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年长微友
□源儿

忘年交
□庞洪锋

今年春节，我加了一个年龄最
长的微信好友——— 87岁的堂伯。这
个年纪还能学习新玩意儿，把个微
信玩得如此顺溜，想必也属凤毛麟
角了，着实让人佩服。

堂伯自幼聪明，随叔父也就是
我的祖父在济南读书，读的是当时
最好的中学即现在的实验中学，我
父亲小他8岁，上小学时，平时哥俩
一起出门上学，逢周末和假期，两
个人上千佛山摘野果，下大明湖捞
螃蟹鱼虾，去趵突泉蹚水儿乘凉，
玩得废寝忘食，不亦乐乎。几年的
同吃同住同游戏让两人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直到伯伯考上北京公安
干校，哥俩一别就是七十载。

听父亲讲，伯伯毕业后先是分
配在北京，后来积极响应“支援大
西北”的号召，激情澎湃地到甘肃，
参加兰州的铁路建设，一干就是一

辈子。虽然如此，他也没有躲过那
个年代的冲击，认真执着的他不肯
违心做事，被红卫兵小将硬生生地
打坏了腰，他的长子也因极度惊吓
而过早夭折。但他依然选择了坚
强、隐忍，寄回的家书从来都是报
喜不报忧，默默承受着苦痛。后来
落实政策，苦尽甘来，他从铁路公
安系统退休之后，带着伯母开始游
历，据说除了新疆和西藏，老两口
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一晃，小哥俩变成老哥俩，沟
通方式也由厚厚的书信、长长的电
话粥变成了微信、视频。添加大伯
为好友后，起初大伯的技术不过
关，经常是视频说断就断，聊天也
经常充斥乱码，更有甚者，半夜三
更被通话邀请吵醒，却被大伯告知
是在练习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出几个月，大伯的微信水平大有

长进，从文字输入到语音视频、照
片发布日臻娴熟，发来的内容全部
是原创，有问候有鼓励有叮嘱，慈
爱有加。一来二去，老哥俩还通过
微信把兰州的约会定好了。我作为
陪同，有幸见证了老哥俩的这次历
史性的约会，哥俩儿又同吃同住同
出游了，他们相见甚欢，彻夜长谈。

见了面才知道是乡愁和亲情
让大伯在这个年纪学会了微信。大
伯四年前做了一个手术，终止了远
足的脚步，再回家乡看看的愿望就
此搁置。加之孙辈们分别在西安、
加拿大求学工作定居，老人思亲心
切，决定用最便捷的方式了解家乡
的变迁，看着孩子们成长。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最年长的
微信好友，一个历经磨难依然热爱
生活、童心未泯、幽默风趣、乐观向
上的最好的朋友。

因为罕见 更加珍惜
□雪樱

或许，她就是我微信朋友圈里
的人气之王，每日访客量超过上万
人。认识她不到两年的时间，平日
里我上微信较少，偶尔熬夜时刷刷
屏，却总能看到她的动态更新，奔
波在各大城市之间，北京、天津、沈
阳、重庆，甚至还到过我们济南。

她是个特殊的年轻妈妈。依稀
记得，认识她源自一位朋友介绍，
她通过微商创业卖特产，做出了名
气，月销量过万。是什么使她的事
业如日中天呢？第一次聊天时，我
得知，她以前是位模特，与很多明
星曾同台演出，然而，在一次演出
换衣服时，她突然眼前一黑，什么
也看不到了，就这样失明了，T台梦
随之幻灭。更可怕的噩耗是医生的
一纸诊断书，视网膜色素变形，一
种极为罕见的疾病，被称作“不是
癌症的绝症”，即使手术她的视力
也最多维持到40岁，意味着她要离
开心爱的舞台，离开热爱的事业，
这是何等的残酷？

后来，在与朋友聚餐时，她邂
逅了自己的爱情。她眼睛不好，腿
上经常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一
切被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给我
一次机会好吗？我保证不再让你腿
上有任何伤痕。”眼底病变加重，她
心中有数，而且周围亲友都一致反
对这桩婚事，她更不想拖累他。但

是，他不死心，天天在她家楼下等
她，直到有一天，她再次要躲避他，
回头时差一点就摔进一条深沟里，
是他一把抱住了她，“前面这就一
道沟，你都过不去，未来还有那么
多条沟，你怎么能过去呢？让我陪
着你吧。”从此，两人执手走进婚姻
殿堂，他是她的眼睛，她是他的依
靠。

尽管医生告诉她，生孩子会加
重眼疾发展速度，她却义无反顾，
说，“我早晚都是盲人，为什么不把
他留下来呢？”她甘愿牺牲自己，有
了两个宝宝，伴随孩子的降生，她
的眼睛也彻底看不到光亮了。第二
个宝宝出生时，她很想看看，护士
只能把二宝贴到她的脸上。

再后来，父亲癌症病逝，奶奶
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坠入黑
暗谷底，他不离不弃。为她挑选衣
服，帮她化妆、画眼线，带她出去散
步，她呢，也渐渐地走出阴影，投入
到新的奋斗中。利用自己的优势学
习，掌握电脑语音、做文案、学盲文、
创业开微店等，并越来越多地走上
综艺节目的舞台，分享自己的心路
历程。

几次与她简短的交流，她都是
发语音，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
礼，她打字不方便。上帝关上一扇
门的时候，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

窗。一说起残疾人，很多人习惯地
搬出这句励志语录，其实，那扇窗
户，不是白白坐等就会自动打开，
需要你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去推
开，有时候甚至需要置之死地而后
生的勇气。她努力的进度条在朋友
圈里就能看得到，奔波在全国各
地，录制节目，参加活动，学习表演，
排演话剧……她有了自己的策划
公司，碎片时间也被她充分利用起
来学习充电。去年，在一档综艺节
目中她过五关斩六将荣获冠军，四
面八方的朋友为她发信息祝贺，有
人问她“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工作”，
她的回答令我湿了眼眶，“我想让孩
子知道，妈妈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
还有手和脚，还是可以用双手创造
美好的生活。”为爱的人做更多，成
为她的信仰，也是不死的梦想。
诗人余秀华说过，“我觉得活

着已经是最有用的部分了。你的存
在本身就是一个传承，那些微弱的
思想的光芒一定不经意地照亮过
身边的人。”朋友圈里的朋友不都
是“戴着面具跳舞”，有幸认识她，我
看到生命的奇迹，还有漫漫黑夜里
的微光；经常想起她，冥冥中是一
种心灵的鼓舞。因为罕见，更加珍
惜。这种珍惜不是自我严苛，而是
一种向上向善的生活态度，一种愈
挫愈勇的精神品质。

肝胆相照
□申学利

去年冬天，我去参加一个同学
儿子的婚礼，在酒席上认识了一个
同学的同学。我们相谈甚欢，大有相
见恨晚之感。临别，我们互加了微
信。他叫王力，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这
个人爱交友，爱喝酒，当下非要喝个
痛快不可。眼见宴席都快散尽了，我
们还意犹未尽。王力也喝了不少，但
看不出醉意，出门后，他说喝了酒出
租车不能开了，“咱俩打的走吧！”都
是同行，司机认识他。司机说，你二
斤多的酒量，今天你俩才喝了二斤，
开车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再说，交警
一般是不查咱们出租车的。

王力没听司机的话，他把我送
回家，又让司机把他送回家。第二天
酒醒之后，王力才把车从停车场开
回。下午王力在行车的间隙给我发
来微信，问我酒醒了没有。

这件事之后，我们便成了无话
不谈的好朋友，微信之外，时常小
聚。由于开商店不跑外，我一直没有
买车。如今不开商店了，我突然想买
一辆车开开。于是在王力的推荐下，

我买了一辆经济实用的家用车。
欣喜之余，王力在微信里警告

我，开车绝对不能喝酒，并发过来许
多有关酒驾事故的图片，以示提醒
和威慑。刚开始我还真听了王力的
话，开车滴酒不沾。时间长了，也就
放松了警惕，“喝点儿没事，哪有那
么寸就撞在枪口上！”有一次真是侥
幸，我本来想开车出去买点东西，车
钥匙突然找不到了。无奈我只得骑
自行车出去，刚拐过小区的街口，就
碰上查酒驾。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幸
亏没开车出来，否则我的那两盅小
酒非倒出来不可。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以后我再
喝了酒开车，必然从微信里向王力
打听哪个路段有交警查车，我好绕
过去。因为王力是跑出租的，天天在
路上转，他最了解路况。王力不愧是
好朋友，尽心尽力为我保驾护航。

可是，天天微信不断的王力，忽
然有一天失去了联系，且一连几天，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像人间蒸发
了一样。这下我慌了神，失去了王
力这个探路人，我再也不敢恣意妄

为酒后驾车了。王力为什么不理
我？我哪里得罪他了？我百思不得
其解。

就在我苦闷无聊、郁郁寡欢之
际，王力的微信“复活”了。

他给我发过来一段文字，文字
是这么说的：“申老弟，不好意思，让
你久等了。这几天我是有意躲着你
的，我本来想撒一个谎，说我酒驾被
拘留了。但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
撒谎就脸红，撒一个谎是需要十个
谎去圆的。我为什么想撒这个谎呢？
原因在你，你经常酒后驾车，万一我
有个报警不准，你被交警逮个正着，
我这不是害了你吗？我回想，起初我
就不应该这么做，替你通风报信，这
不应该是一个真正朋友所为。我在
深刻反省自己，这几天我反复琢磨，
还是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望你理
解。今后我不再做你的暗探了，如果
你还认我这个朋友，期待你的回
复……”

看到这里，我心潮澎湃，王力是
我见过的最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个
朋友我交定了。

盈盈，我的微信忘年交。她离校的前一天，送
我这张贺卡和一支钢笔。贺卡上写着：敬爱的庞
爷爷，您对于生活、对于文字、对于目标与梦想的
追求与执着让我敬佩。同时，您的勤奋、坚持也是
我学习的榜样。感谢困难时您的热心帮助。您的
某些语言是我困惑时的一盏明灯……

2017年12月的一天，我去逸夫图书馆看到《书
屋》上有征文启事，就抄，抄到邮箱时，那字码像
一行小蚂蚁，越想逮住它，它们越欢蹦乱跳。身边
正好有个女孩在看书，就请她帮忙抄。

改天我去逸夫图书馆，高高的台阶，我下，身
边一群女生上，我突然听到一声：是爷爷吧？人丛
中走出一个女孩，原来是那个帮我抄邮箱的女
孩。她就是盈盈，江苏的，化学专业。

互留微信。
盈盈说：父母给我在南京找了份工作，让我

回去应聘。我还是考研。我回道：做自己想做的
事，挺好的。

忽一日，盈盈问：爷爷，您读过《白夜行》吧？
惭愧，没有，我回道。我有虚荣心，第二天，去书
店，读《白夜行》，两天读完。

后来，盈盈做家教，她教的小男孩，念初二，
老捣蛋，不好好配合，常放她鸽子。微信过来一个
流泪的表情包。我问：你有没有发现小男孩哪些
长处？盈盈说：他灵活，聪明。我回复说：他的缺点
别给他的父母说。多鼓励，及时赞扬。和他一块玩
会儿。半个月后，盈盈说：小男孩的成绩在班上提
高了八九个名次。他的父母甭提多高兴。微信过
来一个笑脸。

盈盈很纯洁，也很善良。2018年5月24日，盈盈
在微信里告诉我：爷爷，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您能
来校一趟吗？我就去了。

原来，盈盈通过某中介参加了一个培训班
的讲课。盈盈做了一个月后感到那中介老板爱
吹牛欺骗，看盈盈的眼神也让盈盈很不舒服，就
退了出来，报酬也不要了。那中介老板说要修理
盈盈，还老发微信骚扰。盈盈删了他，他又加进
来，盈盈感到恐惧。我让盈盈告诉对方，已把他威
胁的话保存起来了，再继续骚扰，就报警。过一
天，盈盈发信说，那中介老板没再骚扰。

盈盈聪慧，特爱读新书，对文字有悟性。常交
流心得，微信有文采。我一直鼓励她写。她说她写
不了，我说，你写自己熟悉的。她写《苦乐家教》，
得到校报副刊编辑的赞扬，答应留用。她说，有了
些自信。

刚刚收到盈盈的微信：爷爷，请您和奶奶来
南京玩，我当导游，免费。我说：有南京大学研究
生做导游，这规格，够高的，哈哈！

引领我走上文学路
□于延法

那是2017年的8月5日，我在邹城市作家通联
群里看到一篇文章《小草儿》，作者是网名为“兰
天白云”的宋云亮。“家乡的小草很多，有的长在
大树下，有的长在道路旁，有的长在房顶上，有的
长在小河里，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能生存，为世
界披上绿色，为人类作出贡献——— ”我被他笔下
家乡的景色所感染，被他清新流畅的文字所吸
引，向宋云亮老师发出好友申请。意外的是，宋老
师即刻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验证。

我首先把自己发在“中诗网”上的诗歌、短
文，发给宋老师。宋老师看到我的习作，认真地阅
读后，提出了他的看法，诚恳地指出不足之处，并
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根据宋老师的指导
意见，将其中一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后来发表
在《邹鲁作家》上。

意外的收获，鼓舞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不断
地把稿件发给宋老师。宋老师并没因为工作繁
忙，对我的稿件置之不理，而是不厌其烦地像审
读学生的作业一样，认认真真地阅读、点评。

在修改我文章的过程中，细心的宋老师发
现我也曾经参加过《鸭绿江》杂志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举办的文学函授班，他欣喜若狂地说：“我们
真是有缘分。我也是鸭绿江的学员，咱们还是同
学呢！”从此，我们交流得更加频繁了。

我得知宋老师长我七岁，于是我们便以兄
弟相称。宋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
品，到现在已有多部作品面世。他源源不断地将
他的作品发到我的微信里，我通过他的文章看
到了一位孜孜不倦的兄长，在文学的道路上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他对家乡的眷念，他对生活的
热爱，他对父母的孝义，他对朋友的赤诚相待，都
体现在字里行间。在他的鼓励和辅导下，我的不
少习作在多家文学刊物和网络平台上发表。

感谢微信里的好朋友，把我引上了文学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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