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鸟林

小说迷

美文帖

来了一群帮忙的
王二狗的单车铃子被盗了，邻居老黄最

先发现，大呼小叫喊来王二狗：“现在的小偷
真是不像话。 幸好我已经帮你报了案！ ”

王二狗有点感动。 他一边道谢一边说：
“一个破车铃不值什么钱， 惊动人家不好意
思啊。 ”

这时闻讯赶来的大刘说话了：“什么惊动
不惊动的，小区的保安是我表妹夫，等会我和
他说说，都是亲戚，他能不尽心查查吗？ ”

保安听大刘打了招呼后果然很认真，仔细
问了情况， 然后很讲义气地说：“既然是熟人，
我和派出所朱警官说一下，让他帮忙调查。 ”

去派出所还有一点路程，热心的小李于
是给开四轮的黑子打了个电话，要他来帮忙
载大家去。 谁知道，小四轮开出没多远就熄
火了，这时丁大妈想了起来：八栋杨奶奶的
外孙不是在高桥汽配厂做修理工吗？

一旁的热心人早拨通了杨奶奶的电话。
20分钟后，杨奶奶的外孙骑着摩托来了。 原
来是坏了一个火花塞。 一直没帮上忙的小狗
子这下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自己去买。 谁知
在返回的路上碰倒了人家一盆花，人家开口
就要 200 元，幸好吴大爷有个亲戚在街道居
委会，这才花 15元摆平。

一行人终于赶到派出所，值班的朱警官
得知王二狗的车铃才值五块二毛钱时犯难
了———够不上立案条件啊！ 来都来了，不立
案怎么行？ 也不知哪个熟人七弯八拐找到了
市政府的秦秘书，秦秘书当即给派出所张所
长打了招呼。 张所长便摇摇晃晃进来叮嘱朱
警官，要把案件放在“确保小区安全，打击群
体盗窃”的高度上来。 朱警官一边登记立案，
一边对王二狗说：“你小子神通蛮大啊！ ”

王二狗更加难为情了，只好咬咬牙出去
买了几包高档烟，见人就发。 当天下午朱警
官一行就来勘察现场，这拍那照，煞有介事。
没想到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居然就在不远的
草丛中找到了车铃。

这下子皆大欢喜，有人开始暗示王二狗
请客。 王二狗想想也是，这么多人帮了忙，不
请客还怎么做人？ 于是决定去“洪福来”酒店
请客吃饭，数了数帮忙的熟人以及熟人的熟
人，整整 108个。 王二狗的钱包一阵发紧，好
在同一栋楼的满伢子说他有个朋友认识老
板，可以打八折。 一个电话过去，他的朋友立
马赶了过来。 加上满伢子和他的朋友，刚好
凑足 11 桌。 王二狗心想：这下也好，免得空
着两个位子，浪费！

湖南师范大学 魏剑美

□ 王明辉

千岛深处运山泉
5 月 15 日，我们一行湖南寻源团成员应邀踏

上千岛湖农夫山泉水源见证之旅，中午在杭州西
湖边匆匆用过午餐后立即驱车前往魂牵梦绕的
千岛湖。 汽车在浙西的山区行进，一路上道路蜿
蜒崎岖，车行两个多小时，穿过一个个隧道，忽然
听到车上有人惊叫起来。 一看，路两边是豁然开
朗的浩渺湖面，群峰点点，尽收眼底。 湖面上，泛
起如烟的凉雾。 除了林间此起彼伏的鸟鸣声，水
面上偶尔掠过的一两只水鸟，这片被小心看护的
水源，是如此的静谧。

傍晚我们落脚在浙江淳安县的千岛湖镇。 到
达时正遇上烟雨蒙蒙。 晚餐是在镇上的宾馆吃
的，少不了千岛湖的鱼头和千岛湖啤酒。 鱼头的
鲜甜和啤酒的甘冽很容易在旅途的劳顿中品出
来了。 水虽无味，却是万味之灵。 好饭好菜好酒，
都是好水造就的。 到了千岛湖，呼吸到肺里的空
气都是甜的，你无法怀疑这里的水质。 住的宾馆
开门见湖， 镇上店铺卖的都是千岛湖的水产，形
同标本的干鱼挂满了店面，当然还有茶叶、药材
等地产货。 价格普遍会比湖南的要高些，卖主的
自信来源于他们身边引以为自豪的湖水。 当地人
的生活很悠闲很自在。 在千岛湖镇，一谈到千岛
湖的水质， 当地人给出的回答出乎意料的一致：
“如果这里的水都不好，就没有地方好了！ ”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行就弃岸登船，深入湖
心。 虽然先天这里暴雨不断，可湖面依然清澈碧蓝，
难见丝毫杂质。 约莫一个时辰，游船特意开到了平
常不得进入的禁水区。 禁水是政府行为，大自然的
纯净水是这里的支柱产业， 保护水源就是保护经
济。 来到取水口，“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的立牌格
外醒目。 随行的工作人员在船上拿出专用的取水
器，从 25米深处取上来千岛湖的深层水。 由于温差
的原因，只见透明的取水器蒙上了一层薄雾，抢先
品尝的寻源者都夸赞水很冰很甜，甘洌舒爽。 大家
转眼之间就把刚打上来的水哄抢一空。

工作人员介绍，湖面下 30 米的深层水，水质
稳定，天然清纯。 水温常年恒定在 12 摄氏度。 这
个温度的水表面张力、密度、黏度、电导率等理化
特性极佳，容易透过细胞膜被人体吸收，促进新
陈代谢，所以喝起来清冽甘甜，滑软爽口，而且对
身体很好。

第三天，当寻源团离开千岛湖，沿新安江、钱
塘江一路往杭州行进的时候，水质开始变得不再
清澈明净。 尽管杭州的水质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
的好了，但还是让不少寻源者感叹环保的重要和
急迫。

三天的寻源旅程转眼即逝，回到长沙，我们
仍忘不掉千岛湖的绵延青山和清冽甘泉，而亲历
水源地才让我们明白， 好的水源是饮用水的生
命，中国优质的饮用水源已很稀少，但愿有一天，
我们无需搬运大自然，而只要一个转身，就能投
入她的怀抱。

文字家

承诺的有效期限
□ 吴若权

看电影， 一部新上映的大片。 很多人
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的。 故事
临近结尾，有人已经站了起来，开始退场。
影片并没有结束， 主题音乐还在响着，很
好听的旋律；演职人员的字幕，才刚刚打
出，中间还穿插着一些拍摄花絮。 但是更
多的人站了起来，一边往门外走，一边扭
头张望。 没有几个人有耐心等到“剧终”，
虽然那可能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都
迫不及待地离场，似乎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等待着他们。

看演出也是如此。无论多么精彩的演出，
总是未及演员谢幕，就有人急匆匆地站起来，
开始离场。等到大幕重新拉开，全体演员出来
向观众谢幕时，剧场内早已乱糟糟的一片，过
道上挤满了争先恐后退场的人们， 没有几个
人在意舞台上频频致谢的演员。

每次坐飞机，我都会有一种压迫感，这感
觉来自飞机降落的那一刻。 飞机还在跑道上
滑行，广播反复提醒乘客们飞机还没有停稳，
请不要站起来，请不要走动，请不要打开行李
架，请不要打开手机。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一个乘客站了起来，又一个乘客站了起来；
一个乘客打开了行李架， 又一个乘客拿出
了自己的行李；一个乘客站在了过道上，又
一个乘客挤了进来；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打
开了手机……在飞机停稳， 机舱门打开之
前的几分钟， 总是飞机上最混乱的时刻，大
家拥挤着走下飞机， 仿佛一分一秒都等不及
了。 然后，所有的乘客又都拥挤在行李出口，
等待着传输带将行李送过来。 他们明明知道
会在这儿等待行李，也不愿意遵守秩序，在飞
机上多呆一秒钟。

每年我都会参加几场朋友、同事的婚宴，

每参加一次，我就会为新人尴尬一次，遗憾一
次。 豪华的酒店，丰盛的酒宴，温馨的场面，浪
漫的时刻，满座的亲朋，一切都预示着这将是
一场值得永久纪念的婚礼。 可惜，我至今所参
加的婚宴，竟没有一场是善始善终的。 经常是
菜还没有上齐，新人还在挨桌敬酒点烟，就已
经有人站起身，揣上喜糖，告辞了。 等到新人
端着酒杯来敬酒时，酒桌上的座位，已经空出
了好几个。 最糟糕的一次， 是一个朋友的婚
礼，我坐的那一桌都是新娘的同事，新郎新娘
来敬酒时，堆满了菜肴的酒桌边，只剩下了我
和另外两个朋友，新娘的笑容，隐藏着无比的
落寞。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急迫，
越来越焦虑，总是神色匆忙，总是一分一秒也
等不及。是什么在紧迫地催促着人们？可以肯
定的是，绝不是时间。

炊烟把它熏暗
雨水把它擦亮
老屋的那片明瓦
目光慈祥

白天，阳光从屋顶探下手臂
西屋摸到东屋，一整天
只抓住了一些笨拙的尘埃
而我疯在田野
就躲在它的眼皮底下

夜晚，月亮邀上星星
轻手轻脚，不踩动一丝瓦响
睡在外婆的怀里
我像一只无路可逃的鱼
罩在银色的网里

后来，那片明瓦爬上了我的鼻梁
伴我读书、写诗、看世界

老屋的眼睛
桃源 熊刚

写诗吧等不及
□ 孙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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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个朋友遇上这样啼笑皆
非的事， 虽然有点咎由自取， 我还是
觉得处境堪怜。

其中一个是女性朋友， 曾经暗恋
已婚男主管多年， 心里明知这是不伦
恋， 要自己踩刹车， 对方可能已经明
显感觉她的爱慕之意。 一年多以后，
男主管很低调地离婚， 他主动找她说
这件事， 并且在重要的关键字句上加
重语气：“我知道你喜欢我，我是为你
才离婚的。 ”

她不知道是因为刹车踩了太久，
已经跑不动， 或是当初也只是一时冲
动而已， 并没有真正要把他从婚姻中
解救出来。 总之，听见他说“我是为你
才离婚” 时， 立刻浮上心头的四个字
是“愧不敢当”。 无言的她，认为彼此
已经无缘。 她被自己的愧疚， 逼得走
投无路，只好主动离职。

办公室没人知道她突然离开的真

正原因， 男主管既尴尬又抱歉， 仅以
简讯安慰“其实你没有承诺什么，是
我自己想太多”。

另一个男性朋友， 是在他心仪的
女生还有男友时， 主动帮她挂号，字
字句句， 清清楚楚地说：“若有一天，
你离开他， 请来找我， 不论多久我都
等你！ ”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不早也
不晚， 就在三个月之后， 他已经决定
和另一个女孩交往的第二天。

感情里的承诺 ， 说的时候很真
心， 当下所爱的人听到， 觉得非常感
动， 这就够了。 如果要把承诺保留下
来当证据， 过一段时间再验证有没有
兑现，这真是太残酷的事情。

尤其是有过这种残酷经验的男
生， 会变得极端小心翼翼， 不敢轻易
说出自己当下想讲的话， 于是变成女
生的另一种苦恼：“你说啊，你为什么
从来都不肯说你爱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