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卫兄弟□戴荣里

【人生风景】

准酒鬼都有这样的体
验，回家会遇到门卫刁难。
我很幸运，喝醉了，门卫兄
弟很体贴我。喝多了会主动
替我开门，送我到家，把我
当哥哥或叔叔，到家，酒就
醒了一半。

一生没少和门卫打交
道，单位的门卫，家属院的
门卫，当然还有外单位的门
卫。最喜欢的还是单位的门
卫，最初的门卫都是本单位
的员工，我那时写小文章，
又没有享受报纸的资格，所
以只要有我的文章发表，门
卫兄弟就会偷偷留下来。有
个门卫，最初和我在一个工班，抹灰
工。这小子“狡诈”，有我文章的报
纸，藏在身后，总要我先给他一点小
恩小惠，才肯给我。后来，我离开泰
安，他不久就去世了。接到他的噩耗
后，我心疼了好几天。

前妻曾做过门卫，经常说门卫的
辛苦。前妻人直率，但她所评判的人
基本准确。对她好的同事或领导，后
来都混得很好，对她恶言恶语的人最
后的结局都不怎么样。她是一位很较
真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领导，
在开关门之间，在送报纸的快慢之
间，人间冷暖已经知道许多。

曾在某个冬夜，我替前妻值班，
才知一个门卫的难处。冬天里，一个
门卫就要在别人的幸福里感受频繁开
门的琐碎。我在那个冬夜里，感受了
门卫的艰辛，而前妻大概做了三年门
卫，我很钦佩她。

后来的门卫大多是聘请的保安，

形式上是正规了，感情上却隔了一
层。后来我到北京工作，曾经做过办
公室副主任，对门卫兄弟情同手足。
有个门卫，东北人，年过三十未娶
妻，问其缘由，家穷所致。每到春
节，我都会给他买一身衣服，一直买
了三年。那时我在北京良乡住集体宿
舍，每次深夜喝酒回来，门卫兄弟情
同家人，送我到宿舍。门卫兄弟说，
我就是他的乡下老哥，这话我信。

因为出身寒微，对寒微岗位的人
多了一丝亲近。所以后来搬到所谓的
高楼大厦，依然对门卫兄弟保持深厚
的情感。平时来单位找我的人，门卫
兄弟格外尽心。想一想，真正要感谢
单位的这些门卫兄弟们。他们名义上
是保安，我感觉就是我故乡左邻右舍
的兄弟。

如今，家住在条件较好的小区，
小区的门卫也是尽职尽责。见我老远
打招呼，深夜酒醉回家，有时他们会

送我到楼道口；我的学生邮
寄来礼品或书，放到门卫不
会出现丝毫差错。每当我看
到有人对门卫冷若冰霜或恶
语相向，我心头总会一紧，
感觉到他们所不屑的是我的
兄弟。

无论是曾经做过门卫的
前妻还是每天见到的门卫兄
弟，门卫所给我的感受不仅
是一份求生的工作，更多时
候，我感觉是做人的艰难。
我曾见到过一些煞有介事的
门卫的嘴脸，但更多单位的
门卫，给我的感觉是朴素的
情怀。追溯一下，工程队的

门卫、机关的门卫、家属院的门卫、
北京城里高楼大院的门卫，见的门卫
越多，对门卫的情感越深越浓。生活
其实很简单，以一种舒缓的格局对待
周围的一切，一切就充满了温暖。

每天清晨，我离开小区时，享受
小区门卫的祝福，迎接我的是单位门
卫的笑脸。对我而言，他们是再普通
不过的民众，但这些人给我的感受让
我拥有每个真实的白天，让我在夜晚
的轻松里，回忆这个本应该是隔断的
疏通，严肃的美好，回忆这些本来可
称为阻碍你抵达的门槛。

感谢门卫兄弟，也感谢曾经做过
门卫的前妻，所有的尊重与喜悦，大
概与所处的位置无关，与你和对方所
呈现的态度有关。

有时，在千辛万苦之后，一个生
活中人，需要的可能就是门卫兄弟的
一张笑脸。哪怕，门卫兄弟的笑脸之
后藏着万千的辛酸。

今天，我像往常一样，吃过午饭后
沿着操场溜达一圈。

忽然，一阵清脆婉转的鸟鸣将我
的目光引向了操场东边的那片芦苇
丛，蓦然发现这片芦苇已长得郁郁葱
葱，里面还掺杂着一些不知名的开得
正艳的小花，引得蜂飞蝶舞。记得年初
乍暖还寒的时候，和朋友天天来操场，
仔细找寻被春风吹醒的小生灵，一茎
嫩芽、一抹新绿，都会带给我们几多欣
喜。唯独这里只有一人多高的枯黄的
芦苇，当时还在想：这片地方没见水，也
没有人收割，还会有新的生命开始吗？
如果有，是从枯苇中间挺拔而出还是
另生枝节、旁逸斜出呢？

如今，在不经意间，它们竟长得青
葱茂盛，那些欢快的鸟儿是否将巢也
安于此呢？此情此景更是触动了我儿
时的记忆。

我们村子虽属穷乡僻壤，却是三
面环水，尤其是村子西边的两个大池
塘(我们当地俗称“湾”)，一年四季，都
是我们的乐园，让我至今仍然魂牵梦
萦。从村子向西有三条路，一条主路，两
条崎岖的羊肠小路。主路北边是一个
大湾，大湾分东西两部分。东半部分供
大人们洗衣，孩子们嬉戏。西半部分种
着莲藕，一到夏天，碧绿的荷叶便遮住
了半个池塘，荷花含苞待放，美不胜收。
偶尔渴了，我们还会随手摘一片荷叶，
包了水，然后捣一小洞，对着嘴喝。有些
胆大的男孩子向深水处摘一朵荷花，
或是一个硕大的荷叶，或是采摘几颗
青青的莲蓬子儿，我往往羡慕不已。

主路南边就是芦苇湾了。那些芦
苇浓密茂盛，高可过人，我总觉得神秘
莫测，并且有丝丝恐惧感，总想着里面
会不会有咬人的虫，可怕的蛇，抑或有
坏人藏在里面？虽自小在农村长大，但
我特别怕虫子，尤其是蛇，所以一个人
是从不敢踏足此处的。

有一次大着胆子，跟着俩姐姐，还
有几个伙伴小心翼翼地下了芦苇湾，
密不透风的芦苇丛里居然有好多鸟
巢，我们还意外地收获了几颗小鸟蛋，
当时真是满心欢喜，宝贝似的捧回家。
我和两个姐姐忙得不亦乐乎，找盒子，
铺棉花，给鸟蛋安家，企盼着小鸟宝宝
破壳而出，但终未如愿——— 那是唯一
的一次芦苇丛冒险。

眼前这片芦苇丛充满生机，蓬勃
向上，我在校几年却未曾踏入半步，或
许儿时对芦苇湾的神秘和恐惧感已植
入内心深处。今天不知为何，忽然童心
大起，要不改天找个同伴一起进芦苇
丛探个究竟，或许真能追寻到童年时
的快乐！

追梦芦苇丛

□田爱芝

【流金岁月】

故乡在鲁西南，四十多年前还是一个
偏僻的小村。

知了叫得正欢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
临近晌午，庄稼地里没有要紧的农活，男人
们坐在村头聊着当年的收成；老人们拿着
蒲扇，蹲坐在屋门口打瞌睡；孩子们总是不
知疲倦，拿着长木棍到处粘知了；大黄狗伸
着长舌头，跑前跑后，孩子们扔下的知了是
它的美味。

“咚——— 咚——— 咚！”一阵清脆的拨浪
鼓声在村口响起，紧接着“破铺衬、烂套子，
小孩的破帽子；旧鞋底、废塑料，不能穿的
烂棉袄，拿头发来换针——— ”那个“针”字声
音拖得很长很长，如歌声悠扬，打破了小村
多日的沉寂。“卖货郎来了”，孩子们兴奋地
叫着，飞快地跑到村口去迎接。

每隔十天半月，卖货郎就会推着独轮
车来一趟。我家在村中央，大门口敞亮，周
围住户比较集中，是卖货郎停车的好地方。
独轮车还没停稳，周围就马上围满了赤脚
丫子的孩子们。

卖货郎看上去有六十多岁，脸黑，瘦
削，有点营养不良。大黄狗并不咬，摇着尾
巴迎上去，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和卖货郎
像多日不见的老朋友。

车子前面放着一个大木箱，里面是当
时农村十分“走俏”的东西；后面放着个大
竹筐，用来存放收来的各种破烂。卖货郎小
心翼翼地打开箱子，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
针头线脑、香烟火柴、学习用品，还有姐姐
们喜欢的雪花膏、红头绳、发卡等等。孩子
们踮起脚尖，用手扒着箱子，眼睛紧紧盯着
花团糖豆、各种玩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这时卖货郎总会说：快回家给大人要钱去！

那时家里几乎都没有钱，不过，可以用
破烂换！
他的话提醒了孩子们，大家飞快地跑

回家，从床底下，棚子上，夹道儿里，到处找
值钱的东西。有的拿出破布头；有的捧着地
瓜干；也有偷拿家里鸡蛋的，急急忙忙跑过
来换取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怕卖货郎走了
似的。

奶奶有时会给我一团平时积攒下来的
头发，让我拿去换东西。卖货郎说太少了，
换不着啥，只能换一包糖精。我接过小纸
包，赶快跑回家，到厨房里盛一碗凉水，放

上糖精，搅拌几下，一碗可口的“饮料”大功
告成了。还没等我喝，弟弟就急了，“快给我
尝尝！”

有一种烧制的泥娃娃，正面涂着各种
颜色，背后有一个小孔，轻轻一吹就发出好
听的声音。还有一种泥模子，里面有图案，用
胶泥塞满，反扣过来就是一块生动的浮雕，
这些都是男孩子十分喜欢的玩意儿。

有的孩子哭闹着要大人买东西，邻居
们劝说着，大人才勉勉强强给买一点，哄着
孩子不哭罢了。二羔家里最穷，一点破烂都
难找到，从没见他买过什么东西。有时他会
拿着捉来的天牛或者知了，跟在小伙伴屁
股后面玩，怪可怜的！

已过正午，女人们做好午饭走过来，看
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们挑挑拣拣，
讨价还价，磨蹭半天才能成交；卖货郎很热
情，也很有耐心，嘴里直喊不赚钱。男人们
也出来凑热闹，在公社工作的邻家大叔最
大方，他有时会买上一盒“黄金叶”香烟，会
抽的都给一根，用火柴给大家一一点上，关
系十分融洽。

孩子们被拉回家吃饭，买东西的渐渐
少了，独轮车旁暂时清静了许多。卖货郎坐
在那棵大榆树下，美美地吸上一袋旱烟，然
后从车上拿出早已预备好的窝头吃起来，
有时噎得脖子伸好长。这时候，我会跟着奶
奶给他送上一碗开水。卖货郎看见了，赶忙
站起来接着，十分感激又有点讨好似的说：
你这孙子头大，鼻梁高，长大准有出息！奶
奶听了高兴得半天合不上嘴。

从他们的闲聊中得知，卖货郎家里人
多，老伴又有病，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
为了补贴家用，尽管年龄大了，不得不继续
挑起生活的担子，带着全家往前走。

下午两点左右，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这
是一天最热的时候，人们或躺在家里午休，
或坐在树下乘凉。卖货郎顾不得天热，推起
独轮车，摇动“拨浪鼓”，重复着那几句“歌
谣”，到其他村里去了。

卖货郎的身影渐行渐远，多年过去了，
叫卖声有时还会在我的梦里响起。卖货郎
曾经给单调乏味的村子带来不少欢乐，让
人难忘，也让人感到无奈，心里总有丝丝酸
楚。卖货郎是当时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也
是那个时代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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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讲坛预告]

情随境迁 活色生香

——— 简谈中国花鸟画源流发展与演变

主讲嘉宾：陈健
花鸟画与人物画、山水画并列为中

国绘画的三大画科。作为一种绘画形
式，花鸟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以
图案样式出现在器皿上。本期大众讲
坛邀请到济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水墨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健，他将为
读者讲解中国花鸟画发展与演变的过
程以及代表作品的赏析。

讲座时间：10
月14日(周六)上午
9：30

讲座地点：二
环东路2912号山东
省图书馆一楼报告
厅

村里来了卖货郎【悠悠往事】

□帅志星

卡
日
曲

□李成恩

黄河源头卡日曲
积雪悲伤，落日喜庆
行走的姑娘像个谜

在卡日曲摔了一跤，双膝
红肿
好比在宽敞大街上捕获了
一只可爱的野狼
世上之事，无法想象
我怀抱野狼
犹如抱着落日
我通红的双膝在白雪的映
衬下
像两只羞愧的野狼
一拐一跛
也是另一种陌生的欢乐

卡日曲，短暂的卡日曲
落日赶在黑夜之前光临
我努力辨认落日的方向
哦 辽阔的土地全是落日
我努力站在黄河源头，双
膝像野狼
心脏像积雪，站稳了———
大风吹起了黄河源头
大风顺便也吹起了
我这部诗集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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