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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浏阳兄弟
索 文

我不爱开车!可去单位上班!得跨过大
半个城区"想偷懒的日子!偶尔也叫车!或者
就在路边拦个出租车"这就有了我认识的几
位司机!和他们各自的故事"

老陈

老陈是某专车公司的司机!开一辆尼桑
天籁!车龄七年!保养得很好!车里还有淡淡
的茉莉香!与老陈沧桑的外表很不相称"

老陈中等个头!瘦瘦的!很精神"他极有
礼貌!会下车为我开车门!主动递水给我"第
一次坐他的车! 开车前! 他回头笑着嘱咐#

$满哥
(

长沙话!小伙子的意思
)

!麻烦你别抽
烟啊% &

初时!坐老陈的车很无趣!他总是闷头
开车!尽着一个司机的本分% 我戴着耳机听
歌!看每天同样的景色从眼前晃过% 老陈的
车开得极稳 !稳得有些慢 !不占道 '很少超
车" 有车打灯!他会慢踩刹车!让那些躁脾
气'想抢道的司机插到他前面去"有一天!我
戏谑地笑他#(老陈!你是我认识的司机里开
车最稳的一个% &

他有些得意#(那是!坐我车的人都说我
稳当% &老陈微笑着!眼睛盯着前方!熟练地
控制着方向!(我十七岁出来做工!以前也开
飞车!看不得有车在我前面% 有一回跟我叔
叔去永州!路上看到一起车祸!追尾!小轿车
追尾大货车!看着撞上去!刹都刹不住!人撞
破挡风玻璃飞出来!那个惨% &

(从此我就慢了!知道要稳!不说对别人
负责! 对自己负责总要的啊! 一家子要养
呢% &老陈打开了话匣子!(再说了!城里开
车!能有多快)你看前面那台车!刚刚霸蛮抢
我道!&老陈抬手指了指前面一辆蓝色大众!

(抢那么几秒飙过去! 还不是在前面红灯等
我% &

往前开出不远! 十字路口的红灯下!蓝
色大众果然在那里等着% 老陈得意地笑了%

到地方!停了车!我准备开门下车了!老
陈忽然叫住我!认真地问#(我开得慢!耽误
你时间了吧) 对不起啊% &他不好意思地笑
着% 我连连摆手%

渐渐熟悉了!老陈的话明显多起来%

老陈本是生意人!跟人合伙开着一家家
具厂!年初他们那一片拆迁!厂子也在范围
内!领着拆迁款!赋闲在家% 老陈闲不住!听
朋友介绍!装了个司机端

*++

!出来跑车%

(让你大老板给我这个打工仔开车!对
不住啊% &我开着老陈的玩笑%

(满哥你别逗我!&老陈摇着头笑!(我是苦
出身!忙了半辈子了!闲下来心里发慌!总想找
点儿事做!不要泄了这股赚生活的劲儿% &

(你这样的人不多% &我说%

(也不是!&老陈一本正经地纠正我!(习
惯问题% 大家都想日子过得好!但十个人里
面!只有一个会想办法不断努力让自己过得
更好% 多数人打一份工!过得下去就行了% &

我有些震惊于他的说法%

(有些人是蠢 !多数人是懒 !不晓得改
变% &

(我一个表老弟!当初算混得好的!顶他
老子的职!到某某厂里!国营厂子!当电工%

后来厂子亏了!也不做事!拿低保!天天跟人
打五毛钱一炮的麻将!水电费都不缴% 一停
水停电! 就跟着一帮婆婆姥姥出来堵路!四
十出头的人!他好意思) &

(再说我们那片的拆迁户!本来都是菜
农!家家有地!赚辛苦钱% &老陈皱着眉头!

(一拆迁!分房又分钱!很多人就懵了% &

(不晓得怎么花吗) &我问%

(花钱还用教吗) &老陈笑了!沧桑的脸
上透出一丝无奈%

(说到底!还是个心态!像我开车一样!

要稳!穷也是这个心!富也是这个心!日子才
过得好% &老陈咂着嘴!(拆迁这个事!闹的笑
话多!有的两口子分别跑去拆迁办!要求把
钱打到自己折子上*有的分了钱!相好的邻
舍合伙开网吧!结果都要当老板!不做事!请
了人!又互相提防!亏得一塌糊涂!结业时吵
大架!朋友都没得做*还有一个最有味!在城
里盘了个门面做生意!那是做什么生意咯)

开一天不开一天的!又懒得要死!内裤都拿
去干洗% &老陈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了!问他#$也有好的吧% &

$不少人还是存着吃息的!生活没多大
变化!该做事做事!该打工打工!毕竟不能钱
生钱!钱总是越用越少的% &

$那你呢) &$我啊!&老陈一笑!$我还是
跟我的老伙计

,

合作伙伴
-

做生意啊!合作这
么久了!他出点子我做事!从没红过脸% &

$做什么呢)

$我们又买了一块地!做仓储物流!&老
陈望着前方! 眼中闪着光!$我的伙计说!这
一行不错!有发展的% &

$等厂房建好了!我就不跑车了% &老陈
说!$我那伙计说!城市总是发展的!望城县
都并到市里变成区了! 我们那里哪天并进
来!就又赚到了% &老陈笑眯眯的%

小沈

小沈是北方人!高个儿!胖子!爱出汗!

某公司派驻长沙的代表%接着某大众打车的
司机端!下班时开开!打发时间%

某次我在梓园路口手机打车!派单派到
他!他不认识路!转了半天才接到我%见了面
一连声地说对不起%

$哥!你把单取消吧!我白送你% &上了
车!小沈对我说!$我就是跑着好玩儿!刚到
长沙!我得熟熟路% &

我没有取消%

那次过后!小沈记住了我的电话!偶尔
会打给我!聊聊天儿%

$哥!要用车您说一声% &小沈总是说%

$不用!我怕你跑丢了% &我笑了%

$这个事您能笑一年不) &小沈反驳!$都
说了那天是导航坏了% &

小沈是个自来熟!为人豪爽!来长沙一
阵子!就把地方混熟了%

$好多朋友是坐我的车坐出来的!看着
顺眼的!我就让他们把单给取消了!我白送
他们% &小沈说!$哥!现在河东这一片!我基
本熟了!朋友也交了不少%河西还不熟!改天
去混混% &

有一次!小沈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发
小来长沙了! 想去看某个综艺节目的现场%

$我问遍了朋友!都弄不到票子!&小沈着急
地说!$哥!您有办法吗) &

我想办法给他弄了两张!此后!小沈的
电话越发打得勤了!多数是约吃饭的% 我告

诉他我在减肥!$配餐制!谢绝吃请&!我说%

$吃一顿就给你整胖了啊!&小沈说!$哥
你瞧不起我% &

$我每天照镜子都瞧不起自己!&我笑着
说!$你容我减减吧% &

每天晚上十点后!小沈基本都混在解放
路!那里是长沙的酒吧一条街!两杯酒下肚!

小沈会一个个地给长沙的熟人打电话%我算
是他在长沙的熟人!他经常会打给我%

叫了四五次!最后一次!小沈说#$哥!来
这么久!老让你帮忙了!都没谢谢你!我这都
要走了!你无论如何来一次% &

我去了!在酒吧里喝了杯水!差点儿没
被音乐震晕!小沈却是如鱼得水!和本桌的
人喝还不够!到处游走!仿佛满场子都是他
的兄弟%

坐了十来分钟!我走了出去!小沈跟在
后面出来了! 把我拉去酒吧旁边的甜甜圈
店% 他帮我点了杯咖啡!自己买了四个甜甜
圈!津津有味地吃%

$喝了酒就饿% &他把嘴里塞得鼓鼓囊囊%

$我受不了这种场子了!年轻的时候还
可以% &我抱歉地说%

$我好热闹!爱旅行!到新鲜地方!看新
鲜事!交新朋友!过新日子% &小沈吃着吃着
开始出汗!用手胡乱地抹!$我主动申请公司
派我来长沙的!娱乐之都!要见识下% &

$这下见识了) &我笑他!$小狗掉茅坑了
吧% 为什么要走呢) &

$哥 !您别笑我
.

&小沈把手中的半个甜
甜圈放下!$混了这么段时间!也就那么个意
思!这里太浮躁了% &他喝了口水!$你肯定在
想!我是个浮躁人!我还嫌浮躁% &

$&其实我是觉得!要在一个地方立足!

干事业!得人靠谱!事靠谱%我现在觉得这两
样都不靠谱!就喝酒靠谱% &小沈一笑%

$你看这街上!穿着睡衣逛大街的多得
很!乍一看!满街精神病% 上街打的士!我都
只坐后排! 好多司机师傅边嚼槟榔边跟你
聊! 一不小心能喷你一脸渣子% 这些且不
说!&小沈有些愤懑!$出去谈事情!酒桌上下
桌就变卦%人人海式聊天!吹牛在前!买单在
后%哥!说得好好的!我不是说你% &太约觉得
自己失言了!他身子前倾!拍了一下我的肩%

$没事儿!我自尊心不强% &我说%

$我得走!在这水土不服!再不走我要废
了% &小沈使劲儿地摇头%

$哪里都有差的一面!你要那么容易被
负面影响!在哪都不习惯的% &我劝他%

$我明白的!&小沈认真地说!$我还是想
走% &

到长沙工作大半年的小沈!逃离了% 到
最后!我都不知道他来自哪里!我没有问!他
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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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铺着青石板的小巷$ 夏天

会粘鞋子的柏油马路$国营小吃店$卖

糖水&酸枣&甜酒&辣萝卜的小贩'在这

位湖南作家的笔下$ 红酒杯里盛着故

事$日常的吃食里拌着故事$就连坐个

车$ 也能打到几个故事()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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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暗藏着生活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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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现代主义使艺术变

成了一个等待人们皱紧眉头思考

的问题"""那些动人的语汇#悦耳

的声音# 流畅的线条与和谐的色

彩! 成为了生命年轮上刺目的划

痕"""从现代主义艺术开始!其实

艺术品越少被享受!就能越多地被

理解$ 本书中!作者剖析与现代艺

术相关的种种问题!重温那些具有

思想重量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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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述了有关底层悲喜% 官场

炎凉#人间烟火#世俗风情的人间

百态& 作者运用直率纯粹的文字

和渗入血脉的平民直觉! 在平易

敦厚的故事中不时抖落小狡黠和

大聪慧! 记叙了嬉笑怒骂的大城

小事! 表达了对生活况味与种种

细节由衷的珍视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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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沛德散文自选集! 收入散

文 '团泊洼畔忆小川(')思痛录*

让我沾了光('扶我上马的人('爱

心连着童心('水仙花开怀郭风(

'我当秘书的遭遇('终点又是起

点('八十抒怀('从同窗情到钻石

婚(等篇章& 文笔质朴清雅!叙事

文笔疏朗! 展现作家阅尽人间沧

桑后形成的淡泊的生命姿态!具

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