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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悟语】 来，一起立个志 □黄小意

2017年最后一天，去英雄山买来
毛笔和纸，我立志要写字了。卖笔的
是个中年男，虽微胖但不油腻，估计
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在一架架的
毛笔和成堆的宣纸中间，人是会生
出一种儒雅来的，而且看起来他自
己也应该能写会画。一问果然不错，
平日没事儿，就是写写画画，门店的
匾额即为他自己所写。

本来我想要一支羊毫，老爸说过
羊毫软，能练出字来。他却推荐兼毫，
说刚学字的人毛躁，用羊毫不好把
握，容易急眼。这正说中我的软肋，就
要了兼毫。字帖则要了三本，一本柳
公权、一本欧阳询、一本颜真卿，“颜柳
欧赵”就差老赵的了。颜筋柳骨欧刚
赵绮丽，老赵的绮丽不是我风格，其
余的，一时不知自己该练哪种气质，
所以就都要了。根子说人到中年，谁
还这样写，找本碑帖对着写就成了。

当年根子练字时，每天都带到
办公室求我们指教，我们每次都变
着花样进行各种嘲笑揶揄，笑了十
年，根子成了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其
实想想他也就是每天练个把小时，
接受我们嘲笑十分钟，这样十年下

来，居然成精了。我们第一次没有使
用嘲笑的字词，而是暗暗佩服他。小
有名气倒在其次，主要是人在坚持
里会生出一种大气来。那字裱好了
往墙上一挂，办公室立马有了气质，
眼看着他人似乎也帅起来。

放眼望去，周围这些中年人，但
凡有点优良爱好并持之以恒坚持下
来的，基本上都不油腻。波哥今年有
小50了，是朋友圈的超级正能量，别
人各种晒，他则雷打不动“老三
样”——— 传统经典、徒步和公益。他
的徒步团队资助的一个女孩儿，正
好是朋友的学生，因此我有机会跟
着他徒步过一次。见了他，才知天下
也有中年男是如此不油不腻，干净
清澈得让我再也不怕老了。

去年夏秋跟着他在朋友圈一起
学《道德经》，一天一章，断电出差不
能停，手机在手，风雨无阻。81章，三
个月下来，我都不相信自己研读了
一遍《道德经》，关键是生活正常，啥
事也没耽误。这81章《道德经》像是
不劳而获的意外之宝，毫不费劲收
入囊中，而且任谁也偷不走了。

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儿，难以想

象。波哥说，他的“老三样”可抵抗岁
月。

2017年的最后一天，朋友圈里最
大最热闹的事儿就是关于18岁的各
种晒了，晒的这帮人和我差不多同
龄，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岁月无
敌啊，我就突然想起波哥的“老三
样”来，是时候拿来对抗油腻中年，
跟岁月抵抗一阵子了。人到中年，终
于在时间的长河里，看到了时间的
力量。

柿子先拣软的捏，写字这事儿，
我有童子功，先写起来吧。这是无数
立志中的一个，但愿这次与往日不
同，能够坚持下来。我想象着自己老
了时能龙飞凤舞，就像年轻时在舞
厅里一样，再展风采。当2018年的第
一缕阳光照进屋子时，我提起笔写
下八个字———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莎翁说这话也有好几百年了，到今
天才打动我心，可能也只有符合了

“此情此景”，句子才会在心里闪现
出它原有的光来吧。

来，一起立个志吧！立了总比没
立强，有志总比没志强，不然留着年
底的时候羞辱下自己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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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越远，越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斌斌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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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哥最初爱上骑行是有明确目
的的。在一个男女比例悬殊的理工
科大学，指望在学校认识妹子，就像
暗物质粒子一样无迹可循。终于有
一天，他得到前辈指点，斥巨资买了
一辆山地车，加入了一个骑行协会。

周末空闲时间，龙哥就跟着一
群车友，徜徉在城郊的好山好水之
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他
结识了圈中一个姑娘。革命友谊开
始于妹子的车坏在半路那天，爱情
在不久后也降临了。只是从此，那辆
山地车就被冷落在了宿舍，被室友
称为价值最高的“不动产”。

毕业季也是分手季，龙哥未能
幸免。爱情失意、工作也不顺的他决
定重新上车，从成都骑行到拉萨。他
没敢告诉父母，而老师、同学对他唯
一的要求是“活着回来”。

骑行往往和“穷游”分不开。在
路上，龙哥遇到了瘦削内向的阿
宝——— 他从广州某大学毕业，一年
内辞职两次去骑行；遇到了两个90
后女孩，她们高考刚结束就背着包
徒步旅行；在海拔5008米的东达山半

山腰，他遇到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
他们在这里的客栈当义工，能炒出
一手好菜。

那次，龙哥不仅“活着回来”了，
生活也重新走上正轨。这些旅途中
的人和事都是小插曲，他们让龙哥

“在陌生的地方更好地认识自己”。
萍水相逢的骑行者，也通过网络继
续保持联系。

在豆瓣小组，骑行是分派别的。
一般以骑行区域为分类原则，比如

“环青海湖骑行”“骑行川藏线”“骑
行新藏公路”“环海南岛骑行”等小
组，每一个都有数千人参与。而最大
的无差别组织“单车部落”则集结了
近2 . 6万个“蹬车的”。

骑行者标榜的是探索渺无人迹
的荒原和挑战身体的极限，同时，思
考人生也成为必备的要素。“单车部
落”中有一个热门帖，作者“传叔”早
在2011年就骑行横穿中国，从南京到
喀什，全程8000多公里。一路上，他总
爱留点儿小感悟。比如，当你们骑车
的时候，你们在想些什么？“传叔”的
答案颇有深意：“新路走不通时，你

就会回到老路上，这是惯性，人们总
是偏向走一条容易点的路、熟悉的
路。”

骑行越远，越能看到更大的世
界。传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有
很多，其中之一是：我们在关注AI和
人类在棋盘上的比拼，而一省之内
的偏远山区，有些人看到计算器以
为这就是计算机。”

有人觉得骑车去一趟拉萨意义
重大，这大可不必。毕竟，连攀登珠
峰都成了有着完整产业链的商业娱
乐活动。骑行的危险系数显然更低
一些。有热心网友指点了一个“自行
车旅行指南之民工车族版”，简而言
之，装备都是浮云，带好地图食物药
品，设计好路线，穿戴整齐，就可以
慢慢上道。他说，自己见过最便宜的
自行车，是一辆30元的旧车，没有刹
车，车主骑了至少1000公里。“见到他
时，他正用‘脚刹’控制车子从海拔
4000米的高山上冲下来。”而让他印
象最深的是，见到一位70多岁的老
先生骑着三轮车，带着他快100岁的
老母亲长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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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小姐逐渐发现，她最不
爱说话的群是高中同学群，在
这个群里，她发现自己说话总
是有点变形，有点夸张，有点不
像自己。虽然L小姐审慎措辞，
还是会心虚，会为说过的某句
话感到后悔，会为发的某个表
情感到脸红，也许因为太在意
太慎重所以不放松。

为了赴高中同学10年聚
会，L小姐从妆容、礼服、首饰
到鞋包都进行了精心搭配，准
备得比参加公司年会还充足，
而L小姐的舍友，那几个班上
最作的女生，也以各自的方式
狠刷存在：A的表情有点僵硬，
不知是故作高冷，还是打了玻
尿酸；B还是打着官腔张罗指
挥，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她刚刚
晋升了职位；C一如既往，通过
对B冷嘲热讽来秀智商晒眼
光；而D，依旧认定自己是晚会
上的公主，姗姗来迟，L小姐宁
愿相信她是故意的……

的确，在这个高中群里，L
小姐不怎么说话，也极少回应，
不和任何人打情骂俏，但是这
个群里每一条消息L小姐都不
会错过，她不会在这个群里发
广告，就像不忍心在某个地方
丢垃圾。

有人说那是因为太在乎，
毕竟人越小情感越纯真，倘若
果真如此，那么小学同学的感
情应该最真挚，可是在小学群
L小姐却很放松。如今小学同
学聚会，有兴趣的话，L小姐不
等有人招呼她，她都会赶去参
加，哪怕粗服布衣，好像刚从哪
个广场舞的场子上下来；没兴
趣的话，无论他们在群里怎么
煽呼，L小姐也会潜水，憋着不
冒泡，L小姐根本不在乎同学
们对自己的印象，也懒得对从
前的形象进行任何逆袭或反
转。

小学的他们都没有定型，
想象不了以后的彼此会是什
么样子，L小姐所有的小学同
桌都跟她打过架，或者说她都
挨过他们的打，对他们来说，
不论L小姐以后变成什么样
子，都不会太奇怪，他们互相
接受以后的对方就像接受一
个崭新的陌生人。

L小姐在大学群也表现
得很自然，大学时候，同学们
已经学会把自己打磨得很光
滑，L小姐甚至会很从容地在
大学群里发广告，就像从前在
晚自习教室里卖方便面。

对了，广告最能反映一个
人对待群的态度，如果一个人
在群里肆无忌惮地发广告，那
就是觉得，这个群里的人都不
过是商业上的来往，猪往前拱
鸡往后刨，谁也别嫌弃谁吃相
难看。

高中的L们情感敏锐度最
高，感知力最强，憋着泪，也憋
着笑，互相飙着劲儿，却都装作
不在乎对方。而成年的L小姐
一进入高中群，当年那个无比
自恋的中二女生又会成功附
体，那时候的L们爱的时候不
会戴盔甲，恨的时候也不会戴
面具，互相陪伴也相互伤害。唯
一没有的是交换，当商业的尘
嚣吞没了他们和他们的爱恨，
偶尔遥遥相望，以为自己还是
青春年少，以为彼此还那么爱，
那么恨，那么在乎，又装作毫不
在意。

集，是给住在城郊的城里人的
一项福利。弥补郊区商业设施的不
足，降低日常生活的开支，淘取城里
不易买到的稀罕货色。赶集的过程
里，还有接着地气的人情和乐趣。

新房子还没入住，就有热心的
邻居将周边的各个集编辑成表发给
大家，初一到三十，天天有集。看来，
喜欢赶集的，大有人在呢。

第一次去，赶了个晚集，刚到12
点人们就开始撤摊了。有经验的邻
居说，赶集得趁早。

几点算早呢？有一次和卖树苗
的老马聊天，他家在南边的另一个
镇。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为了占一
个相对显眼的位置，卖出更多的树
苗，两口子凌晨三点多起身上路，五
点钟就摆好了摊位。不到六点，集就
成了形。而树是前一晚九点多刚刨
出来，用草绳一圈圈地捆了土球，一
棵挨一棵装到农用车上的。

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和邻居
赵哥都有了这样的习惯，赶集不还
价。

集上有的摊位，倒扣着一只竹
筐，上面摆了几小把卖相不怎么好
看的韭菜，或两三堆带着泥巴的地
瓜苗，或只是十来只鹅蛋，一看便知
是附近的农民在出售自家的物产，

而不是游走各集的职业摊贩。
这样的摊位后面坐着的，往往

是一位满脸沟壑的老妇或是老汉。
也许眼前的这点营生，就是他们从
这个集到下个集的衣食。

有一次，在一个磨刀老汉的摊
子不远处，我给孩子出了一个题目：
估算一下老爷爷一上午的收入。

磨一把刀两块钱，用时约15分
钟。按一个集4小时计，理论上可以
磨16把刀剪，收入32元，去掉摊位管
理费、卫生费等，约30元。可实际上

呢，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等待。没有几
个人专门拿了刀剪来赶集。

赶集时我喜欢带上孩子，不仅
让她看看同一片蓝天下另一些人
的生活，也想让孩子了解城里已经
逝去的生活方式，让她亲眼看超
市、电商出现之前的集市贸易，观
察铁匠、锔匠、剃头匠、纺织娘们的
手艺，感受一买一卖中间的冷暖和
情义。

学校课本里没读懂的不少东西
都在集上呢！

赶集
□魏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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