴。“结婚初，家里条件不好，
他唱歌，别人送的水，也舍不得喝，拿回家
给我喝。”刘萍回忆，在极少数的瞬间，特别
是遇上生病等情况会觉得辛苦。但想着丈
夫的好，一切又都释然。

“音乐如天使，带给我们光明”

盲人会弹唱的，不多。组建一个乐队，
更难。

张波通过残联部门，认识了来自全国各
地爱好音乐的盲人网友。他们看不见，但聊
得来，通过网络聊音乐，甚至组建了乐队。

张波给乐队取名“地狱天使”。“地狱，
是盲人失去光明后眼前的漆黑环境。音乐
如天使，带给我们光明。”张波说，虽然他看
不到世界，但是希望世界看到他。

今年6月，地狱天使乐队参加央视《星
光大道》节目，主唱、吉他手、键盘手、贝斯
手、鼓手都是盲人。张波是主唱，鼓手和贝
斯手也来自重庆，键盘手来自北京，主音吉
他手和后期制作来自天津。

乐队每个成员格外珍惜这个机会。以
前在网上聊天时，大家商量好要练习哪个
曲子，先在聊天室沟通好，下网后各自在家
练。参加《星光大道》节目录制是在下午，
大家也就是当天上午聚在一起排练了一
次。“大家配合度，神准。”张波说，在节目
中，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坚持的理由》，
另外一首是《像梦一样自由》，深深打动了
在场所有人。

张波在音乐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去年
在第九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
奖。现在，他是重庆残疾人文化艺术团成
员，经常参加走基层艺术巡演。

“回锅肉是我的拿手菜”

在日常生活中，张波能洗衣、煮饭，能
用微信甚至用手机打字。在微信另一端与

他交流的人，可能不知道他看不见。
当天临近中午，张波走进厨房，开火，

估算差不多锅已热，两瓢油下锅，拍大蒜，
撕剥，放入锅内，听到呲呲声，放菜，锅铲来
回翻炒。

一个人在家时，他吃得简单，只炒一个
菜。“回锅肉是我的拿手菜。”张波说。

张波说，他12岁开始做家务事。“小姑教
会我的。最开始，家人什么都不让我干。”

张波回忆说，12岁时那年，小姑因为叫他
帮忙干家务，被奶奶训斥。“没人会照顾他一辈
子，他看不到，如果还不能做这些家务，今后怎
么办？”当小姑说出这话后，奶奶沉默了。

“小时候在农村，烧柴火，他差点把房
子点燃了。”小姑张宝琼说，张波勤快，肯
学。没人教他游泳，可他依旧摸到河里学
游泳，还摸来螺蛳、蚌壳，提回家喂鸭子。

从洗菜、切菜、炒菜、洗碗，到做清洁
等，虽然切伤过手，也遭开水烫过多次，但
现在的张波，能照顾自己，也能照顾家人。

“生活难不倒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能
感受到色彩。”张波说。

上周末，张波站在璧山区青杠街道大河坝四路路口，闭着眼，迎着阳光，
脸上暖暖的。他断定，这是一个艳阳天。

当天，久违的阳光洒向山城，记者如约采访了张波。他后来说，在路口
等待记者时，他禁不住又一次遐想：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要带着吉他，牵着
妻儿，奔向山间田野，在大自然中弹唱。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周小平/文 首席记者 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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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家做菜做饭

▲老王空闲时随手翻开一本书读几页

▶参加社
区公益演出

▲跟着练习机
演唱

◀张波在按摩
室里忘情练歌

▲修补破损的书籍

◀老顾客
刘鸿辰（右）
经常来店里
买书

盲人吉他手——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1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0 1 1 2 2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17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17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1 0 3 1 1 1 1 0 3 1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3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7 1 9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3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7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2月20日

红色球号码
01 08 07 24 10 12

蓝色球号码
01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149期

5 1 3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34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2月20日

3 3 3 1 0 3 1 1 1 1 0 3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