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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路口处的那家鸡鱼店，面
积虽然不算大，但因位置绝佳，所
以生意特别好。

周一早晨七点多，满载乘客的
公交车被堵在了这家店门口。店老
板的拉水车横在马路中间，谁也过
不去，正是上班高峰，不大会儿，车
就堵了上百米。

公交车司机一个劲儿地摁喇
叭，前后的车也都摁喇叭，可店老
板听而不闻，就是不动他的车。

公交司机看前后的车越来越
多，就过去找店老板，说能不能把
车往后倒一下。

没承想店老板却说，我正在给
鱼换水呢，等着吧。

司机见他不拉理，又耐心说，
你看前前后后这么多人，都互相照
顾一下，你的车后面空还不小，往
后倒一下也不耽误你换水，这样大
家都方便。

但店老板依旧不让步，继续
说，不行，等着，换完水再说。

店老板这态度，惹恼了车上的
乘客。

有人朝着店老板大声喊，赶快
往后倒，这么多人等着你，你不嫌
丢人啊！

店老板笑笑说，不嫌，耐心等
吧。

又有人大声对着他喊，你这人
咋这么没素质啊，你看前前后后堵
了多长了，大家都上班呢，赶快倒
一点！

店老板摸着他圆圆的肚皮，又
笑着说，我就是没素质，不倒，你爱
咋说咋说！

这时，一个大个的乘客不愿意
了，大声吼他，你耍什么地痞，抓紧
往后倒！

见人多势众，老板娘不愿意
了，说，你们让倒就倒啊，走，不理
他们，喝酒去！

老板娘说完，拉着店老板在店
门口的小饭桌前坐下，打开啤酒,两
口子大早晨喝了起来。

见他这两口死猪不怕开水烫，
有人说，报警吧。

他两口子你一杯我一杯喝着
酒，虽然是眼不看大家，但耳朵却
管用，听有人真的报了警，店老板
赶紧放下酒杯，把车往后倒了一
点。

公交车发动起来，店老板冷笑
着看了看前前后后堵得长长的车
队，狠狠地嚷了句——— 活该！

公交车上的一位乘客见他如
此猖狂，倡导大家说，你看他这是
啥素质，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不但不
道歉，还幸灾乐祸骂“活该”，大家
以后都别买他的东西了！

对，以后不能买他的东西了！
很多人呼应。

果真，到了第二天傍晚，原本
红红火火的鸡鱼店变得冷冷清清。

到了第三天，鸡鱼店的生意就
更冷淡了，偶尔有个想去买的，看
到人突然这么少了，怕是有什么问
题，也就拐到较远一点的鸡鱼店去
买了。

较远一点的那个店是一对年
轻夫妇经营的，两口子很实诚，干
活也干净利落，但因为店的位置有
点偏，大家都不愿多跑路，所以生
意一直不是很火。自从出了堵车那
回事儿后，大家宁可多跑路，也不
去那对蛮横夫妇的店买了。时间一
久，年轻夫妇的鸡鱼店火了起来，
蛮横夫妇的店却关了门。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堵别人就
是堵自己。

现如今，谁都想顺风顺水、青
云直上，可因为相互间添堵使绊子
的人多，与人方便的人少，所以我
们屡屡能看到摔得鼻青脸肿的人、
碰得头破血流的人。

人生很短，要想走一段顺当的
路，最好的方法那就是要尽量与人
方便，千万不能像那对蛮横夫妇一
样，想办法给人添堵。

□杨福成

添堵在济南市泉城路的东头，
有一棵老槐树。因为没有鲜艳
的色彩和华丽的外表，很少会
有人注意到它。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它独自站立在人行道的
内侧，默默守望着这座城市和
忙碌的人群。

我也是从老槐树下走过无
数次才发现了它。有一年的春
天，我从泉城路走过，看到主路
旁一排整齐的梧桐树正伸展着
枝叶，展示着它们挺拔秀颀的
树形。当我漠然于它们的平淡
之时，倏然望见梧桐树的行列
之外，一棵干枯的老槐树毫无
生气地兀立在道路的内侧，显
得极不协调。当时心想，这棵槐
树既然已经枯死，不仅占据着
马路，还有碍观瞻，早该砍伐。

可是，大约一周以后，当我
突然想起那棵老槐树抬头一望
时，不由一震，老槐树竟然长出
了许多小绿叶，点缀在它枯皴
的树干和遒劲的枝条之间，在
春风中轻轻摇曳，宛如水墨画
上的几点亮色，描活了整幅画
面。

到了夏天，当我再次注意
到老槐树时，它正用繁茂的枝
叶为过往的人们遮挡烈日，为
在它身下长凳上休息的人提供

阴凉。我深深感喟于自己的漠
视与妄断，深深感动于城市管
理者的宽容与用心，也深深钦
佩于老槐树的顽强和执着。

我不由想起了家乡的那棵
老槐树。它的树干底部有两个
大窟窿，里面几乎能塞进一个
少年，即便如此，老槐树每年也
都会长出郁郁葱葱的新叶。谁
也不知道老槐树到底有多少
岁，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人
从她身前走过，没有鲜花的芬
芳，没有白杨的挺拔，老槐树却
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赢得了故
乡人的尊重和推崇。现在每逢
节日或遇见难事，许多故乡人
都会在老槐树上系一条红绳祈
福。那颗老槐树已被故乡人看
成了村庄的命脉而被赋予了灵
性、寄予了希望，而它也内化在
我的故乡印象中时时入梦而
来。

其实，老槐树早已植根于
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汉
民族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
民的美丽传说，不仅体现着我
们与槐树的亲缘，更赋予我们
对槐树一种深切的情愫。那一
棵棵老槐树，早已超越“禀天然
之淑姿”的礼赞和“爱获贵于至
尊”的讴歌，成为游子眷恋故

乡、热爱故土的承载，深深扎根
于中华儿女的内心之中。

泉城路东头的这棵老槐
树，亲历过济南老城的变迁，亲
历过泉城路的变化，以她的坚
守、无私为这座城市在历史的
变迁中增添了一抹亮色、一份
厚重，她独成一道风景。而她也
在泉水的滋养中融合于泉城的

碧水青山之间、融合在济南人
的故乡画卷之中。

春荣秋枯，转瞬一个轮回。
泉城路东头的老槐树依然屹
立，为人遮风挡雨，为人撑起阴
凉。朋友，当走到泉城路东头
时，不妨举头一望，看看那棵老
槐树，也许你也会有一些思索，
有一些回忆，有一些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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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亮

近日接到参加一个旅游
论坛会议的邀请，我按照以往
的经验，跟同事到达会议地点
后习惯性地找签到处，但找了
半天也没看到有签到的地方。
当时我跟同事觉得会议可能
又是一种形式主义，只好直接
进了会场。

不一会儿论坛正式开始，
会场内基本坐满了人，没想到
刚过了半个小时，会场内就有
人员陆续离场，最后只剩下前
几排稀疏地坐着一些人。好不
容易坚持到结束，我跟同事拿
着资料往外走，忽然门口有两
位工作人员让我们签到。我本
能地问了一句 ,“人家开会都
是会前签到，你们怎么让大家
会后签到呢？”工作人员呵呵
一笑说，“会前签到有不少人
都是签完到，在里面坐不了一
会儿就悄悄溜掉。要是会后签
到，我们会将提前溜走的不良
单位列为黑名单，下次就不邀
请他们参加了。”听后我想，这
种“对症下药”纠正不良会风
的办法真是令人眼前一亮。

这让我不禁想起有次去
外地开会时的情景。当时会议
开始前，组织方给每位与会者
发了一瓶矿泉水。上午会议快
要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当
地朋友在矿泉水瓶子上写上
了自己的名字。

开始以为是人家没事写
着玩，后来那位朋友解释说，
之所以在瓶上写名字，主要是
觉得一瓶矿泉水一上午喝不
完 ,有时随手一放，容易和别
人的矿泉水混淆 ,等再想喝
时，就分不清哪瓶是自己的
了，又不敢随便喝 ,乱扔又是
一种浪费。

在我的印象中，不少人在
开会或是外出游玩时，会把本
来没有喝完的矿泉水随手丢
掉，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行
为，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在
不同程度地污染着环境。而在
瓶子上签上名字，轻易地加以
识别，不过是举手之劳。表面
看，一瓶矿泉水不过区区一两
元钱，省下半瓶水确实微不足
道，但积少成多 ,就能省出一
笔可观的数字。

家里的自来水停了，找物
业来修。来了一个五六十岁的
中年人，个头只有一米五几，
模样和他的身高一样不起眼。

比着他卸下来的零件，我
骑车去五金店买了一个，回来
后他试了一下，不合适。“我跟
你去买吧”，他主动提出。于是
我用自行车载他去五金店。

没想到路上发生了意外，
在避让一个减速带时，我试图
从旁边的立柱处绕过，我是过
去了，他的腿被铁柱挡住。先
是感觉他揽我腰的手脱落，随
后伴着他的惨叫。我心里当时
一惊，五六十岁的人，一旦受
创可能就骨折，那就麻烦了。

我赶紧丢掉车子去看，见
他抱着膝盖大呼小叫，埋怨我
不小心，疼得老泪都滚掉几
滴。闪念间，我心里有点矛
盾——— 赖上咋办，要是他狮子
大张口要求赔偿咋办？但毕竟
是咱惹的祸，我赶紧俯身查看

他的伤情，连问他“怎么样”。
谢天谢地问题不大。铁柱

碰到他皮包骨的膝盖，一时痛
疼钻心，却很快就消退了。于
是我们继续骑车去五金店买
零件。“把你吓坏了吧！搂我这
么紧。”我一边蹬车一边和他
开着玩笑。

这个小插曲让我对他的
关心增加了几分。聊天中知
道，他老婆在济南一棉纺厂打
工，俩人平时并不在一起。孩
子多大了？结婚了吗？抱上孙
子了吗？咋不给人家看娃……
骑着车子，我一连问了他N多
问题。他告诉我，儿子27岁，当
兵已转业。不知怎么认识了日
本的儿媳妇，目前俩人已经结
婚，住在东瀛，生了一个孩子
已经两岁，自己带……

因为水管的零件合适，几
分钟就换好了。之前说好一共
收费30元钱，付费时我给他50

元钱，大方地说“不用找了，留

着你买酒喝”。没想到直接被
他给拒了，找出钱包抽出20元
给我。这个细节让岳母看到
了，一向对上门服务人员态度
比较苛刻的老年人，也流露出
尊敬的表情。

与人打交道时，世俗中的
我们总会带有先入为主的偏
见，以为什么穿戴、什么相貌，
甚至什么身份地位的人，言行
做事就应该怎样怎样。实际情
况往往谬之千里；潜意识中，
我们以为自己某位邻居、同事
不好接触，以为自己的对手、
敌人无法交心，以为马路上擦
肩而过的路人、公交车上比肩
而立的乘客，永远不会与自己
的生活产生交集……于是我
们淡漠，小心地守护自己的世
界，实际上，哪怕是地位最卑
微的人，他们的生命中也有精
彩的华章。哪怕是最猥琐的
人，身上也能找出那么一点点
自尊、守信、坚持等品质。

小区的修理工【历下亭】

□乔显佳

签到和签名 美哉墨泉【行走济南】

□张颂华

生在泉城，早慕得百脉泉
之名，可我以前没有过去观赏
过。好在近日天气凉爽了些，于
是选了个时间去访百脉泉群。

百脉泉在济南东部所属的
章丘市，可与第一泉趵突泉一
争高下，素有西有趵突泉、东有
百脉泉之说！可走到公园里面，
许多泉池已不见有泉喷涌，有
的只是一池没活力的枯水，甚
至有些已经干枯。我有些诧异，
虽然今夏降水量比往年少些，
可也不至于停喷甚至干枯吧。
正当我十分失落，低着头后悔
不该来之时，突然听到前边不
远处有人大声称赞：这墨泉真
是太漂亮了！我一听，方才失落
的情调立时略减，急步向西北
方向而去。

我还没到那，从远处就看
到泉水边站满了赏墨泉的人。
他们有的低头观赏，有的拿相
机或手机拍照留念。从游人的
间隙望去，不小的泉池中，一股

墨一样的泉水从巨大海碗似
的泉池中奔涌而出，哗的奔向
北面的水道。这泉黑得如墨，
如包青天的脸。如挥笔用池中
之墨写字，谁的字也不能与之
相比。我看着伸手在水中了一
下，清凉甘纯。真不失为宝泉
之水。正好旁边有个导游过
来，向游客讲解。原来墨泉名
因泉井深幽，水色苍苍如墨而
名墨泉。这一圣景吸引无数的
历史名人，争相观看，写下无
数的诗赞美。

墨泉真是神秘！在泉池边，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看着泉水睁
大眼睛，满是惊奇。他问妈妈，这
墨池中的水是怎么变出来的。
他的妈妈笑着告诉他，这是神
奇的自然所赐，我们真庆幸生
在济南这个遍地是泉的泉都。

从百脉园公园转了一大
圈，最后我又来到墨泉边。此时
已是黄昏，光斜洒过来，金子般
的余晖里，景色更加美丽。我目
不转睛地看着它，心中无限眷
恋！美哉，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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