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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蔬菜店

麦 文

小区楼下有家蔬菜店， 店主是

一对老年夫妻。 小店租用居民楼一

间窄小门面房， 位于南河大桥桥头

一处三岔路口，路口南行几百米，就

是涪江。 店里除了供应新鲜蔬菜，还

兼卖些日用小百货， 以及自家卤制

的熟食。

那时候， 我在川北一家电视台

工作 ，时有出差 、加班 ，作息不甚规

律，买菜，总需要光顾楼下的永明蔬

菜店， 也总能错开普通人家的下班

采购“高峰”。

白天从小店门口经过， 常看到

妻子在路边行道树下乘凉、摘菜，丈

夫则端坐店内， 手拿棕榈拂子轻轻

地驱赶着蚊蝇。 碰上节目直播带班，

晚间新闻播出结束， 九十点钟我返

回住处时， 妻子在店里不紧不慢地

烹制第二天的各色卤菜， 丈夫仍旧

如白天一般坐在摊档后方， 屋顶节

能灯照得他额头发亮。

那些年外卖尚未风行， 加班晚

归， 常常顺手在小店买些卤菜就几

口烧酒解乏。 周末睡懒觉误了饭点，

趿拉着拖鞋下楼买几颗葱蒜， 煮一

碗面条解决午餐。

每次进门，丈夫总是慢慢站立起

来，习惯性地甩动拂子，驱赶不一定

存在的蚊蝇，轻声询问———今天还是

猪头肉和一瓶小烧酒吗？我笑着点点

头。 老人个矮且瘦，身上穿着印满广

告的围裙，一脸四川男子常有的温顺

与和蔼，话并不多。等我点完凉拌菜，

他随即操起菜刀，迅速切片，精心拌

匀，再笑眯眯地送到我手中。

与丈夫的安静相比， 妻子则十

分爽利 ， 进门即是热情招呼———

“哟，这哈才回来，今天又加班哈？ 你

们工作够辛苦的。 ”话语里既带着不

算过度的关切， 又恰如其分地渗进

亲近之人才有的责备。 即便不买菜

的下午，但凡我经过，她也会远远送

来问候：“眼镜儿，下班了哇！ ”

也许是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或

是老人对我这独居的外地人格外关

注，在川北江边居住的那些年，我在

两位陌生老人身上获得了一份意外

的温情。

有几次夜归，见我未吃饭，店里

最后的几根黄瓜、 葱蒜免费送我带

走。 待我离开，两位老人才慢慢收拾

摊档，准备打烊。 还有一次，我返回

太晚，或许白天太过劳累，也或许是

光线昏暗， 老人切肉时不慎划破了

手指， 清洗消毒贴上创可贴继续为

我切肉时，还一个劲地表达歉意。 老

人不知道的是， 我心里的歉意要更

重些。 那时候总有一种错觉———夜

间的永明蔬菜店像是专门为我而

开。

那年夏天，我踢球摔折了左手，

在家休养。 从蔬菜店门前经过，总能

收到老板悉心的关切。 “今天的水白

菜很新鲜，下面条最安逸。 ”白菜过

了秤， 又免费送不少小葱。 老人知

道， 我但凡买蔬菜， 必然又是煮面

条。

那年冬天，城里下了大雪。 江边

一楼住户喜欢在人行道上烧火取

暖，两位老人也在店门口燃起柴火。

见我走过， 妻子照例打招呼：“眼镜

儿！今天下班早哇？ ”没等我回答，她

又热情邀请———“天气冷，过来这烤

哈儿火再回去嘛！ 今天还剩得有点

豌豆尖 ，嫩得很 ，煮面条最安逸 ，一

会儿你带走，不要钱。 ”那天，我没像

往常一样应一声直接回住处， 而是

很奇怪地停了下来，拉把椅子，坐到

火边。

印象中那天傍晚什么也没聊 ，

又好像聊了很多。

第二年春天， 我一次下晚班准

备买菜回家，才发现，永明蔬菜店关

门了。过了一周，没有开门。一个月，

依然没有开门。 到了即将入夏，就在

我认为两位老人已经歇业离开的时

候，永明蔬菜店终于恢复营业。

再次上门，我才发现，心里竟对

小店的开门有着特别的期待。 遗憾

的是，直到后来离开川北江边，我始

终不曾知晓两位老人的姓氏。

从店招判断， 夫妇俩并非本地

人。 因工作之便，我曾到过涪城周边

不少地方， 临县三台就有个江边乡

镇叫永明， 永明镇对岸不远是丰谷

码头。 蜀中店铺招牌多冠以人名、地

名，加之小店离江边不远，水陆码头

附近多是外乡人聚居，我想，永明蔬

菜店两位老人多半是永明人。 只是，

我始终未能确认。

抱团减肥

聂玉君

婆婆在老家喂养了许多土鸡 。

她最高兴、 最幸福的事是儿子儿媳

们能够经常回去， 吃上她亲手饲养

的土鸡。

当金灿灿的鸡汤和肉质细嫩的

鸡肉端上桌时， 儿媳妇们都会善意

地提醒各自的老公，要少吃点，千万

别喝汤。 婆婆听到后，总会说：“想吃

就是身体需要，有吃都不给吃，怪稀

奇。 ”

自称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公

公， 八十岁了被痛风折磨得苦不堪

言。 特别是近年来，各种综合症让他

行动迟缓，四肢颤抖 ，腿脚红肿 ，住

医院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长。

公公、婆婆平时吃得比较油腻，

体型较胖，再加上年龄大了代谢差，

高血糖、高血压 、高血脂居高不下 ，

让他们受了不少罪。 婆婆的五个宝

贝儿子都不同程度的遗传了他们的

“三高”，这让我们很是担心。

周末， 五弟通知我们去他家吃

饭，还说了减肥一事。 已成功减肥的

四弟媳给我们做了详细的减肥方

案，她再三强调，要我们严格要求自

己，控制好一日三餐 ，多喝水 、多运

动，并把每天吃的东西发在群里，互

相监督，互相提醒。 我们在电子秤上

称了体重，测算好应减数量，并表决

心： 一定要坚持减肥， 不能半途而

废。

按我的身高计算， 需减掉五斤

才算合格。 几个弟弟的体重都已严

重超标，特别是五弟，因为媳妇能干

贤慧，做得一手好菜，他常常是大快

朵颐后就躺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就

鼾声四起。

我把四妹拟定好的减肥计划收

藏好，开始了减肥之旅。 第一天大清

早，我把早餐发在群里，煮鸡蛋

+

半

碗素面条

+

牛奶， 经四妹检阅后合

格。 中餐吃三分之一小碗米饭，肉类

以牛肉、鱼、虾为主，素菜一小碗。 因

单位食堂不可能天天都有这些菜 ，

我尽量选择蔬菜吃， 不让自己吃得

太过油腻。 晚饭回家自己做就简单

方便多了， 米饭半碗

+

素菜

+

凉拌茄

子。 当看完《晚间新闻》准备休息时，

一打开手机，看到大家的留言，不禁

让我捧腹大笑。

“五弟，你的早餐不合格啊！ ”四

妹给五弟提出了警告。

“没办法，食堂工作人员看到我

吃得太素，硬要给我放两块鸡肉。 ”

“不要找借口，下不为例！ ”五妹

还加了个打人的表情包。

“我感觉五弟扛不住，中途会脱

离减肥组织。 ”

“不吃不吃就不吃，坚持坚持再

坚持，横批：决心减肥。 ”五弟发出了

誓言。

“减瘦变漂亮了，我回家认不出

来怎么办？ ”我老公在外出差，也跟

着凑热闹。

“你们饿不饿？ ”

“我不饿。 ”

“有点饿。 ”

“我要早点睡觉 ， 睡着就不饿

了。 ”

“真希望快点天亮，就得吃早餐

了。 ”

……

第二天， 我们认真地按减肥计

划履行，大家在群里互相鼓励点赞，

每个人都充满了自豪感。

第三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汇报

体重后，大家都很高兴，每个人的体

重都减了下来， 我如愿减掉了一斤

多。 五弟减得最多， 我们及时表扬

他， 他充满自信地说：“减肥任重而

道远， 请大家放心， 我会坚持到底

的！ ”

生活中， 我很幸运能够有这几

个弟弟和弟妹。 在我最困难最无助

时， 是他们给予帮助， 让我温暖如

春。 之所以一起减肥，是因为我们彼

此之间都充满着爱， 希望大家能够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上有质量、有

尊严的生活。

我们商量好了，等我们退休后，

就回老家一起生活， 在小院里栽菜

种花，饲养鸡鸭，唱歌跳舞。 一想到

这样的生活画面，我就充满憧憬。

有此一说

生活有时需要谎言

王家福

前不久， 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咳

嗽时吐出的痰有几许血丝， 不免有

些惊慌，于是请假到某医院检查。

CT

检查， 得出不乐观的结果，

又做

CT

增强检查。当我从那个圆圆

的检查孔退出来时， 过来一位年轻

的护士 ，招呼我 “起床 ”。 我一边起

来， 一边自言自语：“该不会判我死

刑吧！？ ”护士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唉，没办法，谁都不愿意得这种病。

去年，我的表哥 ，从发现到走了 ，前

后不到一个月。 ”我不禁瞪了年轻护

士一眼，这样的话算是开导我想开，

还是引诱我进入“死胡同”？

有人说， 癌症患者三分之一是

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

分之一才是病死的。 这三个三分之

一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姑且不去理

会， 但是吓死的那部分却是真有其

事，甚至可能更多呢。

在我的心里眼里， 这个小姑娘

显然不是个称职的护士。 此情此景，

平常病人大都愿意接受 “再活五百

年”的弥天之谎 ，而不愿接受 “从发

现到走了，前后不到一个月”的大实

话啊！

在现实生活中， 有时候也需要

谎言呀！

买鸡枞

王仕学

立秋前夕，准备去一趟鲁布格。

妻子提醒说，沿途有鸡枞，你买点回

来。 那地方的鸡枞新鲜，便宜，不像

城里，贩子倒来倒去的。

第二天清晨， 一会儿晴一会儿

雨， 典型的鸡枞雨。 一到猪场坪地

界，我不住地往车窗外瞅。 有人在路

口提着鸡枞！ 转念又想，现在买，到

下午还新鲜吗？ 再说有工作任务哩，

怎好叫师傅停车耽搁？ 罢了，罢了。

下午回城，工作任务完成了，心

里轻松，便说：“师傅，如果有人卖鸡

枞，请踩一脚。 ”车上的人都笑了，早

上你不买，找鸡枞都在清晨。 都下午

了，怕是没有了。 我心里隐隐有点后

悔。

再次往车窗外瞅。 鲁布格地界，

没有。 捧乍地界，也没有。 真如大伙

所说？

快到田湾街上， 见两个妇女背

着背箩，一前一后地走着，其中一位

手里提着鸡枞！ 我狂喜。 停车下来，

问：“鸡枞卖不？ ”“卖是卖，要

160

。 ”

我仔细看，鸡枞粘着黑泥，想是刚从

地里拔来的。

9

朵，稀稀拉拉地用粽

叶穿着，像一朵朵神奇的怒放的花，

发出诱人的浓香。

“

80

，卖不？ ”我小心试探。

“不卖。 一斤多哩！ ”那妇女答得

干脆。

我盘算着，兴义城里的鸡枞，好

的每斤

120

元，她的鸡枞顶多一斤。

100

，我狠心出价。 价格上不占便宜，

质量上保证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那

妇女脚步放慢下来， 连声说， 再添

点，再添点。 我说，不添了，已经是城

里的价格了。 旁边的一位妇女怂恿

道，卖给人家吧，反正是捡的。

成交。

上得车来，满车鸡枞香。 我想，

今天运气真好！ 师傅说，这鸡枞确实

新鲜，他也想买点。 车一路狂奔，山

野不断从眼前掠过。 我想，恐怕真是

没有了。

过了丫口寨，在一个路口，一个

老人居然提着三串鸡枞！ 师傅赶忙

前去， 讲价反反复复， 最后成交一

串。

8

朵，

70

元，比我买的那几朵还

嫩，且更便宜。 不过交货的时候，老

人突然要加几块钱， 说他是做生意

的，齐头齐脑，不吉利。 卖几朵鸡枞

还讲究数字上的吉利， 估计答应卖

了， 突然有些后悔， 故意要加几块

钱。 师傅觉得老人不爽快，赌气不买

了。

车继续前行。 大家继续谈论鸡

枞。 几分钟之后，过了陇岸上快速通

道，想买那真是没有了。 我有些为师

傅惋惜，不就几块钱么？ 师傅是否后

悔，不知道。 只是他说话少了。

离快速通道入口几百米的地

方， 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背了一个背

箩，上面插满了鸡枞，手上也提着几

朵。 我怀疑是贩子。

师傅停下车， 问：“你的鸡枞卖

不？ ”那人说：“卖嘛。 ”说完就把背箩

放在路口一户人家的院坝里。 原来

他上山挖草药，捡到三窝，手里提着

一窝，背箩里装着两窝，用塑料布隔

着，其余是草药。 我判断失误。 最后

讲成

6

元钱一朵，随选。 师傅选了

10

朵。 同去的小樊姑娘接着选了

4

朵。

大的选走了，剩下的小一些，我就去

讲价，

4

朵

20

元。 是刚冒出土的鸡

枞，那伞还没有打开。

邻居们围上来， 七嘴八舌地夸

那男人运气好， 鸡枞比那些草药值

钱多了。 后面有车停下来购买。 那男

人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连声说，不

卖了，不卖了，娃娃老婆等着青辣椒

鸡枞汤拌面条哩。 他不能把今天的

好运气全变成花花绿绿的票子。 我

这时才明白， 三窝鸡枞在院坝里一

字摆开，并非为了卖，原来有显摆的

成分。

回味买鸡枞的过程， 我联想到

人们说的缘分， 联想到理想追求与

婚姻家庭……

离别的张望

曹春雷

在网上看到一幅照片， 心一震，

眼一热，眼泪就流了下来———是位乡

下老大娘的背影，她站在一个小山顶

上，身体佝偻，苍苍白发被风吹拂起

来，正在努力地，张望着什么。 从她

身边看去，山下盘旋的路上有个正在

离去的人影，已经成了一个黑点。

老人弓着背，一步一喘地，吃力

地爬到这个山顶最高处， 不为别的，

只为再看孩子一眼。 她用多长时间

才爬上来？ 不知道。 她站在那里有多

久？ 不知道。 她的眼里有没有泪，不

知道。 唯一知道的是，她的孩子在她

的目光里，渐行渐远，直到连黑点也

看不见。

朋友林子，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离

别。 他在北京工作，老家只有独居的

八十多岁的娘。 他曾经把娘接进北

京侍奉，但娘只住了两个月，受不了

城市生活的喧嚣与孤独，执意要回老

家。 无奈，他只得把娘送回乡下。 他

很忙，经常出国，每年最多回两次老

家。 每次回老家呆上一段日子后，再

离开，他都感觉是生离死别。

每次走，娘都把他送到村口。 然

后，在村口的大树下，目送他离开。他

上车后，慢慢行驶。倒车镜里的娘，越

来越小，直到看不见。有一次，他都跑

出五十多里地了，才想起有重要的东

西忘在老家了，于是返回去。 快到村

口时，老远看见了娘，还站在那里，还

保持着那个张望的姿势，和目送他离

开时一样。

我有次回老家时，要走，不要娘

到村口去送。因为娘以前每次不仅要

送我出村，还要送我到远处一条公路

上等长途车。这次娘答应了，不送。我

拖着行李，步行走出村口，转入一条

小路，不经意间回头，却见娘在身后

一块高粱地旁，向这边探头。

现在看到这幅照片，从这位老大

娘身上， 我看到了朋友林子的娘，还

有我娘的影子。 天下的母亲，大概都

是这样的吧。

不知道老大娘的孩子走在离开

的路上时，是否回过头，是否看到了

山顶上张望的娘，看到娘飘在风中的

白发，是否盘算过下一次的归期？

这些话，可以点醒当下迷茫的你

●

把现在的工作做好，才能幻想将来的事情，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对于尚

未发生的事情而陷入无休止的忧虑之中，对事情毫无帮助，反而为自己凭添了

烦恼。

●

在成功的历程中，总会遇到困难而需要别人的帮助，要善于接受这些帮

助，因为这也是你人生中的重要机会。 但不要因为有人帮助就自己不去努力，

别人只会帮助那些自己努力之后还做不到的人

!

●

惯性思维是导致你失败的罪魁祸首，一定要学会创新，创新为你开辟一

片新天地，有时换个角度思考，会让你找到新的机会。

●

学会根据事态和环境的发展变化， 随时调整你的目标， 目标坚定是好

事，但也不能为了遥不可及的目标丧失其他的机会，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

别整天想着那些你用不着的机会，对你来说，能用到的机会才有价值，

不能用到的机会就是别人的，别人赚的盆满钵满也不要羡慕，如果整天想着不

属于你的机会，你的生活将会很痛苦。

●

有想法就要行动，哪怕失败告终，拖拉会让你丧失机会。 想法只有化作

行动，才有达成愿望的可能，否则想法永远是想法。 没有想法的人，不会成功，

但只有想法没有行动的人，也不会有任何成就

!

●

在做任何事之前，必须有正确的方向，盲目地行动只会导致失败。 正确

的方向是成功的前提，没有或迷失了方向，做事情就很难成功。

●

做任何事，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满意，一味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迎合别人，

按别人的想法做事，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请记住，不管做什么事，只要让自己满

意，就是最大的成功

!

●

做人一定要诚信，靠欺诈能让你富一阵子，但绝对不会让你富一辈子，

一味的欺诈，会让你血本无归

!

●

成功需要一些勇气和冒险精神，坦然面对人生，敢于冒险，面对危险或

困难时，越是害怕越是陷入危险中，无所畏惧才会有解决之道。

●

世界上所有的奖励都是奖给功劳的，而不是苦劳，没有功劳，再多的苦

劳没用，做一件事只有有了最后想要的结果，过程才有意义，人们从来都是以

成败论英雄的。

●

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对自己不懂或不擅长的事情，在行

动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不能盲目瞎干。

●

懒惰是你一生最大的敌人，靠勤劳比靠侥幸的得来的收益更能致富。

●

付出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如果你付出的是最大的努力，你就可以获得最

好的报酬。

●

守信是你的资本：信任犹如一根钢丝，一旦建立起来了，可以抵抗变故

的拉扯，一旦折断了它，就很难再把它接上了。 与人相处时，别人首先要信任

你，才会真心地对待你，当别人觉得你不可靠时，你的机会就丧失殆尽了。

●

真正的友谊并不是一味地讨好，而且在发现对方的缺点错误后，能真心

指出来并帮助其改正，使之不断地完美起来，要远离那些一味对你溜须拍马的

人，这种人只让你耳朵享受，却会让你生活受罪

!

●

多看别人的优点，多想别人对你的好处，不要对你做一百件好事你不感

恩，做一件让你不满意的事就怀恨在心，这样的人天理不容，更别说成就什么

大事了。

环 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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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文建秋

一颗种子

在什么地方扎根

长成风景

不能选择

只能适应

就像人

有的在逆境绽放

有的在顺境凋零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

再漫长的夜

也会天明

再漫长的雨季

也会天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