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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岭南， 天气仍然炎热，
秋阳落在伞面上，透出阵阵的热，
手中那一袋子的糖梨子， 似乎散
发出一阵阵越来越浓的甜香。 我
不由得想起儿时的糖梨子来。

那是只有每年吃过了月饼后
才能看到街上有卖的果子， 说它
是水果，又不完全是，我们小孩家
只将它当作零食。 它和很多的腌
制甜食一起， 被放置在一个个透
明的玻璃瓶子里， 被浅浅的糖水
腌泡着，一个个油亮油亮的，泛着
甜甜的光泽，吸引人的目光。 在南
方，其他的腌制甜食，如酸木瓜，
酸萝卜，酸黄瓜，酸橄榄，酸李子，
酸姜……似乎一年到头都有，可
是，糖梨子，就只有这么一阵，卖
完了，就没有了。 那时候我所读的
小学门口， 就有一档常年卖腌制
甜食的。 每当上学放学的时候，那
位镶着好几只金牙的阿姨就会掀
起大大小小的玻璃缸上的盖子，
一阵阵浓浓的酸甜味就会随风飘

散开去，背着小书包的小孩，总会
不由得停下来， 眼巴巴地盯着那
一缸缸水汪汪的黄黄白白的甜
食，吞咽着口水，再摸摸干瘪瘪的
口袋，一步一回头地走开了。

每当这时候， 看见糖梨子上
市，我都会扯着幺舅的衫尾，不愿
从单车上下来， 眼睛却紧盯着那
一缸缸的甜食。 学生们簇拥着阿
姨， 手里攥着五分或一角钱的票
子， 她麻利地用竹签从玻璃缸里
戳起一块块湿漉漉的“酸嘢”，递
给他们， 咧开的金牙在阳光下越
发醒目了。

眼看上课铃要响了，我急得要
掏幺舅的口袋，口中不住地嚷嚷：

“我不，我就要吃糖梨子，幺舅快
给我买。 ”我知道幺舅白白的的确
良口袋里，除了饭票，还有大大小
小的几张票子， 那是他每个月骑
车回几十公里外的乡下， 外婆从
削竹篾、破香骨 （息竹 ）里省下来
给他的伙食钱。

小伙伴纷纷从我身边经过，朝
车座上的我不住地 挤 眉 弄 眼 ：

“噢，‘羊咩咩’的幺舅又来咯！ ”他
们叫着我的绰号，起着哄，我更急
起来：“都要迟到了，不嘛，快给我
买糖梨子！ ”那时候的幺舅瘦瘦小
小的样子， 其实也就比我大十来
岁， 他是妈妈六兄弟姊妹中最小
的一个。 可是，幺舅的钱都是我年
纪轻轻就守寡的外婆一分一毫
地，双手不停地劳作，从牙缝里省
下来的呢。 可是，幺舅还是从他那
有限的伙食费里掏出一张票子，给
我买上几个糖梨子，看着我乐颠颠
地从他的车座跳下来，舔吃着圆噜
噜的糖梨子， 一蹦一跳地走远了，
才急急地跳上车赶去上学。

糖梨子的滋味一直在我心头。
幺舅这些年历经人生的动荡和劫
难，已经慢慢老去，而我也已离开
故乡多年， 终日在城市里为着生
计劳碌奔波， 多少年没尝过家乡
的糖梨子了。

10 岁那一年冬天 ， 我和母亲随
父亲开始在县城生活 ，我转学到北牌
小学上四年级。

班里一半是本地的孩子， 一半是
县直单位的干部子弟， 从穿衣打扮就
能看出截然分明的两类。 那些干部子
弟，无论男孩女孩都很洋气，外罩的确
良褂子，里边穿毛衣毛裤，有的还将一
条雪白的口罩吊在背后。 我虽然属于
干部子弟，但来自农村，和那些本地孩
子一样土里土气，一身粗布衣裳，套着
棉袄棉裤， 臃肿得像狗熊， 棉袄不附
身，对襟朝前撅撅着。 我初次转学到县
城，眼拙胆怯，更显得呆头呆脑。

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姓郑 ，本地
人 ，个子瘦高颀长，白净脸 ，脾气不太
好 ，说 “干啥 ”总说成 “嘎 ”，他一拧眉

说哪个同学 “嘎 ”，那
个同学立马就木
在那里了，像老鼠
见了猫。几次见郑
老师说“嘎”，尽管

不是说我，我也慌慌
的，害怕。 但是郑老

师课讲得真好，很投入，
神采飞扬、活灵活现的，有时
讲着讲着还哭了， 弄得底下

唏嘘一片。
这天是语文课 ，郑老师布置了一

篇作文让大家写 。 我有点蒙 ，啥是作
文啊 ， 我在村里上学从来没学过 、也

没写过啊 。 但我不敢跟老师说我不
会 ，我怕老师眉毛一拧说 “嘎 ”。 那就
瞎写吧 。 题目是什么 ，如今我已想不
起来了 ，但写完之后我在末尾留的几
句话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老师 ，我不
会写作文 ，写得不知对不对 ，请您指
正。 ”下课的时候，我心里忐忑地把作
文本交到讲台上。

再上语文课的时候 ，郑老师抱着
一摞作文本上了讲台 ，说 ，这次作文
写得最好的 ，他顿了顿 ，眼光瞟向了
我 ， 手一指 ： 就是这个新来的同学 。
“唰 ”地一下 ，教室所有的目光都朝我
投来 ，我有些猝不及防 ，完全没有想
到 ，脑袋嗡的一声 ，一张脸立时涨得
发烫，呆愣愣地手足无措 。 接下来，老
师开始念我的作文 ，我的身体不停地
颤抖，手心里汗津津的。 老师念完了，
说 ，还有呢 ，最后把我留下的几句话
也念了，引起哄堂大笑。

而今想来 ，这算是我第一次公开
“发表 ”文章吧 ，尽管读者只有四五十
人 。 那几句留言 ，颇像投稿时给编辑
的客套话 。 不管怎样 ，从此我喜欢上
了语文课 ，同学们也喜欢下课后主动
找我玩了。 我依然眼气城里孩子的洋
气 ，但家里条件不好也没办法 ，至少
语文成绩好让我打消了乡巴佬进城
的自卑感。

其实 ，我第一次写作文就撞了头
彩是有原因的。 虽然我以前一直在农

村长大 ，但 “阅读 ”并不比城里孩子
少 。 父亲是教师出身 ，后来在县文教
局工作 ，每次回家他都会带一摞子报
纸回去 ，还有一些杂志 ，这些当然不
是让我看 ，是给母亲糊墙 、糊窗户 、打
袼褙用的 。 可我天生与文字有缘 ，见
了这些报刊 ， 上面还有照片和图画 ，
就看着玩 ，久而久之竟学到了不少东
西。 我和母亲去县城父亲那儿或赶集
的时候 ，一定会去新华书店买几本连
环画 ，记得有 《闪闪的红星 》 《小英雄
雨来》《鸡毛信》《小兵张嘎 》，等等 ，自
己看完了 ，还要给村里的小伙伴们边
看边讲，甭提有多神气了。 所以，虽然
是第一次写作文 ，也能够照葫芦画瓢
对付一气的。

后来语文课一直是我的最爱。 朗
读课文、解词 + 造句、分析段落大意 、
总结主题思想 ，每一个环节对于有些
同学来说可能枯燥乏味 ，对于我却是
津津有味。 尤其是作文每被老师念一
次，那一天就成了我快乐的节日。我还
喜欢朗读，朗读是语文课的最大特点，
没有朗读哪来的“琅琅读书声”？ 直到
今天偶尔走到学校外面， 听到教室里
传出的整齐洪亮的读书声， 依然感觉
十分亲切， 那声音带着稚气， 充满朝
气 ，如银瓶乍破 ，如珠落玉盘 ，如翠鸟
初啼，不是天籁胜似天籁，是人间最美
妙的乐音。

有一次语文课令我终生难忘 。 课

本里有一课是 《东郭先生 》，这个故事
大家都熟悉 ，讲的是战国时期有一个
东郭先生 ，很迂腐 ，救了一只被猎人
追杀的狼 ，结果狼反而要吃他 ，他让
路过的一位老农评理 ，最后老农设计
打死了那只狼。 郑老师按照正常的课
程要求讲完了课 ， 别的同学下课了 ，
他把我和另外几名语文好的同学带
到他的办公室 ， 神秘地告诉我们 ，他
把 《东郭先生 》排成了节目 ，一个短
剧 ，叫我们几个分别饰演其中的几个
角色 ，秘密排练 ，一个星期后在语文
课上演给全班同学看。 郑老师分派了
角色 ，把东郭先生给了我 ，让我们分
别抄了台词 ，讲了怎么演 ，叮嘱大家
保密 。 大家都很兴奋 ，有一种电影里
地下工作者的感觉 。 之后一放了学 ，
我们几个就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偷
偷排练 。 一周后的语文课 ，终于在班
里响了一个 “大炸弹 ”，把全班同学都
“炸 ”晕了 ，天啊 ，语文课还可以这样
上，太有意思了啊！

几十年过去了 ，每当想起小学时
候的语文课 ，想起那个瘦高个 、白净
脸 、说话总爱把 “干啥 ”说成 “嘎 ”的郑
老师 ，想起那次有趣的 《东郭先生 》表
演课，心中总会盈满温馨。 人的一生，
有许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 ，有时一句
话 、一个人 、一堂课 ，都有可能是点燃
生命 、照亮旅程的火种 ，值得一生去
回忆，去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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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湖边，他问我，还打水漂
吗？

他弯腰捡起了一块不大不小
的石子，在手指间转了转。 然后，
又弯腰，稍稍瞄了瞄，扬起手臂甩
出去。石子碰到水面后，受惊似地
弹起来，一连跳了好多次。石子在
沉下去前，在水面上舞蹈着。

我没动声色， 也弯下了腰，选
了一块扁平的，放矮身子，甩出去，
然后在心里默默地数着， 一、 二、
三、四、五！ 呵呵，比他多一个，嘴上
却说着：不行了，不行了，真老了。

老夫聊发少年狂呀！
想不到你身手还是这样的有

感觉！
我心里想：这算什么呀！ 小时

候什么不会玩？ 拍洋菩萨， 抽陀
螺，打弹弹。 打出的弹子那个准，
真的可说稳准狠。 至今我都听得
到那些被我打中的弹子所碰出的
清脆声。 那时，一群小伙伴，只要
有人叫，就溜出去了。玩起来也真
是疯啊，简直就是废寝忘食，不知
被妈妈骂了多少次。

小时候的最大幸福， 不是别
的，就是玩！

是呀，我们这代人，童年以后
就没有半点时间再玩了。 哪里能像
现在的人，三十好几了，还在玩电
游，而且那趋势，会一直玩到老。

电游这东西大概更加吸引人
吧？

那当然，还用说！ 不然，哪里
还会有那么庞大的游戏产业？ 现
在的玩家很多是以此为终身职业
的。 这是个好玩又有钱还能出名
的好职业。他们都被称为“家”了，
游戏家！知道吗？国际游戏的大会
上，他们也大出风头的！

唉，听你说，我感觉，我们这
辈子，真的没玩够！

你还可以继续玩嘛。 你难道
就没看到好多好多的银发一族都
在抓紧时间玩？玩是人的天性呀！

二

在湖边还想起小时候来湖边钓
鱼，想起把蚯蚓穿到钓钩上。 那时，
从来就没想过蚯蚓也是活着的，也
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是否也会痛。

这说明你真老了。
而且还弱了。 人只有在老弱

时才会想到细小的生命也同样的
是生命吧。

我可没有你这么老人般的多
愁善感。 小时候有段时间在乡下，
成日里在树林中跑过来又跑过
去。 那些小动物，那些小昆虫，就
是好伙伴。 它们的生，它们的死，
是见得太多了。

一条青绿的大肉虫， 叭的一
声，掉在地下，很快就被无数的蚂
蚁包围撕咬和缠住， 无论它是如
何蠕动，拼着命地翻爬滚打，最终
还是被蚁群浩浩荡荡地抬往蚁
穴，成了它们的美餐。

一只鹰在天空盘旋， 禾场上
的鸡呀鸭呀顿时吓得四处逃窜，
人们使劲地喊呀跳呀， 使劲地哐
哐敲着面盆，那老鹰却置若罔闻，
一个俯冲，闪电般的，眨眼就叼走
了一只鸡。 那只鸡的好朋友，另外
一只芦花鸡，从此也就吓破了胆，
病怏怏的，长不大了。

还有猫，母猫下完崽，口渴难
耐时，竟吃刚刚生下的儿女。 眼睁
睁地看着它吃，想要去抢救，那只
平时温顺的母猫却发出了呜呜
声，眼里射出两道凶光。

动物界的那些事情， 不是我
们人能管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动物是人可利用的。

我们在山沟的小溪里， 翻开
石头捉小虾，捉小蟹，拿回家，先
是放在盆里玩，玩够了就烤着吃。
虾蟹烤红了，又香又新鲜，对于那
时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的孩子，
实在是太需要了。

那时，我们也养蚯蚓。 埋一堆
剩菜叶在屋外的垃圾里， 天天浇
些米潲水， 不久就会生养出好多
好多的大蚯蚓，用来喂鸡鸭，鸡鸭
特肯长。

鸡鸭长大了，自然杀了吃。 那
时的伢子十多岁，不管男孩子，还
是女孩子，就会杀鸡了。杀鸡就是
家常便饭，你不学几手，以后怎么
能持家？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天生就很
残忍啊？

没有，没有，怎么会？ 那时的
你是自然人。

那么， 现在的我和你又是什
么人？ 我们与自然已经隔离了？

我不知道如何说好。 现在已
经有人在说： 人类正在大步跨入
机器人的新时代。

金
手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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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沉
沉中， 陈阳被彭轶叫醒 ：
“快醒醒，这屋子小，煤气
太浓，会出危险的！ ”说着
彭轶又将歪歪斜斜倒在床
上的其他人都喊醒， 扶到
客厅，将客厅的门打开。 一
阵冷风吹来， 三个人渐渐
清醒， 陈阳觉得头好痛 。
说：“我好像感冒了。 ”彭轶
说：“你是煤气中毒了，你
快去楼下走走。 ”

果然， 陈阳在楼下待
了一会儿，头不痛了。 彭轶
这才告诉他们， 他下班回
家后， 发现厨房的煤炉不
见了， 估计被陈阳提到房
间去了，想起房间狭小，又
闭门闭窗， 担心他们煤气

中毒，便赶紧将他们叫醒。
不久， 彭轶跳槽去了

河东一家企业， 离开了出
租屋。 走的时候，彭轶问陈
阳 ：“你还会继续买彩票
吗？ ”陈阳说：“当然，以前
没买过彩票， 可能错过了
不少中奖机会呢。 既然开
始买了，就不会中断，说不
定什么时候大奖就会降临
呢。 ”

一晃眼， 陈阳守号一
年多了。 那天晚上，陈阳照
例守在电脑前看开奖直
播， 激动地发现自己幸运
地中了三等奖。 他开心得
跳起来， 第二天便迫不及
待地去兑奖大厅兑奖。 正
当陈阳准备办理领奖手续

时， 兑奖大厅又跑来一个
年轻人，这个人是彭轶。 原
来，彭轶竟然中了二等奖。
一别几月， 陈阳没想到两
人会在兑奖大厅“喜相
逢”，伸出双臂 ，和彭轶紧
紧相拥，意外又欢喜。

（熊燕）

小号热出
连号强势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 选 7：03、04、10、12、

23、24、30
双 色 球 ：09、10、14、15、

23、24 后区：03、04、08。
福 彩 3D：

04、05、07。
（安颖）

喜相逢 下
插图 采采

图里有“宝”可微信扫描

1 月 12 日江门市新会区中得
即开票“中国龙”（5 元票） 一等奖
10 万元，11 月 17 日台山市中得即
开票“己亥猪” （20 元票 ） 一等奖

100 万元， 好消息的
兴奋劲还没过，11 月
19 日江海区又传来
喜讯，44120204 投注
站一彩民中得“好运
十倍” 一等奖 40 万
元。霎时间，中奖信息
频频转发， 彩民们无
不啧啧称奇。

据陈先生介绍 ，
他从女儿没出生就开
始购买福利彩票，现
在女儿就快中学毕业

了，10 多年，都成忠实老彩民了，平
时除了与别人合资购买双色球外，
就喜欢刮即开票。 11 月 19 日傍晚，
他如往常一样下班就直奔家附近的
投注站购彩， 向销售员要了平时最
喜欢的刮刮乐“好运十倍”，先是在
一包新开的即开票中间位置选了 3
张，刮开不中，又在刚才那 3 张的位
置前后各要了一张。

他的这个习惯，引起了工作人
员的好奇：“难道这样选票中奖概
率高点？ ”陈生笑着回答说，这个不
全是，最主要看运气，还有个人的
选票习惯， 但以他 10 多年的购彩
经验来说， 他本人倾向这样选票，
感觉中奖概率会高点，曾经用这样
方法中过 500 元，后面就养成了专

挑中间票的习惯，有时也在整包票
的前后再各挑几张碰运气，偶尔也
会一整包买下刮到过瘾。

谈到中奖过程，陈先生表示幸
运来得太突然， 砸得他都有点蒙
了。 据他说，第二次选的那两张彩
票太有意思了。 当刮开最后一张
“好运十倍” 的第一行时， 出现了
“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一样的
数字“12”，而右边对应的金额竟然
是“￥400000 元 ”时，陈先生心里
怦怦直跳，但看了旁边坐满其他彩
民， 他又马上按捺住自己的情绪。
熟知游戏规则的他，知道自己这次
是中了大奖， 但又怕自己看走眼，
立刻向销售员确认，直到销售员跟
他道贺，他才拿着彩票回家。

今日吉时： 午时、申
时、戌时

今日吉数：11、13、28
� � � � 今日吉肖：鼠、虎、龙、
猴、狗、猪 （风信子）

伟伟今日吉字：

好运爆棚，江门再中 万元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通讯员 汤羡姚 实习生 陈宛琦 陈晓璇 插图：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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