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燕敏
···

连着几天阴雨，空气中溢

满了潮湿，对面山坡的苔鲜就

像灌了浆的藤蔓四处延伸。有

一条竟沿着马路，穿地缝过台

阶，不声不响地爬到了金师傅

的鞋摊上。金师傅根本没功夫

搭理，他的注意力全在手上。

穿针引线，黏胶挫皮，麻利的手

指一上一下，像似生出的灵巧，

忽得又长了一对翅膀。

说起金师傅，许多千岛湖

人只要修鞋第一个想到的便是

他。虽说现在的人比以前讲

究，变着花样地换鞋，常常是旧

鞋没坏，新鞋又套在了脚上。

但不管岁月如何更替，时代如

何改变，金师傅是饭照吃，鞋照

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永远在

做修鞋这件事。有人好奇，问：

修了这么多年的鞋，没想过换

行当吗？他摇头，没想过。再

问，他还是摇头。不过，碰上他

得空的时候，他也愿意和人聊

几句。譬如聊聊天气，譬如聊

聊菜价，譬如聊聊师傅……他

说，从19岁开始修鞋，一直记

得师傅的话。不管什么手艺一

旦学上手，就不要轻言放弃。

时间久了，这手艺会长在你的

身体里，因为你是一个匠人。

师傅的话果然神。22年来

他从一个青葱小伙到中年人

父，这手艺真的长在了他的身

体里，让修出的每双鞋都如同

在做艺术的加工。

匠人，全凭手艺。而手艺，

又靠口碑。方圆百里，一传十，

十传百，老房客永远爱找老东

家。据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

从国外给他带了一双皮鞋。老

先生欢喜得不得了，一穿就是

好几年。脱了线，塌了底，在好

几处鞋摊修过都不如意，最后

拎到金师傅这里。本想立等便

取，可那天金师傅太忙，于是说

好第二天来取。翌日，老先生

去了，拿起修补一新的鞋，是里

看看，外看看，一张豁了牙的嘴

半天都笑不拢。从此后，老先

生的鞋若有一丁点毛病，都愿

拄着拐杖，从城西寻到城东来。

人们对称呼常常会顺着习

惯走，就像叫惯了金师傅，反而

把他的大名叫丢了。其实，他

有一个既响亮又文雅的大名

——光君。说起名字的由来，

他说与身世有关。上世纪七十

年代的乡村大都清贫，而他的

家更不宽裕。上有一个哥哥和

四个姐姐，等他出生时，这个家

庭才有了些许亮色。名字是请

有学问的先生取得，应该寄语

了父母的全部希望，哪承想，他

还是当了一名小鞋匠。他童年

生活还算幸福，因为有父母和

姐姐们的宠爱，但随着母亲的

去世及姐姐们的出嫁，他和父

亲的日子就一日难过一日。交

不起学费，干脆辍学。18岁跟

人上山开松脂，林密山深、野兽

出没，在又累又怕中苦熬辰

光。接着跟姐姐种西瓜。殊不

知，在卖瓜的当儿，命运悄悄地

为他指明了路。遇一位修鞋师

傅，两人特投缘。师傅劝他学

手艺，说人有一技之长，就不怕

没饭吃。话在理，可修鞋的行

当似乎上不了台面，金光君纠

结了半天才答应。

修鞋的技术活不算太难，

但要想做精就不容易了。师傅

常常是边做活边指点：手艺在干

中求摸索，只要用心去做，总有

一天顾客会认你。出师后，他开

始背着流动鞋摊在千岛湖镇修

鞋。都说，万事开头难，这话一

点不假。刚开始的时候的确难

熬，被人撵，被小混混呵斥。再

加上年轻，脸皮薄，每当看到熟

人，不要说修鞋了，躲都来不及，

生怕被笑话。想放弃的念头不

知萌生了多少次，可一想起师傅

的话，牙齿咬咬仍旧做。

日子如犬牙交错，摊点也

换了好几个地方，但移来移去，

始终没离开过排岭北路。生意

就在这日复一日中一点一滴地

积累。从最初的没人修鞋到一

天修十几双，金师傅的名气随

着手艺渐长，生意也在这日复

一日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转眼

到了成家年龄，有人给他介绍

了一位裁缝姑娘，彼此都中意，

顺理成章结为夫妻。接着买房

安家，跟着孩子出生，阳光如愿

地照进了金光君的生活，这个

时候的他才算真正在千岛湖立

了足。

谈起往事，金师傅有些动

容。他说自己今年41了，虽说

没什么大本事，一生也只会做

一件事。但仔细想想，不急不

燥不赶地去做一件事，未必不

是好事。况且，正是因为修鞋

这件事，才让他找到了安身立

命的所在。

说话的当儿，原本阴沉的

天显出了几缕阳光，这阳光从

对面山坡一直照到了金师傅的

鞋摊。阳光下，金师傅沉静安

详。他不慌不忙地掸灰、擦鞋，

然后把修理好了的鞋一双双摆

放整齐。那模样就像面对着一

个正在进行中的仪式，敬畏与

谦恭渗透其中，而眉眼中的笃

定仿佛过了一生一世。

鞋匠金师傅

随利民
···

最近又开始打乒乓球了，

每日里如果遇到合适的对手，

打得大汗淋漓，会让人感觉浑

身通泰。新近也结识了不少球

友，最中让人感觉印象最深的

是一对夫妻。

大姐的身体不是很好，容

貌也是平凡，应该有五十来岁

了吧，她的老公长得相貌堂堂，

打球时喜欢扣杀，我平时习惯

了防守，经常搭裆着打球，一攻

一守，场面倒颇是好看，有些表

演赛的味道。大姐的体力差，

打不了好久，就气喘嘘嘘。她

的老公总是提醒她，打球不要

累狠了，大姐打球时，他总在后

面捡球，然后递给大姐。大姐

有些嘴碎，习惯在场边做技术

指导，有时也给我们加油喝彩。

有时听他们闲聊，也很有

意思。都是一些琐碎的生活细

节，提醒喝水，擦汗等等。有时

他们一起来，有时是大姐一个

人先来，经常是她的老公打电

话喊她回家吃饭了。要不就是

大姐回电话说，我在这边打球，

喊他过来一起打球。打出汗

后，两个人说说笑笑地散步回

家。

平凡而温暖，没有什么轰

轰烈烈，也没有什么离奇的情

景，就是平平淡淡的关心，普普

通通的言行，却让人好生羡

慕。在这个爱情成了奢侈品的

年代，看到这样相濡以沫的夫

妻，在我的眼前，他们是最美的

风景，他们的生活是最让人渴

望的生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我

曾经最渴望的追求，却是他们

最平凡的演绎。恭祝他们幸

福！

平淡的爱

王兢
··

七十人生悔虚度，平庸

无事堪夸。远尘隔帘觑榴

花。门前瑶草冷，楼上景光

佳。

熠熠“寿”幛功力见，流

辉耄耋生涯。程门立雪映山

茶。金溪波映日，武水浪淘

沙。

临江仙•谢开阳
姚公赠“寿”幅

詹龙飞
···

漫石穿隙水潺缓，

水杉参天入云端；

飞瀑高挂震山岳，

击石推崖势如虹。

文人墨客多题咏，

旖旎多姿醉其中；

若问此山多竞秀？

浙江省内前十峰。

登东山尖

我们的副刊是心

灵自由自语、交流交融

的空间，我们期待并承

接所有美丽而真挚的

文字……

汪兆兵
···

我不是财会人员，也不是

大款大官，从我手中流动的人

民币少之又少，接触到的假币

次数虽然不多，但却刻骨铭心。

数年前，邻居王五得知我

到县城开会，便托我带一张百

元钞票还给他在县城打工的二

嫂。我接过他递来的钞票一

摸，觉得比一般的钞票粗糙而

且没油水似的，于是我就多了

一个心眼，将它单独放在一个

口袋里。到了县城，我把这张

钞票还给他二嫂，碰巧王五的

弟弟王六也在场，叔嫂相视一

笑道：“想不到假钞在赌博场上

也用不出去。”到此时，我才认

识这张钞票的庐山真面目，是

她叫王五在赌博的时候混水摸

鱼用出去，结果还是完璧归

赵。我心中暗骂王五道：害人

精，是假钞也不跟我道明。

假币的危害性确实很大。

那年秋季，我村一个张姓农妇

把家中收获来的五百斤山核桃

干果卖给了一个外地老板。当

时的价格是每市斤十三元，总

共六千五百元。张农妇高兴地

嘴巴也合不拢，这可是她和丈

夫辛辛苦苦给山核桃施肥、治

虫、除草收获来的血汗钱啊。

她要用这些钞票来给两个女儿

交书学费和家庭的散用开支。

她正对着这一叠百元大钞发笑

时，村里的大伯听说她在卖山

核桃，知道弟弟出门赚钱去了，

便赶来帮忙。他看到弟媳正在

数钱便拿过一张仔细一看，不

由大叫起来：“假的！假的！”他

夺过弟媳手中的这叠钱粗略一

看发现全都是假的。大伯心急

如焚“蹬蹬蹬”追到村脚不见外

地老板人影，一打听才知道他

们早已驾驶着一辆银白色面包

车逃之夭夭。这大伯原来当过

村支书，他心想：“从村里到乡

政府有十五公里的机耕路，不

仅坑坑洼洼而且弯多路窄。这

辆面包车去外地必经乡政府所

在地，路上至少也得半个小

时。于是，他打通了乡政府的

电话。乡政府综治办的工作人

员一听骂道:这还了得。马上

派人盘查每一辆路过的面包

车，终于发现有辆装有山核桃

的车辆。经过追查，外地老板

只得承认假钞一事，乡政府人

员还在车内缴获了一公文包假

钞，于是把外地老板送到了镇

派出所。后来，乡政府综治办

的人打电话给大伯，叫他弟媳

去领回真钞，顺便把假钞上

交。这件事幸亏大伯及时发

现，也多亏了乡政府，要不然张

农妇呼天抢地哭干眼泪也没用

呢。

村里人知道了这件事后纷

纷去外地买回了这样那样的验

钞工具。在出卖山核桃收钱

时，都瞪大眼睛一张张仔细看，

有的还请有经验的人来帮忙，

心怕混进一张假钞来。这样一

来，那些外地来收购山货的老

板想用假钞蒙混过关是不可能

了。

时下，对付假钞的办法越

来越多，验钞工具也是五花八

门，人们用肉眼辨别假钞的能

力也提高了。家有余钱存银

行，用时再取是最好的办法，他

不仅安全而且堵住了假币流动

的渠道。政府也加大了对假钞

的打击力度，把它作为重要的

事情来抓，假钞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不过，假钞还是无

时不在，它混在真钞里面危害

人们。但是，只要我们提高认

识，加强防范，假钞的日子终会

像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它将无

处流通，无处躲藏，因为正义终

将战胜邪恶。

假钞

方语函
···

微笑是一缕阳光，它温暖

了我的心田，照亮了我的人

生。这句话是我在期末考试前

一个星期得出的结论。

星期二，放学比以往都要

迟，天还下起了倾盆大雨，遇上

放学高峰期，街道上挤满了路

人，我撑着雨伞从茫茫人海中

挤过，雨伞挤雨伞，书包挤书

包，身上都湿了一半，终于走到

公交车站。这时来了一辆公交

车，我马上跑上前去，结果车子

已经挤满了人，我只能等下一

班车。今天真是糟糕透了，我

心里不停地发着牢骚。这时又

来了一辆公交车，这次比较空，

我一上车就有座位。坐在我旁

边的是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

孩，看校服应该是跟我一个学

校的。她一上车就在不停地翻

着书包，似乎在找着什么东

西。忽然“砰”的一声，只见她

的水杯掉到了地上，正好滚落

在我的脚边，于是我赶紧跳下

座位帮她捡了起来，交到她手

上时，她回给我一个甜甜的微

笑，一直甜到了我的心田，之前

心中的不愉快和烦恼都烟消云

散了，代替它的是一种从未有

过的清新。于是我也回了她一

个微笑。

星期三、星期四都没有遇

到过她，直到星期五，我又在公

交车站遇到了她，当时的天气

也和上次一样，天灰蒙蒙的，让

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在

上公交车时不知是哪个人不小

心撞了我一下，眼看我快要摔

倒的时候，一只援助之手向我

伸来，一把扶牢了我。原来是

她，我向她道谢，她说：“不用

谢”，又回给我一个微笑，还是

跟上次一样甜，哦！不，比上次

更甜了，就好像天空突然出现

了一道彩虹，横跨在我俩的心

房。我们一起坐下聊起了天，

原来她真的是和我一个学校

的，后来几天我们都在公交车

站不期而遇，我们就这样成了

好朋友。

是啊！微笑是多么美好，

它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我的心

房，它使我心田中冻僵的秧苗

茁壮成长，它让彩虹横跨在人

们的心灵。人间多一份微笑就

多一份美好，我一定要让微笑

的种子洒满世界。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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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樟炎
···

山峰峻峭蜿蜒，地造天

成，基肇麓端。

杰构恢宏，雕梁画栋，古

朴庄严。

楹联叙渊源望族，匾额

题阀阅名贤。

忠孝承传，兰桂芳妍，舜

日尧天，祠宇焕颜。

双调•蟾宫曲
文昌古祠堂

徐晟
··

春风抚清波，

啼鸟戏翠柳。

水浅湖山瘦，

心小天地皱。

咏千岛湖

夕
阳
红

王建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