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那位拿着本子登记我

们姓名并询问我们父母乳
名的老师，叫刘勤学。

刘勤学是我上学后的
第一位老师。虽然按辈分
他应该喊我小叔，但在我的
心目中，他是位长者，是功
德无量的人，如今也该是六
七十岁的老人了。

乡村教师，其实都是地
道的农民，但在耕作之余，
他们启蒙了一代又一代在
那片土地里长大的孩子。

乡野之间，他们是最大
的亮色，又像檐前的一片
瓦，在流淌的雪雨中细数农
事，在岁月的流淌里固守青
色。

刘勤学是我们的班主
任，开学季正是暑热的日
子，但我现在的印象里，却
记得他穿着一件草绿色的
军上衣，而且把脖子下面的
风纪扣和第一粒扣子都扣
得严严实实。他偏瘦，喉结
突出，身材不高，不上课时
笑笑的，跟每一位老师和路
过学校的村民打招呼，可能
因为辈分低，总是一脸很谦
恭的样子。

他第一次走上讲台，手
里拿着崭新的教材，另一只
手端着粉笔盒，虎口里还卡
着一根匀称的白色教鞭
——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
材质的木棍儿，去了皮，细
细长长的，很白。粉笔盒里
除了白色的粉笔，还有多色
彩笔，码得整整齐齐的。

刘勤学教语文，先教我
们拼音字母。

a，下面有配图，医生给
孩子看病，孩子大张着嘴：
啊；o，配图是一只公鸡在打
鸣；e，配的是一只长着粉色
肉冠的大白鹅。这些是韵
母。我们跟着刘勤学字正
腔圆地学念，蝌蚪一样的孩
子，刚从水塘里摇摆着尾巴
爬到教室，一切都是全新
的，亢奋让我们使上了吃奶
的力气，我甚至能听到全班
同学学念时，自己的耳朵被
震得细细地鸣叫。

以上是韵母。
接下来是声母，b、p、

m、f。七八岁的孩子入学，
正是换牙的季节，一个班三
十多个孩子，有二十多人的
门牙是缺失的，读到f的时
候，全班风声四起，除了风，
没有了声音。孩子们互相
看着哄堂大笑，刘勤学故意
绷着脸，憋着不笑。

刘勤学是有志向的
人。听爷爷讲，他上学读书
时很发奋，曾当着很多人的
面讲：将来考大学，（娶媳妇
儿）一定要找个穿皮鞋的！
结果，有些不遂人愿。

他是有神秘感的人。村
里的老党员李发亮把我们喊
到面前，一本正经地说：“你
们知道不？刘勤学的舌头伸
出来能舔着鼻子！”那时上课
很认真，总看着老师的表情，
琢磨着他的舌头伸出来是否
真能舔到鼻子。

长大些后才明白，狗才
能很轻松地用舌头舔到鼻
子。

二
老党员李发亮的儿子

李顺意是我的发小，现居大
连，万豪公司董事长。其实
他原来就是个修车的，跟着
他表叔跑到东北，每天盘桓
在汽车肚子下面的水泥地
沟里，吭吭哧哧地卸螺钉、
换机油；后来自己开了家修
车店挣了大钱，再后来就不
修车了，开４Ｓ店卖汽车。

李顺意有事没事总爱
给我打电话，“嘎哈呢嘎哈
呢”的，我说李顺意你又装
犊子，没事别总烦我，我正
在写文章。他说你净整些
没用的，这年头谁还看啥球
破文章，我这又进口了新款
大排量SUV，你来看看不？

弄得我一时心情很乱。
李顺意有五个哥哥、两

个姐，他最小，老党员驮着
他去乡里开会，很多人自以
为是地逗他玩儿,喊孙子。
李发亮子孙成群，家里穷得
筐漏底，他老婆倒吃得丰乳
肥臀，就是不干活。我跟李
顺意打小一起长大、上学，
冬天从未见他穿过棉裤，他
娘不会缝。

李顺意有他爹撑腰，在
学校不仅打遍我们班同学，
还敢打高年级的，因此天天
被晾在操场里罚站。他甚
至不怕校长，有时校长路过
看看他，他也看看校长，还
张大嘴吐吐舌头。

后来他遭遇了校长的
儿子——数学老师赵全义。

赵全义当年刚刚毕业
当老师，脸上还长着可多青
春痘，脾气暴烈，上课时一
双牛眼瞪得溜圆。他用的
教鞭是农具的零部件儿
——一根空心的农药喷雾
器铁杆。讲课急眼的时候，
他会用这根铁杆把讲桌擂
得啪啪响。但李顺意不尿
这些，大夏天把布鞋脱了，
脚指头敞开放臭气，几乎所
有的同学都捂住鼻子。赵
全义也被熏蒙了，正找不到
放射源，却又发现李顺意身
手敏捷地从前排女生的辫
子上揪下来一根长发，迎着
窗外的光线歪着头欣赏。
赵全义像一头牛似的冲过
来，揪着李顺意的耳朵将其
拎到教室外。

我们竟听到了对骂声。
赵全义手中的那根铁

质教鞭生硬地抡下来，在李
顺意的脑袋上一声钝响，打
了一个弯。

当天，李顺意他爹来到
学校，一蹦三跳地骂了一个
下午。第二天，我们就没有
了校长和数学老师。

2008 年，赵全义老师
在浙江盖楼时摔断了腰，回
到老家举债治疗。适逢李
顺意从大连回家探亲，闻讯
后赶到医院，摸着自己的头
说：“赵老师，你放心，好好
看病，钱我出。”

赵校长如今仍逢人就
讲：“俺孩儿全义，毕业那年
就当了仨星期数学老师，后
来打工摔断了腰，学生给拿
20万，治好了病。”

战五是一家大品牌润滑油
代理商。近一段时间他发觉有
些异常，老客户被撬，发展新客
户关键时候被抢走，更为严重的
是自己的底牌对手一清二楚，处
处受制。市场急剧萎缩。总部
派人调查，怀疑有内鬼。战五拍
着胸脯说：“不可能。知道底细
的就皮三一人，在他穷困潦倒
时，我收留了他。皮三不可能背
叛我。”总部限他两个月之内扭
转局面，否则另招代理商。

战五病了。他躺在医院里，
头上捂块毛巾，咳嗽不止。皮三
来探望，说：“好点吗？”

“好多了。”
“以后您可不能再这么拼命

了，身体要紧。”
战五说：“你知道，咱这行竞争

太激烈，稍一松懈客户就会被别人
抢走。为了跟对手竞争，这段时间
根本没有利润。我考察了4S店项
目，卖汽车比较挣钱。我跑跑相关
手续，生意上你多操心。”

一个月后，战五去公司。皮
三沏了一杯茶给战五：“老板，您
回来上班了。”

“嗯，这些天你受累了。”
“也不累，按您的吩咐，没开

发新客户，只是维护老客户卖仓
库里的存货。”

“我们不做润滑油生意是你

说出去的吧？”战五突然板起面
孔说。

“不是。”
战五拿过皮三的手机，拨号

码，摁免提，放在他面前。
“霍老板您好，我是皮三。

这个月……”
“你这个卑鄙小人，还敢给

我打电话。提供假情报麻痹我，
我的客户全让战五抢走了。”

皮三明白了。这回战五把
他当成敌人阵地上的碉堡来进
攻了，用了“蒋干盗书”计谋把他
和霍老板一锅烩了。他两腿打
颤，冷汗直流，身体慢慢委顿在
地。

“你走吧，对外说你主动辞
职，留半个脸还能再找份工作。”
战五对皮三说。

皮三站起来，从文件夹里拿
出一张A4纸，写上自己的名字，
从兜里掏出针扎在墙上，然后朝
自己的名字扎一下，在自己的胳
膊上再扎一下。

“我做的这件事猪狗不如，
您宽宏大量，不报官，不示众。
但我过不了良心这一关，每天晚
上我都拿针扎自己，骂自己是卑
鄙小人。”皮三挽起袖子让战五
看，两只胳膊上布满针眼。

战五嘴角上挑，眼睛转向别
处。

皮三无奈，收拾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

“工作上也没啥可移交的，
业务您比我熟，有几件小事跟您
汇报一下。”

“司机小王孩子病了，晚上
在医院陪床休息不够。跟他出
门的时候，尽量自己开车，别出
危险。”

“走吧。多说无益。”
“财务小李正闹离婚，再有

进出账目，您把把关，别出岔
子。”

“仓库保管张大叔儿子结
婚，筹不够彩礼钱，满脑门子官
司。您多去几趟，别发错货了。”

战五强忍着突然而来的激
动，两眼湿润润的。

皮三朝战五深深地鞠一躬，
端起盛放自己东西的盒子出门
走了。

战五定定地看着插在墙壁
上的针，突然用手一枚一枚拔了
出来。自言自语地说：“但凡成
就一番事业的人，谁心上不插着
几根针啊？再多一根未必就能
把我扎死。”他一甩手把针扔到
废纸篓里，大声朝外喊道：“回
来。知错能改还是好兄弟。”

后半辈子，皮三都在干一件
事：用忠诚来拔出他扎在战五心
头上的那根大针。

红裙子来到工地的时候，原
本热热闹闹的建筑工地一下子
就哑了。每个人的目光都变成
了被拉直的钢筋。泥墩儿也是
如此。

红裙子是个白白净净的女
孩，笑容像花儿一样开放在她的
脸上。她身上那套火红火红的
裙子，成了灰秃秃的建筑工地上
唯一的亮色。

她对胖胖的刘工头说：“爸，
今天晚上我的大学同学给我过
生日，我们要去饭店聚餐，我得
晚一点儿回家。”

从来都是铁着脸的刘工头
心情不错，笑眯眯地叮嘱红裙
子：“别疯过了头！”

红裙子缩着脖，冲刘工头吐
了下舌头，转身走开了。

红裙子转身走开时，看了泥
墩儿一眼。红裙子看泥墩儿时
没有笑，眼睛里有一种异样的东
西在闪动。

泥墩儿发现了这闪动的东
西。他虽然说不好这闪动的东
西到底是什么，但是他的心还是
狠狠地颤了一下。

泥墩儿十五了，可以看懂别
人的目光了。

泥墩儿一直看着红裙子走
远，呆呆的。直到刘工头铁着脸
在他的头上拍一下，喝着让他去

干活儿才醒过来。
正在建设中的是一所中学

的教学楼，泥墩儿还小，干不了
重活儿，刘工头就安排他干些杂
活儿，比如整理钢筋、帮瓦工递
递砖什么的，有时也给刘工头跑
腿去买香烟。

泥墩儿的家在离城市很远
的大山里，穷，连书都读不起了，
就随着出来打工的叔伯们来到
了城里。泥墩儿懂事，知道自己
来城里干活儿不容易，做事很是
认真，刘工头很满意。

可红裙子走了，泥墩儿却干
不好活儿了，经常走神。给瓦工
递砖时，总是挨脾气不好的瓦工
骂。“白痴，快递砖啊！咋，睡着
啦！”有一次刘工头让他跑腿去
买香烟，说得清清楚楚要买一盒
人民大会堂，他却买回一盒劣质
的云烟，气得刘工头铁着脸拎着
他的耳朵骂他是“二百五”。可
后来刘工头不骂了，他意识到泥
墩儿的变化和自己的女儿来一
次工地有关。

工人们也开始拿泥墩儿说
笑话。有人说他鼻子底下连胡
子还没有就知道喜欢漂亮姑娘
了。还有人说他天生就有一副
花花肠子，看见漂亮姑娘就走
神。

刘工头终于看出了泥墩儿
的心思。一天下班，工人们往工
棚走，路过一个小区，泥墩儿又
是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三楼阳台
上晒着的一条红裙子发呆，连路
都走不动。刘工头的心就闪了
一下。那正是刘工头的家，那条
红裙子正是女儿去工地时穿的。

铁着脸的刘工头，脸色越来
越难看了。

于是刘工头断然调整了泥
墩儿的工作，让他负责运砖。运
砖比递砖整理钢筋累多了，泥墩

儿有点吃不消。但他坚持着。
有一天泥墩儿累得不行，坐

下来歇气。刘工头走过来拍拍
他的肩递给他钱，说：“去给我买
一盒人民大会堂来。”

泥墩儿走了，却迟迟没有回
来，一直到下班了也没回来。大
家议论纷纷，说一定是泥墩儿受
不了累，拿上刘工头的钱跑了。

可大家往工棚走时，却发现
泥墩儿雕塑一样坐在小区边的
一块石头上，傻呆呆地望着三楼
阳台上那晒着的红裙子。

刘工头铁着脸走过去，真想
踢泥墩儿一脚。他的脚都抬起
来了，却犹豫一下，没踢，又放下
了。

工人们都说泥墩儿有点变
傻了，这样容易出事。

果然就出了事。泥墩儿搬
砖时又走神了，堆成墙一样的砖
倒下来，泥墩儿却一点没有察
觉，结果把泥墩儿给砸了。

受了伤的泥墩儿被刘工头
送到了医院。经医生抢救，泥墩
儿脱离了危险。

苏醒过来的泥墩儿对刘工
头说：“我特别想读书，不想在工
地干活儿。我特别特别羡慕你
女儿，那个红裙子大姐姐。而且
……你不知道，她特别特别像从
城里来给我们上课的郭老师。
郭老师就特别喜欢穿火红火红
的裙子。可惜，郭老师走了，不
再给我们上课了。所以，我特别
特别想和红裙子大姐姐说说话
……”

泥墩儿一口气说了七八个
“特别”，说得泥墩儿的眼里溢出
了大滴大滴的泪。

说得铁着脸的刘工头咬着
牙根，别过脸去，一句话也没有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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