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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给丫头买一款限量
版运动鞋，丫头高兴，先冲出
门，回头还给了我一个飞吻，
脸都笑走形了。

我紧随着她到了四楼，却
见她捂着鼻子，指着缓步台对
我说：“那么大一摊屎。”我一
看，也一下懵了，随即从裤兜
里拿出了塑料袋，把那“一大
摊”迅速从地上包裹起来。看
看还有些痕迹，又掏出手纸清
理干净。

养狗的人都知道，为了给
小狗打扫“卫生”，不污染环
境，塑料袋和手纸是养狗人士
的必备用品。

正当我们父女俩离开之
际，田姐打开了屋门。她的目
光散射似地绕过我的身体，又
重新聚焦在缓步台上，然后笑
了笑，回头大着嗓门冲屋里
说：“我就觉得咱小王是讲公
德的人，这不就来收拾了嘛！”
我听到屋子里有人“嗯”了一
下，“就你多嘴……”

田姐转过头提醒我，是你
家狗拉的吧，现在可得注意，
都说小狗也能传染疫情呢。

我连忙答道“是是是”。
又说，刚刚忘了带塑料袋。并

向田姐表示歉意。
田姐把双手抱在胸前，声

音从高处传来：“没事没事，大
姐我心直口快，但也是为你
好。听说这细菌啊病毒啥的
传染可厉害了，就算你擦干净
了，它们也可能借着空气到处
飞。”说完，撇开抱在胸前的双
手，放在鼻子前，交叉着挥了
几下，赶苍蝇、轰蚊子一般。

我一下明白了田姐的意
思，告诉丫头回家取消毒水。
田姐一直盯着我给地面做好消
毒，才转身向自家门前走去。

只是小婉的出现，让田姐
迈回家的那只脚收了回来。
她家门本来已经打开了一条
缝，她却停下来侧着身听我俩
说话，做出一副在裤袋里找钥
匙的样子。

小婉告诉我，“那一大摊”
是有只小公狗尾随她家的小
母狗上楼时干的。“谢谢大哥
替我收拾了，回头给你家小狗
送两桶狗罐头。”她有些不好
意思。

“哎呀，原来你是雷锋啊，
不好意思，大姐错怪你了。”田
姐突然插话说。我只冲她笑
了笑，没搭茬。小婉接着说：

“哥，是不是以为我家小狗干
的，特意帮我收拾的吧？真谢
谢了。”

话没说完，就听田姐家的
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关上
之前，田姐她老公的声音飘了
出来：“狗拉屎，你扯上人俩关
系干吗？一张嘴，到处得罪人
……”我和小婉对视着笑了
下。丫头却使劲地在我胳膊
上拧了一把……

走出楼栋。丫头突然问
我，为什么主动清扫狗屎？我解
释说，这栋楼就咱和小婉阿姨家
养狗，而且小婉阿姨家刚养狗，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大伙看到

“一大摊”，首先就得认为是咱们
家狗干的。所以，爸就想，赶紧
处理完，省得惹出别的是非。一
哈腰的工夫，也不费事。

“那你为什么不向田阿姨
解释呢，不是太委屈了吗？”

“知道有句话叫越抹越黑，
欲盖弥彰吗？人家要是不信，
或许还得逢人便说：他家人、狗
都没素质，还栽赃别人呢。”

“我还听别人传，田阿姨到
处讲你和小婉阿姨关系密切,
你怎么不怼她？”丫头又说。

我从来没想到丫头会问

我这个问题，一下子被问住
了。张了张嘴，急切地想对丫
头洗白，却只能换成一句：“你
还小，长大就知道了。你要相
信老爸和小婉阿姨绝不是那
种关系!”

丫头听完，点了下头，又
摇晃着头说道：“你们大人啊，
思、想、太、复、杂！”

看着孩子跑出去的身影，
我的心思还没有拔出来。这
世上有些事情还真是奇怪
——做好事，得偷偷地干；理
直气壮的话，却又说不出口。
但这道理现在告诉孩子，他们
是听不明白的，只能期待他们
长大后再理解了。

转了个弯，看到丫头急匆
匆地跑向我，告诉我有人晕倒
了。我快步随着她来到老人
倒下的地方，摸索着从他口袋
里掏出速效救心丸，给他服
下，又帮他平躺好。看见他略
有好转，我想让丫头赶紧去告
诉她田阿姨——叫救护车送
田家爷爷去医院。

猛地回头，却看见丫头正
举着手机向我靠近，一边说
着：“我录下来了，我录下来了
……”

正月初三假期里，文武
正在乡下岳父家拜年，接
到同学丁华的电话：“老同
学在家不……今晚我请客，
老班长作陪……你回来不
就得了，反正你岳父家离
县城不远，我们在得意酒
家等你。”

文武乃县卫计局局长，
是全班最有出息的一个。
同学们以他为豪，常请他
吃喝，不断加深感情。有
回 文 武 实 在 是 想 婉 拒 吃
请，被同学们冷嘲热讽，差
点被孤立了。所以，文武
对同学的请吃请喝是一概
不拒了。这不，文武刚刚
接到丁华的电话，就匆匆
赶回县城，直接去了得意
酒家。

在服务小姐的引领下，
他踏进包厢，见着等候的
好几位同学，正欲开口打
招呼，倒是老班长迎上抢
先开了腔：“文武同学，我
们几位都等着你哪。选择
这家酒店，就寓意着大家
牛年春风得意！”“好好好，
大家一起春风得意！”丁华
接茬道：“那就要仰仗文武
局长同学喽。”

同 学 相 聚 ，免 不 了 喝
酒。推杯换盏，酒过十余巡
后，丁华吞吞吐吐说：“文、
文同学，听说、听说你卫、卫
计局，要要要建、建个二医
院是、是不？”文武一仰脖子
喝干了杯中的酒，回言道：

“是有这么回事。”丁华满脸
灿烂，拍着胸脯说：“老同学
没忘记我丁某是搞建筑的
吧？我保证把你的工程接
好。”老班长也插嘴帮上了
腔：“文大局长，这同学的情
面还是要给的嘛。”

老班长直盯着文武看，
其他同学也将目光聚了过
去。文武则被同学们盯得
很不自在，便掩饰地拿起酒
瓶忙给同学们斟上酒，且
说：“来来来，我敬各位同
学，先干为敬。”“叮当”碰
杯，一干而尽，咂咂嘴，觉得
好有味。丁华又说了：“文

武 同 学 ，你 同 意 了 ？”“ 这
——”文武面露难色，随后
更现痛苦状，“哎哟，瞧我这
前列腺炎症，老是尿频、尿
痛、尿不尽，对不起，我要上
趟卫生间。”

文武从卫生间再回到
桌上，看到丁华手上拿着

“和天下”牌高档香烟，便制
止说：“丁华同学，你不是请
我喝酒么？喝酒，不抽烟。”

“酒是要继续喝的，这烟吧，
每人给一条，带回家去抽。”
老班长插言：“丁华同学客
气，我们就收下了。来，为
感谢丁华同学，我们举酒干
杯！”接连干上几杯后，丁华
又提出了工程的事，盯着文
武轻声问：“老同学，建二医
院的事你答应我了？”文武
似醉非醉，话飘了：“我答
应，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
啊！我老婆如花似玉，是
吧？你们谁想见，我都答
应，哈哈哈……”

老班长附着丁华耳根
说：“文武同学醉了，得让他
清醒清醒，才好谈正事啊。”
丁华点着头：“那我扶他去
外边洗把脸，吹吹风，把醉
意消消。”可是文武一脸的
不高兴：“我没醉，不用你
扶，我自己能去外边吹风。
你还扶我？那我就不去外
边凉快了，来，继续喝酒。”
文武摇摇晃晃迈开脚步，老
班长忙叫美女服务员帮忙
扶他出去。

过了一会儿，老班长提
议：“文武局长看来醉得不
轻，建二医院工程的事就别
急着今晚搞定，算是先打个
招呼，哪天再请他一聚吧。”

“也行。”丁华表示同意，便
叫服务员结账埋单。服务
员来到桌前告诉说：“刚才
出去醒酒的那位已经埋单
了。”“啊——”老班长与丁
华等同学，无不惊讶得我望
着你、你看着他，半晌没谁
回过神来。

丁 华 最 后 两 手 一 摊 ，
说：“这……建二医院工程
的事，我们就别做梦了！”

阿林和阿木这对称兄道弟的
好朋友，又回到了昔日两人合伙
承包的这个林场。当年种下的树
木已死掉大半，剩下山脚的一部
分，也叶黄树弱，毫无生机。

当初，他们承包几百亩山
岭，种植名贵树木，估计 10年成
材，收入可观。

可是，他们事先对情况估计
不足，这山岭地势高，又没搞自
动灌溉，树木自然缺肥缺水，不
是枯死，就是生长缓慢，难以成
材产出。后来阿林去了国外，渐
渐对林场不再投入。阿木自然
也独力难撑，就打算放弃了。

阿木想，长此下去不是办
法，还要交地租呢，就想尽快出
手转让。

阿木去电与阿林商量。阿
林让阿木看着办。

“看着办”三个字，让阿木左
右为难。他曾放出转让风声试探
行情，竟无人问津，此事暂告一段
落，可是地租还需要他年年垫支。

刚好，阿林回国探亲，自然重
提林场转让的事，就说起要去林
场看看再定。其实，阿林心里有
些不相信阿木之前转告的情况。

于是，两人约上一起来到林
场，顺便敲定转让价格。

“35 万元，怎样？”从林场转
了一圈回来，阿木试探着问。阿
林边开车，淡淡一笑：“不要忘
了，租期还有 25 年呢。”他意思
是，应该不止这价。

“这价不错了，多卖了归你。”

阿木想尽快统一意见，以退为攻。
“好吧，反正都亏了。”阿林

也只有摇头叹气。
阿木放出消息后，有个中介

打来电话表示有兴趣。那晚，阿
林与阿木，还有中介一起吃饭，
商量具体转让事宜。

阿木转让心切：“那就 30万
吧。”阿林立即扬起头：“最低也
要 33万元。”阿木与中介都不出
声，算是默认。

“来，我们饮酒。”阿木带头
举杯，想缓和一下气氛。

中介看下手机，举杯仰脖饮
去最后一口酒，用手抹抹嘴边，说
还有点事，三天后答复。走了。

阿木想，没有中介牵线不知
何日才能卖出去，就提议：“给 3

万元中介费吧。”阿林不出声。
这无论如何阿木没想到。

“那 2.5 万元总可以吧。”阿木再
退一步，阿林还是不做声。

“5000块足可以了。”冷场一
会，阿林才说。

“别人会说小气的。”这实在
出乎阿木预料。”“这是一次性交
易，说小气又怎样，以后都不打
交道了。”阿林辩解道。

阿木感到无奈。接着，阿木
想到自己每年垫付地租，粗略计
算也有 3万元，便提出要在转让
金中先扣除。

“地租？”阿林不知是否忘
记，还是什么，阴着脸，疑惑道：

“不是一次性付租了吗？”
“哪有的事。“阿木有点不

快，“生产队那块每年要交租，农
户那块一次性付租。合同里白
纸黑字写着呢，还有收据。”阿木
感到冤枉。

阿林“哦”了一声：“留给你
的那些树将来都不止这个数。”

当晚，阿林和阿木分手时，
都觉得心里堵得慌。

几天焦急等待中，中介终于
来了电话，说老板没看中，不
要！阿木瞬间心凉半截：“那多
少钱要？”

“老板说，不适用，再少钱也
不要！”中介无奈地说。

阿木将情况跟阿林说了。“那
就算了。”听得出阿林也很失望。

此后，转让的事一直搁着。阿
林在国外每年也支付一半地租。

两年后，阿木接到中介电
话，说有老板出10万元。阿木立
即征求阿林意见，没想到阿林竟
一口答应：“给他吧。拖下去，连
地租也赚不回。”

阿木很心痛：“这个价，我们
蚀大本了！”

“你可以还价呀。”阿林在电
话里威胁，“总之，这次转让不
成，我就不交租了。”

阿木尽管很不愿意，但既然
阿林同意，又不想再受地租困
扰，只得无奈默许。

再后来，阿木才得知这一次
中介是阿林的人，而幕后的买主
竟然就是阿林！他要回来搞农
业生态旅游。转让已毕，生意才
刚刚开始……

副县长老罗分管好几
个实权部门，按道理大权在
握，要想张口安排私事，应
该算是“小菜一碟”。但老
罗很“注重”个人形象，在职
权范围内，他从不张口安排
私事。

虽然不公开张口安排
私事，但老罗并没有耽误办
私事，因为他擅长暗示。

城管局属于老罗分管，
局长老贾向他汇报，市管科
长位置空缺，该补一个了。
他指示道：“哦，这个位置重
要，人选最好能有街道办工
作经验。”

老 贾 回 去 梳 理 后 ，再
次 向 老 罗 汇 报 。“ 你 排 出
的 人 选 不 合 适 。”老 罗 冷
着脸，又将上次对老贾说
过 的 话 重 复 了 一 遍 。 回
去后，老贾终于梳理出老
罗 满 意 的 人 选 小 王 。 直
到老罗后来出事，老贾才
听说，原来小王和老罗的
老婆是远房亲戚。

在办公室之外，老罗更
是只消一顿饭工夫，就能将
需办理的私事圆满解决。

小姨子有件事托老罗
关照，她的同学小张做电梯
生意。有个饭局，是几位房
地产开发商请老罗吃饭，老
罗参加时就把小张带上。

“哦，这位张总，是我的亲
戚。”小张此后就跟上了那
几位有实力的开发商，电梯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这一来二去，大家背后
都喜欢叫他“暗县长”。

一次，老罗老家来了一
位小时候的玩伴老蔡。当
晚，有个私营企业老板请
老罗吃饭，他赴宴就顺便
把老蔡带上了。没想到几
天后，老蔡从老家给老罗
打来电话，说他可能碰到
了骗子。老蔡说，一位自
称某企业老板秘书的人跟
他联系，说是想请他为企
业写点字，并为他打来了
几千元润笔费。老蔡笑，
老罗你知道，我只是个种
菜的农民，哪会写什么字
哟！要说我写字漂亮，那
还是从前上学时的老黄历
呢。

老罗听了老蔡的叙述，
想了好大一会，放声大笑。
他想起那次带着老蔡赴宴
的情景，席间似乎曾跟那位
老板闲话，老蔡是他小学同
学，别看他是农民，字写得
可不错。

但忽然有一天，老罗接
到通知，他被留置接受调
查。老罗不甘心，问调查组
的 同 志 ：“ 凭 什 么 调 查 我
啊？怎么一点没有征兆？”
负责谈话的同志看老罗一
眼，对他严肃道：“你不是有
个什么绰号？”

“嘿，也不知谁叫开头，
听说大家背后叫我‘暗县
长’。”“你滥用职权以权谋
私，自以为手段高明，其实
早被别人看穿了。叫你‘暗
县长’，那正是群众在对你
暗示呢，你还听不懂？！”老
罗深深低下了头。

我想 知道 □周天红

海。男人走进
这座城市，第一眼看
到的是人山人海。

老板说，你能
干点什么呢？一个男人要没有
一点吃饭的本事，这人海茫茫，
转眼就把你淹没得无影无踪。

男人说，我什么都能干，挑
的抬的扛的，轻的重的压肩膀
的，还有那铁的砖的熬夜不歇
的，都能拿得起。

老板说，我这里暂不缺苦
力，只需要脑袋瓜子灵光的。

老板看着男人一脸真诚加
老实，站起身来，派活了。男人
干起了推销员。男人干得很卖
力。只是在第三个周的星期一，
刚走到单位的大门口，男人再一

次被淹没在了人山人海里。老
板跑了。老板拿着钱跑了。入
股想分红的，要货款要结账的，
要东西要工资的，像潮水一样涌
来，把大门围堵得严实实。男人
紧缩着身子，是从人缝缝里挤出
来，才走脱了人。

男人一口气跑到海边。
海是这 座 城市 最美的 风

景。看海，是男人从小最美的愿
望。父亲常带着男人砍柴、卖
货、挑东西、爬山。每次到山顶，
男人总爱问父亲，山那边是什么
呀？父亲说，是海呀。男人高兴
得直跳脚，看海，我长大了一定
要去看海。当海第一次出现在
眼前时，男人感觉心里有些堵。
准确地说，男人有些无所适从。

“这点事儿就
搞得你无所适从，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呀？”女朋友小雯
说。“你还想娶我

呢，你有车有房吗，一个屁股落脚
的窝都没有，连大海里的一粒沙
都不是，还不努力干点事儿，你就
是被大浪淘走的第一粒沙子。大
海再宽，我们也要做浪花一朵。”

小雯的话，像一个几丈高的
浪头，打得男人晕头转向。小雯
说，一个男人在城市里打拼，找
不着方向可不行，跟着我一起卖
房吧。

只要肯努力，吃得苦、会来
事儿，帮人卖房的总有一天也能
在这个城市里买房。看着那些
人来人往像浪打沙滩一样的顾
客，男人突然想起女朋友小雯的

那些话。小雯的话说得男人热
血沸腾，成天总有一种浪高千尺
也要勇立潮头的狠劲。男人对
房子的事儿了解不多。自己老
家那房子，东墙头都歪了，要不
是父亲忙活了大半个下午，还搭
进去了半条腿，早垮了。房子是
男人心里的一块伤疤。卖起房
来，男人却是认真的。主动找客
源，见人就拿名片，再扫扫微信，
顾客来了，端茶递水介绍情况口
干起血印子了都不停一下。

男人真的不敢停，得一句一
句耐心解释。

可是没多久，男人打小雯的
电话，打不通。小雯的电话一直
打不通。从此，在这座城市，男
人再没见过小雯一面。还女朋
友呢，把男人坑惨了，能算得上
是朋友就不错了。

男 人 坐 在 海
边，面朝大海，海
天一线。男人想起
中学课堂上那个高
鼻梁上架着一对啤

酒瓶底儿一样眼镜的老师讲过
的话，大海是宽阔的，平静时能
包容一切，潮来时能吞没一切。
男人想笑。那位老师最后只是
终老大山深处，都没亲眼见过真
正的大海。他要是能看到书本
以外的大海，也许，还会加上一
句，水无常形，大海还是无情的。

一直以来，男人把那个叫小
雯的女朋友看做是这座城市最
可亲可近可信的人。两颗同样
漂泊的心，一起拼搏过，一起醉
过，一起甜言蜜语花前月下过，

还想着如何能一起走向未来和
永远。这些又能算得了什么
呢？只是在金钱与利益面前，一
切都像一朵浪花，最后被击得粉
碎，了无踪迹。

男人想踏踏实实干点事儿，
至少要对得起他从小就想看到
的大海。

城东头那家厂子，男人干
起了烧锅炉的事儿。能烧锅炉
也好呀。没有多少文化，只有
一身蛮力，身无分文，能吃口饱
饭就行。

一个烧锅炉的，能准点上班
准点下班，老板怎么就发现了他
呢？老板说，兄弟，你能脚踏实
地把每一件小事儿干好，将来大
有前途。

老板真把他当
兄弟了。老板也是
来这座城市闯荡的，
闯了好些年，才有了

这厂子。有老板关照着，男
人一路真是前途光明，干着
干着又提拔一下，像那潮水
一样，一波接着一波的。

可是一个好好的厂子，怎
么说垮就垮了呢？男人望着

大海，心里像潮水拍打岸边
礁石，七上八下的。

女人说，那个厂子没法
不垮。

男人转过头，看了身边女
人一眼。

那个厂子，牌子挂的是一
个保健品厂。其实，生产的
是啥保健品哟，都是骗人的
货。成天一帮人组织大爷大

妈奶奶的去上课听课，讲什
么保健长寿秘方，还不是为
了推销产品。发鸡蛋，也只
是给点小恩小惠引诱人上
钩。再说，生产的那些产品，
说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都治得好，能包治百病。
真要是吃了，不把人吃出病
那就是万幸。生产假药呢，
天海不容。

男人说，我一
路走着背世运气，
你怎么会看上我喜
欢上我呀。

女人说，忘了呀，这一路
走来，你每次遇事儿时，都是
我陪着你来看大海。我从小
生长在小渔村，父母出海打鱼
是常有的事儿，有时十天半月
才回来。孤单的时候，我就看
着大海，等父母回来。当他们
驶着渔船从天边归来的时候，

总给我希望，天再远，海再大，
有希望就不孤单。

男人说，希望有时比海还
渺茫呢。

女人说，不会的。只要踏
实干，什么都会有的。你不
是把一家擦皮鞋摊子干成了
那个品牌在这座城市的总代
理，还兼着一家鞋油厂的技
术顾问吗。这希望，不就在
眼前？

男人站起身来，轻轻地捡

起一坨石块，顺着海面使劲
甩了出去。海面瞬间漂出一
串浪花。

女人说，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人相信你会成功，
那一个是你，另一个呢，肯定
就是我。

男人面对大海，突然高喊
了一声，是吗？我想海知道。

海天一色，男人和女人走
在海滩上，一双脚印并排着
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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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胜一

暗 示 □羊毛

□
梁
柏
文

邻里之间 □董斌

陈秋明 摄有你同行

转

让

廉
政
二
则

待航（油画）曾松龄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