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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是有眼儿的
■孙道荣

我们都喜欢与实心实意的人交
往，不过，人心并不总是实的，也不是
密不透风的，事实上，它是有眼儿的。

它叫“心眼儿”。
心眼儿有大有小。心眼儿大的

人，胸怀大，格局大，肚量大，能容天
下难容之事，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委
屈都能受，什么难都能忍，什么坎都
能过，仿佛普天之下，就没有它不能
包容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穿它而过
的。心眼儿小的人，就像细密的筛
子，眼儿太小，能过的东西就不多。
这个不能过，那个又放不下，结果必
然是，把自己的心眼儿都堵死了，以
致不能呼吸，沉闷而无趣。

心眼儿也有好坏之分。好心眼
儿，就像春天的枝头，止不住地散发
着鲜花的芬芳，给人帮助，让人开心，
送人温暖。在人群之中，好心眼儿的
人总是居多的，它们互释善意，你帮
我，我助你，使人生向好。当然，好心
眼儿也不是总办成好事，有的时候，

也很可能好心眼儿偏偏办了坏事，帮
了倒忙，添了乱子，但别的心眼儿，都
会原谅它。坏心眼儿不一样，坏心眼
儿犹如灯下的黑，又如黑中的蚊子，
总是偷袭你，恶毒地咬你一口，不但
吸你的血，还要把病毒传染给你。人
们之所以特别憎恨坏心眼儿，就是因
为它像个瘟神，从它的眼儿里，冒出
来的，都是糜烂的毒气，防不胜防，而
且对世道人心，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人心人心，人皆有心，有心就有
心眼儿。但心眼儿这东西吧，奇妙的
很，也古怪的很，让人难以捉摸。想
多了，容易变成小心眼儿。那就少想
点吧。少想也不成，想少了，容易给
人感觉是个没心没肺、没心眼儿的
人。一直想吧，不停地想，又一不留
神就成了死心眼儿。那干脆就不想
了吧，似乎更危险，因为，你很可能成
为一个不幸的缺心眼儿的人。

一个人心眼儿太多，什么事都要
像嚼口香糖一样，颠来倒去地去嚼一

嚼，想一想，是很可怕的。红楼梦里
的王熙凤，心眼儿就贼多，人送外号

“一万个心眼”。一个人有一万个心
眼儿，眼睛眨一眨，就是一个鬼点子，
你怎么能斗过他，又怎么敢相信他？
与这样的人交往，你就不得不多一个
心眼儿，不是让你弄出一万零一个心
眼儿，那会让你自己抓狂。只要多出
一个心眼儿就够了，这个心眼儿，是
专门留来提防、对付他那一万个心眼
的。

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如果是打
心眼儿里的，这个爱，就是无条件的，
可靠的，能够天长地久的。这种情
感，就像泉水从泉眼里汩汩地冒出来
一样，永不枯竭。一个人若与另一个
人玩起了心眼儿，就是一个十分危险
的信号，心眼儿不用玩几次，感情就
会亮红灯，所有的甜言蜜语山盟海
誓，很快都如过眼云烟。

心就是个口袋，东西装得少的时
候，轻灵，透气，旷达，它叫心灵；心灵

所承载之物多了，就需要一个或若干
个心眼儿，通通气，透透气，使心能自
由地呼吸，它叫心眼儿；心眼儿太多
了，弯弯绕太多了，总是在算计，它叫
心计；一颗心算计了这个，又算计那
个，算计了今天，又算计明天，算计来
算计去，它叫心机。到了这一步，一
颗心，差不多就算死了。

我希望自己的心，就像一只笛
子，它的所有的眼儿，都是为了飞出
婉转动听的音符。我希望我的心眼
儿，也总是婉转动听。

灯下漫笔 ■潘开宇

丁香空结雨中愁
其实，他的这句“丁香空结雨中

愁”不若“小楼吹彻玉笙寒”更有名，
但是情有独钟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
的缘分。所以今天，当我在键盘下敲
下“李璟”的名字时，我还是想从他的
这首《摊破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
说起。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
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
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
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春日的雨，即便褪去了冬的萧索
和刺骨，依旧带着冷意。丁香花俏立
枝头含苞欲放，却遥遥未见花期灿烂

的那一日。如同独守的女子，明明已
是望穿春水，却只能轻卷珠帘，闲挂玉
钩，看着风中花瓣一点点落尽，还是等
不来青鸟传来云外信。在光阴悠悠流
转中，孤独地将无尽的思念静静堆积
心头。整首词表达的是一个“愁”字，
而词人用他的非凡的笔力使这个“愁”
字表达得含蓄、温柔，回味无穷。

这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给了后
世众多诗人词客无数创意及灵感。它
让晚唐诗人李商隐写下“芭蕉不展丁
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来诉说无尽的
思念。它让现代象征派诗人戴望舒发
出了“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

娘”的叹息，那条寂静的雨巷隔了数十
年的光阴仍是悠然空灵地让人不敢接
近。很可惜的是，这句千古好词，他的
作者李璟却不为大众熟知。也许是因
为他的第六子南唐李后主李煜一代词
圣，光芒太过，又或许是因为李璟虽身
为南唐中主，却不顾王朝国祚而奢侈
无度，政治腐败，导致国力下降，百姓
怨声载道，对后周割地称臣，而不为后
人记之故。

其实，单从文学造诣来说，李璟
的诗词风格清新，感情真挚，虽只有
四首被收入《南唐二主词》，但每首都
是精品。因为他的文学嗜好，南唐重

文轻武。如果他生于太平盛世，或是
一介无牵无挂的江湖人士，倒也可佳
作传世，诗名流芳。可偏偏他身处五
代十国，那是五千年中华史上又一个
群雄逐鹿战火纷飞的年代，担负的又
是庇佑南唐子民重责的帝王之位。
面对强敌环伺狼烟四起，他却疏于国
事只知风花雪夜，经常与一批文臣饮
宴赋词，这其中就包括了写下“风乍
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冯延巳，虽是风
雅，但一位帝王，让人记住的只是他
的文学才华，而不是叱咤风云，鸿图
大志，济世安帮，无论如何是一种悲
哀。

酸甜苦辣伪球迷

■陈剑峰凡人脸谱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又如期
而至。足球场上，皮球在飞旋，球迷在
呼啸，电视机前的我们跟现场球迷一
样，早早地把动荡不安的心放在了万
里之外的球场，甘愿将自己的灵魂交
与足球魔鬼。

多少年后我还会回想起28年前7
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将为此后发生的
事懊悔不已。那是1990年世界杯的
终极之战，决赛双方是德国与阿根
廷。由于时差，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
后半夜进行。我早早地把闹钟调到了
比赛时间，然后美滋滋地去睡觉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比赛早已结束多
时！而更令我伤心的是，我支持的拥
有球王马拉多纳的阿根廷以0比1败
给了德国，无缘冠军。

本届世界杯，凡有阿根廷参加的
比赛，球王马拉多纳基本上都来观
战。看到曾经在球场上英姿飒爽如梦
似幻的老马哥如今却是大腹便便，连
起个身都很困难，再看看自己，从当年
的年轻球迷变成了油腻中老年球迷，

岁月之刀是何其公平！历史又总是惊
人相似，随着老马哥无奈地竖起中指，
阿根廷再次与八强无缘。

曾有个朋友问我：你这么喜欢看
足球，你看得懂吗？这一问还真把我
问住了。我看得懂吗？说实话，解说
员说的那一套套战术，我最多只知道
433、442这些概念，可说对排兵布阵
基本不懂。但是也懒得去弄懂，因为
我发现懂不懂足球其实一点都不妨碍
我看球，不妨碍我支持心目中的球队，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伪球迷吧！

伪球迷就是喜欢看足球喜欢球星
喜欢为心仪球队大声喝彩的莫名其妙
的那群人。你要问他们为什么喜欢阿
根廷，为什么喜欢西班牙，这可能永远
是无解的。因为，爱是没有理由的！

但却有爱屋及乌的伪球迷。比如
有很多人是因为C罗才喜欢上葡萄牙
队，因为梅西才喜欢上阿根廷队。而
我却是因为拉莫斯——这个曾经一头
飘逸长发、老是要跑到前场去争球甚
至射门的笑容可掬的后卫——喜欢上

了西班牙队，由此而知道了小白伊涅
斯塔、大卫席尔瓦、皮克、科斯塔等等
这些响亮的名字。

看西班牙踢球是一种视觉享受。
场上每个球员个个脚法精湛身怀绝
技，球一到他们脚下，地球上就基本没
人能抢下来了。所以，凡有西班牙参
加的比赛，场面多半是一面倒的：西班
牙人将球控来控去，倒来倒去，一脚，
两脚，三脚，四脚……忽然一个加速一
个插上一个变线一个传切一个射门，
球就进了。就是这么眼花缭乱，这么
绵里藏针。而西班牙的对手们仿佛一
头头眼睛血红的公牛，眼看着皮球在
斗牛士脚下慢悠悠地滚来滚去，却总
是没办法得到。西班牙为此四年之内
连续获得了一届世界杯冠军和两届欧
洲杯冠军。

然而本届世界杯上西班牙却让我
失望。面对比自己弱太多的俄罗斯队
摆下的严密“大巴阵”，西班牙要么围
而不攻，要么攻而无果，最终在点球战
中失利，无缘8强。

随着西班牙的失败，我愤愤地说：
本届世界杯到此结束！德国走了，葡
萄牙走了，阿根廷走了，西班牙走了，
说好的C罗与梅西的世纪对决呢？说
好的德国VS西班牙，西班牙VS阿根
廷呢？世界杯还剩下了什么？我们只
看到了球场上一个个落寞的身影，看
到了球迷们眼中饱含的热泪，再见莫
斯科，再见世界杯。

对不起，伪球迷就是如此富有激
情，伪球迷才不管本届世界杯还剩下
一半精彩的比赛，还会有很多黑马现
世。然而，就算一匹最黑的黑马诞生
了，能填平我们这些伪球迷失去艺术
足球攻势足球的痛苦么？在强调功利
的今天，世界杯足球场上逐渐流行起
了“摆大巴”“铁桶阵”这样可耻的踢
法，可以说与快乐足球已经完全背道
而驰，这才是作为伪球迷（我想也包括
真球迷吧）最不愿看到的情景。

当然，作为资深伪球迷，其实心底始
终有一个弱小且坚定的呼喊：中国，何时
能像日本一样为世界足球带来惊喜？

谁扶正

世相百态 ■顾俊民

“下个星期，市委考察组要来局里
考察领导班子了，这次的考察很关键
哦。”

“可不是嘛，古局长到点了，两位
副的谁愿意当‘千年老二’啊。”

“是啊，这些天局里的氛围都有些
不一样了。是不是？”

看来，这次H市商旅局的领导班
子考察是整个局上上下下都关心的一
件事，关注度绝对是空前的。因为事
关谁扶正，或者说谁当局长。而这又
多多少少影响着一些人的前途。

古局长是 H 市商旅局的局长，
1956年出生。一步步从科员干到正
局，是个“老商旅”了。王涛副局长自
从部队转业至今，在这个局也呆了不
少年头了，说话做事，雷厉风行，还是
一派军人作风。最主要的他还是块

“斜纹布”，经常有不同意见。而相对
年轻的程一晋副局长，硕士学历，为人
处世，颇为随和，很有人缘。而H市商
旅局在该市的经济转型、消费升级中
任务颇重。因此，选好局里的当家人

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局里有大事，商旅局的家属大院自

然也不平静。茶后饭余，“谁当局长”成
了大家都关心的中心议题。这其中少
不了猜测。比较流行的版本是“古局长
的推荐对市委的用人决策起重要作
用。”“程副局长学历高，人缘好，又听
话，前景看好。”“王副局长敢说敢做也
敢当，就是意见多些。商讨工作时话最
多，局长有些不爽。”“如果要古局长推
荐局长人选，那程副局长的可能性大，
因为听话啊。如果民主推荐的话，也是
程副局长的概率大，有人缘啊。”“你们
也不要算命了，说不定上面早就定好
了，下派一位局长，免得两位副局争老
大位置。”“程副局长扶正的话，办公室
的李主任有可能升副局了。”……接下
来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处长们
的职务变迁。说来说去，江湖中人最关
心的就是江湖地位。再想想，家属大院
各种版本的流传到也符合当下的选人
用人实际，真不愧为江湖中人。

H市的市委考察组在众人的期盼

和等待中在局的干部大会上和大家见
面了，走完了动员、宣布纪律、现职领
导表态、民主推荐、公布举报电话、举
报箱设立等等流程后，考察组开始了
个别谈话。这是个重要节点，有时候

“意外”往往出现在这个环节。因为重
磅“报料”总是出现在谈话中。考察组
谈话的重点除了了解领导班子的整体
情况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考察两位
副局长在德能勤绩廉方面的情况和局
后备干部的表现。

一般干部、中层干部从会议室进进
出出。有的谈的时间长一点，有点呆的
时间短一些。最后进去谈话的是三位
正副局长。毫无疑问古局长是压轴了，
而且谈的时间是最长的了。古局长毕
竟是一把手，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
绝了，从商旅局面临的任务到当前存在
的问题，再到今后的发展思路，条理清
晰。当考察组问到“您退下来后，对局
长的建议人选有考虑吗”时，古局长沉
思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从
我们局内部产生的话，应该说两位副职

都不错。他们各有所长，而且局里都看
好小程，因为大家都说他听我的话，肯
定是我的推荐人选。但如果作为一把
手，我认为小程缺少点敢于碰硬的阳刚
之气。这一点，老王比小程强。我和老
王在工作中磕磕碰碰的事蛮多的，有时
候他错了，有时候我错了。这一点我比
较欣赏老王的。而作为一把手善于听
不同意见也是减少工作失误的重要环
节。当然，这首先要求一把手要有肚
量，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近段时间，我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全面比较的基础
上，最终我还是倾向于老王，并郑重地
向组织推荐老王为局长人选。”

“好的，我们会把您的推荐意见和
局里干部的推荐意见一并写入考察报
告，并向市委汇报的。”

一个月之后，H市委组织部代表
市委在商旅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王涛
同志任H市商旅局局长。接下来便是
老局长、新任局长的表态发言。

局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状态，该干
嘛就干嘛。

■金柏泉心香一瓣

梦回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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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过知命之年，但童年的景象，还时
时出现在梦里。

朦胧间，听到春雷携带的细雨，敲打着
床头的玻璃窗，梦与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下
混沌一片，分不清是梦是醒，影片的胶卷在
亦梦亦幻中徐徐展开……

一

家还是那几间低矮的老房子，门前还
是那一条弯曲的石板路，通往村外的路的
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和紫色
掺白的草花。房前屋后，少不了鸡犬猪鹅，
咯咯咯、嘎嘎嘎、汪汪汪，各不相同的鸣叫
声虽然有点杂乱，却共同奏响着自然的谐
音。

各种野花烘托下的春日阳光，显得更
加柔暖，裹在身上整整一个冬季的棉衣裤，
早就厌烦它的累赘急急将其脱下。一下子
甩掉一身笨重的老棉袄裤，穿着一条薄薄
的单裤，光着脚，感觉就像蜗牛脱去了背上
的壳，也像刚出窝的小燕子，轻快地飞奔在
村中的小路上、庄稼蓬间的田塍路上，或弓
着头急奔，或张开双臂斜着身燕子般“飞
翔”，心里想着现在如果有火车并行，一定
能追过火车。

“哎呦”，奔跑中一脚踢到了凸起的石
板上，撕心的疼痛本能地用一只脚“跷”上
好几步才停下来，脚拇指边上那个最长的
脚趾头已经血流如注，趾甲盖下面全成了
紫色，赶紧跑回家，按照大人的说法，从门
背后撸一撮门档灰，撒在流血的创口，继续
自己的玩乐。

“小胖，割草去了”邻家小伙伴在叫我。

二

青草是猪、鹅的主食，也是做肥料的材
料，割草成了当时农村孩子的本业。

油菜花满野的时节，油菜蓬里，长满了
嫩嫩的羊尾巴草、鹅冠藤草、棉花草，还有
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看看四周没人，
钻入其间，满满一竹篮子青草十几分钟就
搞定。剩下的时间属于自己五花八门的游
戏。

躲迷藏、甩茅刀、烧野火豆、搞恶作剧，
是常玩的游戏。这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烧野
火豆。

庄稼地里，什么时鲜都有，地瓜、萝卜、
蕃茄、蚕豆，不同季节有不同品种的美味。
这个时候最多的是豌豆，农家用手指粗的
麻杆或细竹做架子，豌豆苗沿着麻杆爬满
架子，绿油油一弯一弯豆荚，像一个个挂在
藤上的新月。豆子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已
经鼓出薄薄的荚壳，印象中鲜甜清香的美
味诱得小馋嘴们口水直流。互相使一个眼
色，默契地分工合作，你摘豆我拔杆，三下
五除二，一大捧豆荚和五六支麻杆到手。
撤，几个小家伙一下子淹没在花海中，分头
跑向早已选定的油菜蓬。

那是一个最偏远广阔的油菜蓬，自认
为安全得神仙也不一定找得到。从草篮底
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河蚌壳和火柴，用泥土
搭一个简易灶台，以蚌壳为锅，麻杆为柴，
煮起了刚才偷摘来的豌豆。俗话说，吃鱼
没有抓鱼香，虽然还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
得意又开心的笑声和着蜜蜂采花的嗡嗡
声，就已经荡漾在广阔的花海上。

“小家伙们，哪里跑！”突然间，大人的
叫喊声吓得大家来不及细想拔腿就跑。边
跑边想：那么隐蔽的地方，怎么会被发现的
呢？

那天虽然躲过一劫，但自那以后，再也
不敢做那样的事了。

三

一夜春雨，麦田沟里的雨水汇集到排
水渠，注入河口，滔滔而下，泛起白花花的
水浪。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春天的各类
鱼儿，正处排卵的时节，迎着激流而上，去
上游产子，是大多数鱼类的习性。小孩子
没有能力去深水的河中抓鱼，在至多也就
没膝深的沟渠里摸鱼，对孩子来说是无法
逃避的诱惑。上学还早，把书包藏到麦田
里——先抓会儿鱼。

光着脚，挽起袖口裤管，在哗啦啦的水
里，小心翼翼地游摸在被水流冲刷得光滑
清爽的石缝里，忽然，一个冰凉有鳞的小东
西钻入自己的右手掌，一阵心跳加剧，死命
屏住呼吸，左手轻轻往右手靠近，右手五指
缓缓收拢，不能快也不能慢，既要抓住没有
溜走的缝隙，也不能抓太紧，两只手合拢成
一个密闭的空间后，看准岸上的合适位置，
突然发力，将鱼儿甩到岸上，一条有两寸多
长的小鲫鱼粘着了泥尘活蹦乱跳……如
此，一会儿一条鲫鱼，一会儿一条泥鳅，只
要不是恐怖的小蛇，都是我开心的收获。

等回过神来，太阳已高出山岗有几丈
高了，快，上学迟到了！草草把鱼儿暂养在
有水的小坑里，背起书包，匆匆忙忙往学校
跑去……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片白光从
窗外透过帘子映入，树枝上的鸟儿叽叽喳
喳叫个不停，春早唤醒了我一夜童年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