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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花开
□ 童电球

（外一首）

一辆车的驾校一辆车的驾校
□ 凸 凹

记得是一九九五年春天，突然来
了情绪，一定要学车去，且要拿个印有
自个儿名姓的本本：黑皮驾驶证。我
知道，对于吾等这种阶层的人来说，这
个想法只能依靠驾校来实现。

于是，我进了天府驾校龙泉分
校。与驾校产生联系很简单，这边一
张体检表和一沓钱，那边一张收款收
据。两边一对接，你和驾校就联系到
了一起。

分校有一辆老式北京吉普，学车
的日子里，车到哪里，驾校就到哪
里。那是一辆车的驾校，一座移动的
学校。驾校的师资力量由一个李校
长和一个刘师傅构成。别在李校长
腰上的那台摩托罗拉BP机，担纲着
这所驾校全部的校务工作和业务联
系。或许，我所看见的，只是分校的
一个学车点。

在驾校，学车的叫学员，教学员开
车技术的，叫师傅。同一个师傅门下
的学员之间互称师哥师姐师弟师妹。
我的师哥师姐师弟师妹有七八人，他

们是药剂师、银行职员、夜总会老板、
五金作坊主……纵有七八人，每次到
场练习者四五人而已——今天这四五
个，明天那四五个，总有几个不能到
位。驾校以人为本，视学员为上帝，松
散而且自由。

停车、起步、倒杆、移库、路驶、抽
烟、吃饭、喝茶……一个套路下来，学
员们，这些职业各异、不知一下子从
哪儿冒出来的主，全都亲密无间了。
就是现在，在路上碰着，也会亲热地
打招呼，甚或寒暄三五句乃至好一阵
子。

学车就像嗑瓜子，嗑了一颗就想
嗑两颗……碰了几天车后，手就奇痒
难耐，不摸车过不得，摸哪儿哪儿像方
向盘。正是搬不动、按不响的方向盘
给我指明了方向。以公司业务需要为
由——事实上也是，我拿经理身份发
话了：提议公司购买一辆长安双排
座。车一到手，就有了一次难忘的溜
车经历：非法、惊险、刺激、爽死人。在
川西坝子的机耕道上，劣马似的车子

和一个笨拙的骑手演绎了一场人与机
器之间的战争。田野上黄灿灿的油菜
花，牵牛的少年，观看了发生在眼前的
一切。它们无事般平静的眼光，像一
粒镇定药，也像一根拴马绳，让这台跟
蓝天一样色彩的飞奔的机器逐渐驯
服、乖戾，直至安全。

练车一般是上午出门，下午收
车。因此午饭总是在外边吃，并且，更
多的时候是在郊外，一个小镇上的食
店里解决的。学员们统统按AA制出
资，当然不是回回当面一张一张数
币，这多少都有些难为情，而是轮着
转，一人一顿地请。轮到校长、师傅
时，学员自是挺身而出，坚持不允。其
心之诚，其状之切，令人感佩。校长、
师傅强扭不过，只好允从，勉强就坐。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读驾校的日子，除那次溜车经历

外，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有一次，在航天南路晶华公司
附近练倒车时，一个学员将一个在身
后经过的女人撞翻了，并且后轮从她

身上压过去了，前轮也压过去了。众
人大惊。尤其是刘师傅大惊，他当时
不在副驾驶座位上。女人躺着，不
动，约五分钟许，翻身站起，抖了抖尘
土，理了理衣服，丢句“好好开车嘛，
年轻人。”不瘸不拐地走了。待120
急救车喘着粗气疾疾赶到时，它以为
驶进了愚人节。这事梦魇般总让人
恍惚，想不通。还有一次是一个师妹
的急态和哭声。在温江县境内的一
个大车场里，师妹突然冲至一辆大货
车的驾驶室门前，把娇嫩的额头搁在
冰冷的金属体上，随着哭声的喷出，
双肩、腚、小腿一个劲悸动，她全然不
顾一个少妇的矜持、不顾嵌在周遭环
境里的眼睛，她在车考中把一根竹竿
撞倒了！我没想到一个黑皮本本的
魔力这么大。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所只有一辆
车的驾校服务真好，我站在家门口等
它，不用招手，它就停了下来。这会
儿，我坐在电脑前，向它招手，它就停
了下来，停在记忆的泊车场里。

张望 阿仁 摄

五一末假，立夏追随而至。古语
有云“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
这里的“假”，即“大”的意思，也就是
说，春天发芽生长的植物到此时已经
长大了。

居于案桌的吊钟从孱弱的瘦枝到
嫩叶繁茂，绿意盈盈。入夏后却逐渐
出现枯萎的叶，从一小片到一整朵，渐
渐做告别状。我想起与它的缘分由
来，不舍得修剪，将它搬至阳台，更勤
快地换水浇水，从一天两次增加至三
次、四次，试图将它挽救。可在夏日的
高温里，它依旧日渐荼靡。它似乎忘
记了，我曾经对它披星戴月地呵护，曾
把它捧在怀里疼爱有加，曾为它矗立
花群，安稳花器，添上姿色。

就像我们曾掏心掏肺地善待新认
识的朋友，却在有一天，伤心地发现，
我们舍弃自己宝贵的时间，却被那些
利用你善良的人们压榨，于他们而言，
你所做的事都不值一提。所有单纯地
付出不过是人家眼中的“傻”。或者
说，不过是人家手中的一步“棋子”。

有人说“吃一堑长一智”，成年人
必须要学会交往的潜规则。似乎“台

面握手，桌底踹脚”的塑胶情更让人觉
得合情合理。什么真善什么单纯只停
留在童话里好了，圆滑世故，更是一种
智慧的处事行为。

和老友喝茶聊天，她感叹很多年
未交到新朋友。有时，宁可隐居求志，
也不愿同流合污。我若有所思，单纯
的友情或许只能存在于同窗情谊里。
成年后的我们，若说朋友遍天下，也是
熙熙攘攘为利来。成年人，要么随波
逐流，要么大隐小隐。

这样想来，人与人如何相处好像
有了方向，若无利可图的交往，其天真
烂漫便是不谙世事。因此，做一个冷
淡的人，懂得拒绝，才会活得清醒而坦
然。世故的人，最好的状态便是收起
真心，保持距离，相敬如宾。

在六月如火如荼的高温里，我却
被一段过往的交情深深撼动。

故事得从多年前说起。那时，我刚
在广州站稳脚跟，表弟辞了职投奔而
来，试图在广州发展。虽是老表有血缘
关系，但只是儿时一起玩耍，成年后在
家乡并无甚交往，甚至不相问闻，以这
样的方式在陌生城市见面，关照全凭善

良。特别是他以内地银行职员的工作
经验想在广州立足，找工作得跨专业，
几乎要从零开始。纵使找到工作，每月
工资扣除基本开销，也所剩无几。一线
城市，人才辈出，不属人才引进的，纵使
你才华横溢，也未必有人赏识。他初来
乍到，穷困潦倒是正常。

我没有拒绝对表弟的照顾，腾了
个房间给他，早晚两餐家常饭菜热腾
腾地提供，偶尔外出，带他品尝地道粤
菜，完全当亲弟对待。当然，我内心也
很清楚，以他一份工资和未来发展，要
付房租和伙食，就无法消费其他。所
以，我只要求他认真“充电”，努力工
作，食宿费不用考虑。

我所做一切，并不求回报。当他
结束打工生涯，回家创业，我接上他，
开车送他前往机场。

他创业，与我联系逐渐减少。偶
尔从朋友圈了解到创业艰辛，也爱莫
能助，只能遥祝顺利。

前几天，我回乡。家乡变化巨大，
故人渐老，房子却一套比一套气派。
连大姐也换了一套新房，我欣喜参观，
惊叹七十岁的她如何奔波装修？

我喝着大姐买的面线糊，边听她
絮絮叨叨地念起：“这几年，你表弟帮
了不少忙，旧房子那时要搭个棚，他马
上派工人来，搭完也不收钱，我就封了
个红包给工人。”

我以为是生意往来，漫不经心地
听着。大姐又说：“我装修新房子，你表
弟每天开着车陪我看材料，买材料，有时
也吩咐他姐姐过来检查装修。这房子，
如果没有表弟帮助，哪能这么漂亮？”

我的心头猛然一震，好像明白些
什么。我从小由大姐带大，与她年龄
相差悬殊，更像母女多些，我远离故
乡，无法照顾她，深感遗憾。她继续述
说着，一会儿又夸表弟事业有成，心地
善良，乐于助她。我抬起头认真听，回
想起表弟在广州的一幕幕，往事如
烟。而今，看着大姐为自己幸运得到
帮助喜形于色，我由衷欣慰，绝圣弃
智，仿佛看见一场春天的甘霖，润物无
声，朴实无华。

报答春霖知有处。我转头正好瞧
见新屋入伙的大绿植，正洋洋洒洒盛开
着翠绿的叶瓣，犹如春天的气息淡淡的，
静静地流淌着相互传递的美好时光。

春春霖知有处霖知有处
□ 孙仁芳

夏至游上洲村见闻感赋

滔滔珠水映斜阳，惹得我曹抓拍忙。
且看锦云生万态，颙祈福地出贤良。
上洲曲径通穹岭，恒慧庭园溢古香。
蘸点清风传国粹，书联意气荡回肠。

回乡登莲山偶书

苍翠滴莲山，怀公白石颜。
欲齐旗岭表，一步一登攀。

夏至过尖峰桥远眺黄杨山喜赋

尖峰桥上过，珠水泛清波。
凤展黄杨岭，八方人更和。

采桑子·重阳登黄杨山远眺

重阳喜上黄杨道，岁岁登高，
今又登高，脚踏峰巅心浪滔。
金黄一派秋光好，辉映云霄，
分外娇娆，万里河山万里饶。

题莲洲镇十里莲江

莲萼盛开天烂熳
溪桥锦绣岸葳蕤

题乾务镇乾务牌坊联

乾坤浩荡，葱茏翠滴莲山，
紫气呈祥，望族前程人鼎盛；
雾霭氤氲，今古香延白石，
鸿音报喜，名门上善物丰饶。

兰花图（国画） 吴庆双 作品

梧桐花开的季节

你从城里来乡下看我

我带你去山里

挖了一棵

开满鲜花的梧桐树

我想你是凤凰

应该住在梧桐树上

回来的时候

起了大风

飘飞的桐絮

弥漫了整片天空

呼唤

哎 你是否听见

我轻声的呼唤

老花镜后面的眼睛

已看不清你水墨的容颜

越走越远的心

靠在隐形的舷

燕子飞过的天空

留下一道雨线

哎 你是否看见

我躲在岭南的海湾

看尽了遥远的地平线

在山海的那一边

是否还住着神仙

越过越简单的日子

谢谢有你陪伴

雨后草堆上的红蜻蜓

闪动着清澈的双眼

哎 你是否梦见

微眠的池塘里

响起蛙声一片

村头苦楝树的果子

结出了金色的秋天

越洗越白的衬衫

说着亲切的方言

爬过心的堤岸

哎 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从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出发

让每一段时光成为你的一程山水

把每一个目的地擦亮

让它配得上你的努力

没有那么多不可缺少的东西

只要你的内心足够丰盈

没有那么多风尘名利值得获取

只有美好的经历让人铭记

我们去跨越和攀登峡谷高山

是希望拥有丘壑般的胸怀和万千气象

我们热爱泉流江河

企求永远拥有爱的清澈和奔腾的力量

在每一段旅行的路上

我们会找回安心的自己

而当我们远行归来

我们从平常的日子中获得了更多意义

在凤凰路上

曾想在街头的转角

寻觅一家古意的咖啡店

怀念多年前彼岸的光阴

在太阳与海爬着青藤的庭院

却没找到阳光一样的容颜

凤凰路上没有凤凰木

就像梅华路上没有梅花

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内心会追随着季节

次第开出各色花朵

面朝大海的窗户有人悬挂重帘

隔壁情侣路的情侣们小心交谈

不被期待说出的那个词叫永远

海水漫过的河道没有轻舟

只有水鸟轻轻栖落在浅浅的水面

时常遥想北方朴实的雪松

抖落冬雪后探出天真的笑脸

不会料想世间总是背弃着誓言

最冰冷的从来不是严寒的冬天

最幽暗的绝不会是漫长的黑夜

唯有岁月才能了解

唯有大海才能懂得

在秋去冬来的凤凰路上

阳光灿烂 爱恨随意

我心无挂碍 从容向前

一程山水
□ 郑智兴

（外一首）

古韵·斗门
□ 梁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