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副刊
TIANTIAN

邮箱：1027237787@qq.com 编辑 /文建秋 校对/戴宏瑶 版式 /尤登秀

2019年1月25日
故事

热线电话：0859-3195186

这是我的一次真实的经历，说出来
都觉得有些丢人。但我还是想把它如实
记录下来，如果能对外出的人们有所警
示，那么，我的“学费”就不算是白交了。

——题记

下午五点，我从A省返回G市。
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刚涌出 G 市高

铁站，五六个手举市区各站点广告牌的
私家车驾驶员，正不厌其烦地招揽旅
客。其中一个身着蓝色夹克的中年男人
堆着笑容迎了上来，对我说：“师傅，去G
市客车站吗？马上走。”见我停下脚步，
他接着说：“到G市客车站只要 40元，还
有两个老人在前面一点等着的，一起走，
马上，快点跟上我。”我和他急急忙忙往
高铁站停车场走了五六分钟，赶到指定
的等候区域，两个老人不见踪影。蓝色
夹克一脸的失望，叫我在他的车旁等几
分种，他再回头去邀约一二个乘客，马上
就走。

又是五六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他邀
到乘客，我开始着急起来。要知道，G市
客车站最后一班到Q县的客车是下午六
点，如果不及时赶去，怕是要错过乘车时
间。于是，我想，不等了，直接到高铁站
外打的，还来得及。

当我沿路返回涌动的乘客人流中
时，蓝色夹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把拉
住我说：“师傅，你不要走嘛，我马上就约
一二个人，你们拼车，马上就走。”看他在
人潮中左奔右跑满头大汗卖力地招揽乘
客，人们或摇头示意，或不予理睬，或面
无表情绕道走开，我忽然心生怜悯，想着
他挣钱也不容易，几乎到了不要脸的程
度。若不是为了生存，谁愿意这样啊。
再等等吧，已是五点二十，赶到客车站还
来得及。

谁知，一等十多分钟又过去了，这回
我真的是不耐烦了，径直往站外走。蓝
色夹克也是用心良苦，一边揽客，一边用
眼角的余光瞄着我，见我执意要走，他马
上赶过来，连声说：“不等了，不等了，你
再加10元，马上走，马上走。”

上车时已是五点三十分。又遇下班
时间，G市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堵车已然
是家常便饭，我念叨说，照这种堵法，估
计是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蓝色夹克赶
紧承诺，如果错过最后一班车，他帮我找
车，不会耽误我的行程。

尽管紧赶慢赶，到客车站时，最后一
班车还是已经驶离。我心想，要在车站
附近住一晚，明天才能走了。有时，好心
也会误事的。

蓝色夹克说：“我在车站附近帮你找
车，尽量让你今晚回Q县。”在车站七八百
米外的一个十字路口，蓝色夹克叫我在车
上稍等，他下车朝路对面走去。只见他和
路对面一个中年女性在交谈了几句，随即
返回对我说，那个女人有办法让我今晚回
Q县，还说，如果不放心，可以把他的私家
车拍个照，有啥子事，回头找他就行了。
说完不忘提醒我把50元打车费给他。收
钱后，他很快开车驶离我的视线。

我悄悄打量了一下那位中年女人，
大概 30 岁出头，染着浅黄色头发，中等
身材，从衣着气质看，可能就是周边村镇
的居民。

中年女人叫我跟她走，沿大道旁缓

坡方向步行一会儿，来到一个简易板房，
板房内外均没有店名。房内仅有一张办
公桌椅，两张人造皮革小沙发，外加几张
塑料凳。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我隐约
觉得不大对头。

沙发上，分别坐着两人，一男一女，
都是农村人模样，脚下是大包小包的物
件，肯定是外出务工人员。女的十七八
岁，脸庞微黑，长相清秀。两张塑料凳上
坐着一个少年，一个中年人，都在埋头盯
着手机，看得出是外出务工人员。

从 G 市到 Q 县的正规客车票价为
100元。中年女人开口就让我付 180元，
我说太贵了。几经讨价还价，最后 150
元成交。我盘算了一下，一是我的休假
期已结束，必须回到单位，还有一大堆工
作在等着我；再一个，如果今晚不走，住
一晚少说也得 100元，能走的话，还是早
走为好。

中年女人给我开了张没有公司名
称、没有印章、字迹潦草的“收据”后，一
帅哥走进了板房，开始着手帮我联系车
子。说是晚上八点有一辆过路班车，要
途经Q县，八点可走，叫我做好准备。说
完，帅哥旁若无人地埋头清点手中一小
沓百元大钞。

闲着无事，我和候车的那位模样清
秀的少女攀谈起来。她说，坐她对面的
少年是她弟弟，姐弟俩相约到福建打工，
在这里从下午三点就等起，现在都快七
点了，还不见联系到车子，还不知道要等
到什么时候呢。我当时就纳闷了，姐弟
俩又不像我一般急着赶路，有大把的时
间，为啥子不到 G 市客车站乘坐正规的
公交客运车辆呢？或许是因为这个无名
小店开出的票价更便宜吧。

闲聊间，帅哥叫我随他出去，说是已
联系了一辆马上要开走的小轿车。走出
门来，青年帅哥叫我另付 30 元的车费，
因为这里离乘车点还有几公里路程，这
个钱不可能让他给我出。我一下子来气
了，说 30元太贵了，不行，我宁愿在当地
住一晚，明天再走。

争执间，一辆摩托车路过，车上一男
一女，都是本地人模样。帅哥叫停摩托
车，让他们顺带我去找一个名叫张老三
的小轿车驾驶员，不过，我得付 20 元摩
托车费。这回，我又不答应了，感觉自己
落入了一个圈套，但又抽身不得。青年
帅哥不耐烦了，说：“我付 10 元，你自己
付 10 元，这该行了吧。”我想，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10 元就 10 元，赶紧离开这个
是非之地。

摩托车男女把我夹在车中间，向目
的地开去。一路上，我的心都是悬着的，
摩托车超载存在安全隐患，要是有个闪
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时，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摩托
车在暗黑的马路上开了 20多分钟，终于
来到客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镇的院坝里。
并不宽敞的院坝中，苍白的路灯下停着
各型微型车、面包车，还有摩托车。更为
意外的是，有数十个背着大小包裹的人
员在焦急的候车。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
把我带到一个身材矮而壮实的光头面
前，交待了几句，大意是说我是张老三的
乘客，要光头带我去找张老三。光头要
我给他 30 元，我说我已经付了 150 元的
车费，光头说，他没收到我一分钱，凭啥

子要带我去呢，而且，最后付这 30元，全
部的事情就搞定啦。看着光头不用化妆
就是一副恶人的嘴脸，我心里是发虚的，
付就付吧。收了 30元，光头这才带我在
院坝中找张老三。

第一眼看到张老三和他的“小轿
车”，我的心就凉了半截！那是啥子“小
轿车”哟，分明就是一辆七座的破旧面包
车，更恐怖的是，车上已塞进了 9 名乘
客，还有两名操 Q 县口音的女性在等着
往车中挤，后备厢堆放着密不透风的包
裹，无法想象，如何还能把我和两个女性
塞进车中！

光头把我带到张老三跟前，就转身
和其他乘客摆谈去了。

张老三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还
没交钱给我呢！”

我说，钱我已付给光头了。张老三
说：“我可没收到，他是他，我是我。”

张老三脸色黑里透红，身材高而匀
称，浑身上下没有一两多余的赘肉，眼光
扫过，泛着阴冷的寒光，这样的人，猜测
其力量、速度和爆发力，绝非我这类文弱
书生能承受！看来，今晚走为上策，拖延
下去，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

万幸的是，光头还在离我几步开外
的地方背对着我和旁人闲谈。我走过
去，对光头说，我不去了，把钱退还给
我。光头愣了一下，慢慢腾腾极不情愿
地把 30元钱拍在我的手中，再不理会我
了。

我急忙逃之夭夭。来到院坝外，有
几辆面包车停在路上。一面包车主迎上
来，问我要去哪里。我的记性本来就极
差，又几经折腾，那里还记得清楚来时的
简易板房的具体位置。我只得说，就是
经常介绍乘客来这里的那个地方，大概
就是客车站附近不远处。

上车后，面包车车主说，他只收我20
元，该收多少就收多少，绝对不会多收一
分钱。我庆幸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比较
正直、善良的车主。我推心置腹地说，做
生意一定要讲诚信、讲良心，收取不义之
财终究会于心不安的。面包车车主连声
说，那是，那是，还说前段时间，一个外地
打工的民工，就被这些人这样来回折腾，

最后花了几千元，才算了事。
快到客车站时，面包车车主说，他再

打电话，向熟人核实一下我要去的具体
位置，还问我回那个简易板房去干嘛。
我说，当然是去退钱啦，我今晚决定住
下，明天一早回Q县。

车行到客车站前的一条大道上，面
包车停下，车主接过我递上的 20 元钱
后，告诉我说多半是找不到那些人了，然
后急速驶离。

我沿着大道向低处行走，看了一下
手机，已是晚上八点多，夜幕完全降临，
路上车辆、行人稀少。我凭着记忆，找寻
印象中的十字路口。可走了三十来分
种，还是见不到记忆中的十字路口，大道
依然笔直地伸向远方。无奈，我只得沿
路返回，像我这种“路痴”，怕是越走越
远，最后会迷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

暗夜中，我孤零零地独自走着，四周
寂然无声，静得可怕。我突然想到，这个
面包车车主可能也是他们一伙的，不然
怎么不直接把我送到简易板房的位置？
让我这个外乡人转来转去，昏头转向。
再有，他打电话声称问熟人板房位置，他
们是同行，哪能不清楚具体位置呢？肯
定是在通风报信，难怪他会说我找不到
那些人呢！

好不容易来到客车站前，几个当地
人争相问我要不要住宿，我朝其中一个
摇了摇头——这下可好，这个人反而喋
喋不休地要我去他那里先看一下，满意
了再住下。坦白说，这时的我已是惊弓
之鸟，哪里还敢去住宿呢。我默不作声
往客车站内明亮处快步行走，可那人一
直紧跟不舍。这时，前面正好停着一辆
开往外省的客车，其中要途经离 G 市最
近的 H 市。我只想摆脱这个人纠缠，就
直接跳上客车，驶离了G市。

来到H市闹市旁的一家宾馆住下，沐
浴在明亮温馨的客房灯光里，反锁紧厚实
的房门，我总算惊魂稍定。回想今晚的所
见所闻，犹如一场噩梦。好在，给了我一
个深刻的教训：不管是乘车也好，做其他
事也罢，一定要走正规渠道，不然，种种麻
烦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

哼，连手表都不会认，还大学
生，真是读憨了！

女孩转身的时候，老板娘轻
轻蔑地说，声音不大，却字字句句
冰雹般砸进女孩的耳朵。

女孩震怒。你说什么？瞧不
起我是不是？你有啥了不起，不
就是个卖文具的吗？有本事做大
老板嘛！

女孩的话让老板娘很生气地
说，我卖文具咋啦？不是大老板
又咋啦？我总不像你这样傻，连
表都不会认。

旁边一位来给孩子买文具的
妇女劝她俩，算啦，不要吵了。

女孩却不饶人，说老板娘，我
不会认又咋个？你又不是我妈，
管得了吗？真是，狗咬耗子多管
闲事！

老板娘气不打一处来，说女
孩，你认得认不得关我屁事，老娘
才懒得管你这些破事！

说话好听点，老娘，你是哪家
老娘？女孩火气一下子冲得老
高，伸手要打老板娘。旁边给孩
子买文具的妇女赶紧拉住，劝说
她，不要打，打不得。

老板娘不是省油的灯，趁妇
女拉着女孩，扬手往女孩脸上就
是一耳巴，嘴上还说，我看你还敢
不敢骂老娘！

女孩捂着脸，眼前金星直冒。
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说，哎

呀，大清早的你俩怎么打起来
了！？

女孩突然回过身，扯住老板
娘的长发，拳头雨点般往她头上
擂。

老板娘还手，俩人扭打起来。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等下打

出人命咋办？给孩子买文具的妇
女拉不住她们，惊呼起来。

妇女的惊呼引来不少围观的
人。大家费了好大劲才将老板娘
和女孩拉开。有人把女孩劝走。
女孩边走边回过头来骂老板娘。
老板娘骂着回敬女孩。

一老妇问老板娘，大清早的，
你俩为啥打起来了呀？

老板娘气还没散，说，这小婊
子，前天来我这儿买了块手表，这
表是格格的那种，她认不得，说今
天要去一个公司应聘，来问我几
点钟。走的时候我说了她一句，
她就不得了了。哼，还她妈大学
本科毕业，我看还不如我家读小
学的儿！

听了老板娘的话，老妇摆摆
头叹息道，唉，现在的这些娃儿，
真的是把书读憨了！

一男子接过话，那几年听人
说大学生连方便面咋个吃都不
会，我还不相信，看来不相信都不
行了，唉，这些娃娃，真是把书读
死啊！

老板娘说，你看那死姑娘，要
去应聘的人居然连个表都不会
认，我的天，这表，小学老师就教
起的嘛！像她这种人人家还去聘
她？我看，门都没有。

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说，我
一个朋友，前几年她儿子考上北
京一所大学，可去到学校，连生活
都不能自理，还要老的去侍候，悲
哀，真是悲哀啊！

“惯出来的，都是惯出来的！”
老妇接过话。

男子边买文具边说，现在这
些孩子，成天手机拿在手上，放学
回家了，衣服不洗饭不做，宁愿饿
着不吃，衣服脱丢在半边堆一大

堆，等父母或奶奶给他们洗。
“我看现在的孩子惯不得，惯

了是害他。”老板娘边拿文具给男
子边说。

男子笑道，现在一家就一个
孩子，说不惯是假话。就像我儿
子，回来一天只知道看电视打游
戏，你叫他做饭，他说他不想吃，
等你回来做好了，他又吃得去，衣
服袜子都是他妈帮他洗，成天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我真担心以后
他成家了怎么过。

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说，娃
娃还是要让他锻炼，你看我乡下
小妹家那两个娃娃，一天放学回
来做菜做饭洗衣服，什么都帮大
人做，有人来家里做活，大人不在
家，还会做饭给人家吃，真是太乖
了。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教的。

“穷人的娃儿早当家。农村
生活要苦点，不做不行，逼着他
做，也就锻炼了他。我觉得，孩子
要像鸟儿一样，自家飞出去找食
吃，长大了才能自食其力。”男子
说。

孩子坚决不能惯，惯了真会
害了他；老妇附和。

男子说，道理谁都懂，可真正
做起来难。因为风气到这里去
了，难得扭转。

“好了，不说了，给我拿个三角
板，还要一个量角器，孩子说他明
天上课要用，叫我来给他买。”给孩
子买文具的妇女对老板娘说。

老板娘从货柜上给她找来三
角板和量角器，问她：“还要其它
东西吗？”

妇女说不要了，问她多少钱。
老板娘说，一共三块钱。
妇女付了钱，拿着给孩子买

的东西走出文具店。
男子买了要买的东西走了。
老妇和其他看热闹的人也走

了。
老板娘自个儿唠叨：倒邪霉，一

大早就和那死姑娘干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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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家看望父母时，你总是一味

催促:“回家吧，回家吧，你老家实在生活
不方便。”

老家没有霓虹闪烁，只有炊烟；没有
酒吧里声嘶力竭，拥有的，或是狗吠声，
或是隔壁大嫂们毫不掩饰的欢笑，或是
老牛叫唤小牛归来的声音，或是硕果压
断枝桠的声音！你可知道，这样的声音，
便是我最原生态的交响乐。可在你看
来，这些俗不可耐！

当我偶遇女同学，多聊几句，多看几
眼，你就认为我向对方暗送秋波。你可
曾知道，当年读书时，在某个月，我因为
生活费紧张，心情郁闷，不小心弄伤了她
娇嫩的面庞，她竟然没有怪罪，还把她仅
有的50元钱借30元给我。你可知道，那
叫纯真，那叫友谊！认识她在前，认识你
在后。男女之间，除了夫妻关系，还有挚
友关系，这无关暧昧，无关企图，无关索
取。

我用双手摩擦一下脸庞，打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哈欠，只想稍作调整，提振精
神，但你认为我无修养，于是呵斥，尤其
刺耳。我很是无奈，看你一眼，示意你小
声一点，但你却认为我鄙视你！

当我借钱给处于困境中的朋友，你
就埋怨借钱给那个穷鬼，何时才能收

回。其实，我们也不富有，也是穷光蛋，
只不过暂时比朋友多几张票子而已，说
不定，我们困难时还得向其他朋友张口，
况且，人生一世，谁敢保证没有困难之
时？但你却说，这是我在找借口，打埋
伏，以利于攒钱去干坏事。

当我工作一天回家后郁郁寡欢，不
想说话时，你却说我“装深沉，搞掩盖，给
脸色。”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是变色
龙，做不到喜怒不表现于色，我只想释
放。我在回忆，和同事闹不愉快，究竟是
我的错，还是对方的非，该如何去消除不
必要的隔阂。虽说，三个人就成为江湖，
两个人之间就有竞争，但我不想让同事
关系弄得那么僵，我只想在坚持原则的
前提下，也注重灵活性！

亲爱的你，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其
实不难，也是经营婚姻的要诀。

二
当你在刷屏时，我在拟写文案；当我

从你身旁经过时，你在忙碌。于是，你总
以为在偷懒，在监督你！

当你打电话进来时，我在通话，当
我回电话时，你在通话，多拨几次，都
是如此，于是，你不再拔打我的电话；
我打过几次电话后，又忙于其他事，忘
记给你回电话，想起回电话时，已经太

晚，怕打扰你，就没有再拨打；于是，你
认为我是有意为之，架子大；你忽略了
我四次回过你的电话；从此，有一道鸿
沟，将你我间隔起来，以前的真诚相
待，随风而去。

我作为评委，你作为申报者，你的条
件不够，没有如愿当选先进，于是，你认
为我不够意思，不帮你说话，还认为评审
方案不公平。其实，评审方案经过讨论
又讨论，在评审环节，评委都是慎重的，
符合就是符合，好就是好，差一点就是差
一点，从而不让真正优秀者吃亏，不让不
符合条件者入围。当然，世间没有绝对
完美的方案，或许，你的优势没有得到最
大分值，但不意味着方案就是针对你。
方案是适用于大家的，是公开的，他人也
有不少优势，不能只看到你的优势，看不
到你的不足。

亲爱的你，换位思考便会发现，各有
各的难处；冷静总结便知道，评价标准很
难做到绝对公平，但制定者都是考虑“受
益者最多，受损者最少”。

三
第一年，当我上台领奖，你在下面入

座。我挥挥手，以示庆祝，苦尽甘来。可
你眼里写满不屑，对张三说，有啥好显摆
的，要是你想去拿奖，把一只手别在裤腰

带上，都能取得显著成绩，还有他的份？
第二年，当我再次上台领奖，你眼里更是
愤愤然，又对李四说，他是个马屁精，要
不是领导照顾，他能拿奖？第三年，当我
再次上台领奖，你眼里的怒火似乎可以
烧焦眉毛，想发泄不满，可左右没人。

其实，你的基础比我们好，智商比我
们高，能力比我们强，但你总是抱怨，总
是仰望星空，总是不屑与起点比你低的
我们为伍。我，劝过你；张三，提醒过你；
李四，开导过你。但你，总是不屑，总说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当我在媒体上刊发一些文章，你看

到后，说编辑真是瞎了眼，这样的文章也
能刊发，不过是“拾人牙慧”，不知是从哪
里抄来的。你还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你只是不想去大抄特抄而已！

当我对工作认真一点，对领导尊重
一点，对同事真诚一点，你说，我又在打
主意往上爬！

当我肥胖后，你还苗条，于是你说
“油桶向你滚来”，说“肥猪姿态难看”！

我视力不好，走路时总是把眼睛睁
得大大的，恰好你从对面走来，你说“真
晦气，路遇一色狼”。其实，你长什么样
子，我看不太清楚；即使你是罗敷再世，
我也毫无半分欣赏的资本；如果我眼明
如镜，也不能对他人心生半分亵渎，这是

底线。
亲爱的你，静言思之，便可知道：世

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无缘无
故的失败。

亲爱的你，你更需要自信：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你的优势我不具备；我的
短处，你未发现。

亲爱的你，平静的我，通过沟通，我
们就会发现，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
叶子，事物有差异，各人有特点。正因为
有了不同的叶子连同灿烂的花朵，世界
才如此美丽。

相互悦纳，需要一种品质——包容！

连环“套”
杨 浩

我和你
吴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