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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陌生人撞个满怀
■孙道荣

春日，在皖南一小镇悠闲游走，
不宽的街道上，行人不多。

迎面走来一小男孩。我看见了
他，他也抬头看见了我。

他背着书包，急急地行走，也许
是要赶去上学吧。我赶紧向右侧让
他。

没想到，他也向我的右侧走。看
得出，他这是也有意要让我。

但这不行啊，两个人都往同一侧
让，岂不是要撞在了一起？见状，我
连忙又向左侧让开。

可是，几乎是同步，小男孩可能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匆忙向我的
左侧避让。

这孩子，怎么我往哪边让，他也
往哪边让啊。我又急忙向右让。

他竟然也同时向我的右方让。
已经让不开了。我和小男孩撞

了个满怀。
我笑了，顺势轻轻拍拍小男孩的

肩膀。小男孩憋得满脸通红，结结巴
巴地说，叔叔，对、对不起。

可爱的孩子，这有啥对不起的，
我们是因为互相礼让，才撞在一起
的。

因为让路，我与一个陌生的小男
孩撞了个满怀。这是我在这个陌生
的小镇，邂逅的最美的风景。

在一次聚会上，我与朋友们讲述
了这件小事。想象着我这个大胖子
中年男人，与一个陌生小男孩，手忙
脚乱地撞在一起，大家都乐坏了。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路
上，与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你让我，我
让你，结果撞了个满怀。

一位朋友说，看到过一个笑话，
一个大爷在路上走，对面一个小伙子
骑着自行车过来，大爷连忙让向一
侧，小伙子也急忙让向了那一侧。大
爷见状，赶紧又让向另一侧，没想到，
小伙子也同时让向了另一侧……结

果，小伙子的自行车不偏不倚地撞到
了大爷。好在大爷早有防备，没有被
撞倒，无碍。有意思的是大爷对小伙
子说的那句话，你这是要瞄准大爷撞
啊。

小伙子当然不想撞大爷。不但
不想撞，而且是想让，礼让，一再礼
让，这才撞在了一起。他和大爷，都
是好人。

朋友分析说，迎面两个人，一人
谦逊礼让，一人顾自霸道，两个人不
会撞在一起；一个慢性子，与一个急
性子，也不会撞在一起，因为急性子
的先让了，慢性子的一看，你往哪边
让了，那我就不急不慢从你的另一边
走得了；聪明人一般也不会与人撞在
一起，聪明人看见你和他让向同一
侧，就料定你马上还会再让向另一
侧，于是，他只要径直走过去，就不会
相撞了。但两个都是聪明人，反而更
容易相撞，因为你以为他会再让，他

也以为你会再让，结果，两个聪明人
在礼让了一次之后，都径直自信满满
地迎头走了过去，于是，聪明人的鼻
子与另一个聪明人的鼻子，就撞成一
团啦。

在行迹匆匆的人生路上，与陌生
人撞个满怀，这真是一个既有趣，又
有爱的事情。它撞出的，是满满一怀
的快乐。

难得来的班主任

世间百态 ■金阿根

晚饭后，西天的彩霞还未散尽，任
太太便牵着女儿的手逛山河公园。丈
夫任大头几乎包揽了家中洗碗、抺桌、
拖地等所有的家务活。任太太有洁
癖，地面上容不得有半点灰尘，所以家
里的厅堂和房间得天天打扫。

任大头刚收拾完毕，听见有人按
门铃。

咦，今天这么快回来了？大概又
忘了带钥匙了。他赶紧起身开门。

来的竟是他初中的语文老师许文
明。许老师一进门，对门口鞋架上用
于替换的拖鞋看也不看，就穿着皮鞋，
东张西望，把四室二厅踩了个遍，才慢
慢坐到沙发上。

唉，我这身汗算是白流了，任大头
心里暗暗叫苦。

任大头真名叫任国安，如今是领

导的秘书，对于许老师，他经常看到发
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倒也对他敬重
的。沏了茶递上烟，任大头赶紧把烟
灰缸放在许老师面前，许老师似乎毫
无觉察，开始发表高见，愤愤地说：“我
最痛恨进门要脱鞋换鞋，你不错，没叫
我换鞋。”边说边翘起二郎腿，全然是
当年班主任的架势。任大头看到他那
双脏兮兮的皮鞋，鞋底沾满了泥沙，一
走一个印子。而且边说话边抽烟，用
指头把烟灰弹在地上。任大头看了几
次手表，巴不得他早点离开。

“唉，还是过去老墙门好，百无禁
忌。”原来，任大头小时和许老师住的一
个墙门。“现在的人家太讲究，害得我很
少到学生家串门。”许老师对那种一尘
不染的居室大加鞭挞，什么“对身体有
害”“与世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破坏

感情”“影响交流”等等，似乎应该回到
随地吐痰，乱丢烟蒂，鸡屎满地才好。

见任大头一声不吭坐在一旁，许
老师聊天的兴趣陡减。他知道这个学
生不爱多讲话，终于站了起来。任大
头心上一块石头落地，希望太太在外
面多逛些时间。任大头送老师到楼道
口，怯怯地问，老师有事吗？许文明连
说没有。任大头只得虚假地说一句

“有空常来坐坐”。“嗯，退休了蛮空，我
以后三日两头会来的”。任大头听了
一副愁眉苦脸相。

任太太刚好回来，听到两人对话，与
许老师碰面也不招呼，和女儿进了家门，
任大头跟在母女俩后面，知道不妙。任
太太眼睛煞亮，一看地面的脚印就跳了
起来，任大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你长了手不会从鞋架上拿双拖

鞋给他换呀?你长着口不会说烟灰别
抖到地上?”任太太尖尖的嗓门像锋利
的剑。女儿也跟着帮腔，说爸爸是十
三点。

“声音这么大干吗?许老师还在楼
下，被他听到多不好意思。”任大头赶
紧关门。

“我就是要让他听到，省得下次再
把我家踏脏。不懂得尊重别人劳动，不
讲卫生，狗屁知识分子，你还要他有空
常来坐坐，我和笑笑干脆住到娘家算
了。”

又听门铃响，打开门，这许老师又
来了，夫妻俩目瞪口呆。

“嗯，我刚才忘记给你讲了，就是
——就是，对不起！”

任大头真的傻了，嘴里喃喃自语，
许老师难得来的，真的难得来的。

1314元的天价面条

■孙伟林灯下漫笔

最近网传重庆的一家面馆，一碗
面要1314元！后来有记者去实地了
解到，这家面馆属万州古州万城公司
旗下，馆内的情侣包房消费套餐价格
为 1314元，寓意一生一世。除了吃
面，店家同时还提供小吃、甜品、果盘、
酒水，门口还有美女演奏小提琴。土
豪食客需要提前15天定制，而且必须
实名制。

消息一出，众说纷纭。绝大多数
人说的是“天价”两字，于是，一下子又
扒出许多天价的实物和事件，把这碗
寓意“一生一世”的面条和诸如什么

“青岛天价虾、天价豆腐”、香格里拉的
“天价石斛”“三亚天价海鲜”“桂林天
价鱼”“云南天价手镯”等等等同起来，
众口一词地谴责店家的黑心。

我却不认同！首先，有市场就是
合理！除了吃面，店家同时还提供小
吃、甜品、果盘、酒水，门口还有美女演
奏小提琴。从网页照片可以看到，包
房精致典雅、美轮美奂，食材相当丰
富，面只是其中之小小一部分。并且
是有言在先，食客需要提前15天定制，

而且必须实名制。尽管如此，还是让
人趋之若鹜，一碗难求，这和上面说的
那些个“宰你没商量”是大相径庭的。

其次，作为售价高达1314元的杂
酱面，充其量只是个噱头。其实，在这
整个消费场景中，杂酱面更像是无关
紧要的配角，更重要的元素显然是精
致的布景氛围、浪漫的现场演奏以及
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增值服务”。就此
而言，与其说这是一家面馆，不如看成
是情侣约会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谁也不是冲着吃面去的，只不过“天价
杂酱面”的由头，让这一切看起来更具
戏剧感和冲突性罢了。所谓“花费千
元吃碗面”的说辞，听起来很受用，分
享到朋友圈很酷炫，而且，最重要的也
是为自己的爱情加个紧箍咒，上了个
保险。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家“面馆”
宣称，凡是消费了情侣包房套餐的顾
客，三年后，双方恩爱如初，还可以到
店内免费享用三年前同等值套餐；七
年后可免费享用七年前同等值套餐，
并送同等值礼品，以及五星级酒店套

房一天。而且情侣第一次预订成功
后，店方将不接受男女双方任何一人
与其他人再次预订包房套餐……这些
后续的福利，岂能不认为是店家的良
苦用心？岂能说不是为如今居高不下
的离婚率开出的清凉方？岂能不说是
一泓引导婚姻家庭的正能量？

无独有偶，让我想起十多年前非
常有意义的一篇文章，题目应该就叫
《离婚酒店》，专门做离婚夫妇的最后
一顿晚餐。离婚酒店有个规矩，这顿
饭必须要由女士点先生平时最爱吃的
菜，由先生点女士平时最爱吃的菜，这
叫“最后的记忆”。通过点菜，让夫妻
知道自己对另一半关心的不够和自己
的愧疚。又通过酒店特意设置的一些
场景，让许多夫妻回到以往的日子，看
见自己真实的内心和初心，希冀能够
让垂危的婚姻破镜重圆。

故事的最后是服务小姐递给已经
离婚的夫妻一人一张精致的红色清
单：给男士的上面写着：一个温暖的
家；两只操劳的手；三更不熄等您归家
的灯；四季注意身体的叮嘱；无微不至

的关怀；六旬婆母的微笑；起早贪黑对
孩子的照顾；八方维护您的威信；九下
厨房为了您爱吃的一道菜；十年为您
逝去的青春……这就是您的妻子。而
给妻子的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责任；
两肩挑起的重担；三更半夜的劳累；四
处奔波的匆忙；无法倾诉的委屈；留在
脸上的沧桑；七姑八姨的义务；八上八
下的波折；九优一疵的凡人；时时对家
对子的真情……这就是您的丈夫。

故事中已经离婚的夫妻两个人抱
在一起，放声痛哭。对离婚酒店的经
理千恩万谢，手牵手走回了家。看着
他们幸福的背影，经理微笑着点了点
头：“真幸福，咱离婚酒店又挽救了一
个家！”

但愿这家面馆也能和故事中的酒
店经理一样，让1314的面条少一点炒
作，多一点真诚。让普天下有情人都
能走进婚姻的殿堂，度过“七年之痒”
后回到面馆免费享用七年前同等值套
餐，领取同等值礼品，并享受五星级酒
店套房一天重温旧梦。

能留得住时光的画廊

背包览胜 ■黄建明

能留得住时光的地方，一定是澄
澈的，也一定是寂静的，富春别径就
是。

富春别径，又名庙山坞，山势深
远，竹茂林深，因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在
此结庐隐居，创作著名的《富春山居
图》而闻名于世。

《富春山居图》有“画中兰亭”之美
誉。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反映了中
国文化以山水为上的特征。在这里，
我们可以品着一杯青茗，陶醉于如仙
境一般的美景；我们可以徜徉于满目
皆绿的旷达山野，去寻找心灵的氧吧。

可以说，富春别径是一个很有颗
粒感的世外桃源。

可以说，富春别径是一处无法替
代的人间画廊。

清新、激越，冲淡了庸俗，犹如黄

昏的夕阳，在你的脚下涂抹一片金
黄。“富春六百里，佳境千万曲”，现在
是最勾魂的季节。和家人朋友投身绿
树花海中，品茶，尝鲜，买几身明快色
彩的潮流服装与之相配，再趁这好天
气收拾好心情，尽享一年之中难得的
休闲好时节。

作为一处文化名地，历史上富春风
光的清秀典雅，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情
结，代表了时代的积淀，恰似生命中的
青春岁月，内心深处最柔美的部分。踏
歌水岸，在卵石狡黠的余光中，山路落
英缤纷，溪水清澈见底，竹园青翠欲滴，
真是“春色如画，山风如舞”啊。

怪不得大半生浪迹天涯的黄公望
会留恋这里，结庐隐居于此，窥谷憩
心。最有名的建筑是“小洞天”，是黄
公望的起居室，虽是简简单单的瓦房，

没有画栋雕梁，珠帘绮户，却是艳丽光
景，竟是别有洞天。小洞天前有小楼
一幢，曰“南楼”，临溪而建，是黄公望
的画室兼书房，也是创作《富春山居
图》的地方。小桥流水，草木清香的湿
润空气拂面而来，带给人们无限的惬
意和舒爽。青山绿水怀抱着先人的遗
迹，似一颗颗散落的明珠，以其自身的
璀璨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美景配以名人，更有韵味；名人配
以故事，更能吸引人。

最为传奇的是，便是《富春山居
图》被烧成两半。清顺治年间，吴洪裕
继承了《富春山居图》，其在病危之时，
想效仿唐太宗把画带到来生去，就在
画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吴洪裕
的侄子吴静庵将投入火中的画救了出
来，并以偷梁换柱的方法用另外一幅

画换成了《富春山居图》。但救下的画
作已被烧出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
段，至此稀世画作《富春山居图》一分
为二。大段被称为《无用师卷》，小段
称之为《剩山图》。

故事最能打动人心。不管明朝画
家沈周遭小人偷画而凭记忆背摹了一
幅《富春山居图》一卷以慰情思，还是被
乾隆皇帝当成赝品以及画在垃圾桶内
被找回，这些故事，都是我心中的圣地。

在留得住时光的古画里，我的心
是宁静的；在留得住时光的富春别径
品茗，更是一种恬淡优雅的生活状态。

原来，乡村也可以是美如图画。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谁陪你在炉火

旁打盹回忆青春？是艺术，还是故事？
富春别径是最好的回忆之地。
因为这是一首安静动人的歌曲。

■应长根都市空间

做了回“老娘舅”

早几天，我家的邻居老张跟我说：“长根，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想请你到我家调解调
解。我跟我儿子，总是说不到一起”。

前年，老张的老婆意外去世，一年多下
来，老张一个人在家摸进摸出，很是孤单，老
张说：我老来总想有个伴。前段时间，老张认
识了一个中年妇女，贤惠漂亮，精明能干，老
张很是喜欢，渐入爱河，而子女认为，后妈的
介入，一定会给子女的生活带来麻烦。后妈
一段时间来，对我们不尊重，连叫都不叫一
声，与我们子女的关系不融洽，再说，结婚后，
老爸的财物又要流失……

根据老张的约请，我来到老张家里，当儿
子了解到我的来意后，他对爸爸再婚的利弊
关系说了一通，还对后妈在近一段时间内的
所作所为说了一通。我当即就指出了小慧的
不是。我说：“小慧，你是大学生，你知道，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么一说吗？”小慧不加思
索地说：“对呀，古人是有这么一说的。”“既然
我们都要犯错，都有不足，那我们首先要允许
人家犯错。在产生矛盾的时候，不要指责对
方的不是，要查找自己的问题和不足。”说话
间，我也肯定了小慧，我说，你父母现在有这
么个家业，也有你的功劳，你是一个争气、听
话的儿子，所以我要为你的努力点赞！小慧
听了我的分析，频频点头，说：“小伯，你说得
有道理。我一直在为家庭付出。”我抓住这个
契机，说服小慧。“你说后妈的不好，你先得做
好自己，后妈不叫你，你可以先叫她，多跟后
妈拉拉家常。现在你爸一个人，平时你们也
多来看看爸爸，经常买点好吃的，使你爸爸感
受到失去妻子后，子女的关心在增加，拓展。”

前波未平、一波又起，父子俩争论的焦点
主要还是财产问题，根据小慧的意思，要将现
在父亲名下的财产全部清点公证，老张说，我
现在有几处房产，你都知道，手头还有点钱，
我还要生活，今年花木价格下跌，基本没有收
入。可小慧总认为爸爸在隐瞒自己的资产。
听了父子俩的一番争论，我跟小慧说：今天，
我路过新街初中门前，看见里面有块石碑，上
面写着“厚德载物”四个字，我回到办公室，查
了这四个字的原意：有了德，我们才能承载拥
有的物质，如果德行不够，我们就无法承载，
最终你所拥有的也将会失去。我讲这个话，
不是说小慧你缺少德，而是我们要学会善于

“舍”，会舍才会得。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碰到
困难，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你过来的后妈
有困难，只要你们有能力，就要全力帮助。爱
是付出，不是掠夺。爱是分享，而不是占有。
小慧，用你至诚的爱，把你爸爸未来的生命点
亮。要在你爸爸找后妈的事上，显现你的大
度，你的开明。但老张呢？也要鼓足信心，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要相信美好，一切会
好，相信儿子会支持你的。最后，我送给小慧
三句话：对爸爸要“包容他的缺点、接纳他的
过去，支持他的未来”。小慧听了我的劝导，
频频点头，说：“小伯，我会做好自己，对过去
做错的，说错的地方，希望爸爸谅解”。

从我进来时的父子对决，到现在小慧的
委婉认错，我想语言是有力量的，有机会，我
还要去做“老娘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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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水韵小镇
穿过浦阳江畔漫坡的梨花
我知道
那淡白如雪的花瓣
是春日最不期而遇的美丽
就像我知道
冬雷夏雨
都只为你此刻的暗香
刘方平的梨花
从一千年前的盛唐走来
庭院寂寞如初
一地花瓣如心语倾诉
暮色苍茫中
重门深掩
看时光
忽然而过
桃李芳菲的季节
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有柳絮翩跹
有池上碧苔如荫
却都在晏殊的宋词里
淡成了背景
独爱梨花
从清晨缀盈露珠的绽放
到黄昏
柔动微风的摇曳
移舟
争渡于浦阳江
岸边落英缤纷如昔
风吹起青旗
烈烈声响
且在乍暖还寒的时节
细品梨花春酒
小杜的牧笛在彼端
悠远飞扬
而我在此处
微微醉倒
突然有清明的雨打来
湿了衣衫
落了梨花诗篇

■潘开宇湘湖诗会

梨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