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许多年过去，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

刚来上海时住在上海闵行区七宝镇星站
路的场景。

我一个人背着行囊 （只不过是几件
简单的换洗衣服而已），离开家乡，离开
亲人，来到这里，住进了一个农家小院二
楼角落的出租房。

孤零零一个人，无依无靠，四处寻找
工作，内心对前途一片迷茫。我们都是不
停地来回奔波的人，从出发到止步，只是
为了寻找到那个心目中想要的自己。

时光荏苒而不留。 我在梦中翻看如
烟的过往。

有时候， 如果我们短暂地停下脚
步，或偶尔回过头，凝望自己曾经或步
履蹒跚，或昂首踏步，或踯躅前行走过
的路程，就会突然发现，那些种种的过
往何尝不是自己人生中一次次冥冥中的
因缘际会？

我经常问自己， 当初的我是不是也
只不过是想努力找到那个想要的自己？

我想，我可能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一些
思绪尽在一念间起飞洒落，纷纷扬扬。

每个人都有过一段暗无天日的时
光， 每个人都有在黑暗中踯躅前行的时
候。 人活着的时间，总是有很多艰难，或
多或少，或长或短。

在人生最黑暗、 最糟糕的时光，我
们遭遇过许许多多痛不欲生的经历 ，

内心大多千疮百孔， 好像耗尽了自己
所有的力气。 那些黑暗的虚无瓢泼而
下， 总是令我们在某一刻的一瞬间顿
时泪流满面。 眼泪滴水成冰，冻结了我
们的眼睛和泪花。

谁的青春不迷茫？ 日子疯长，影子日
瘦。 人未老，眼珠里却早已注满了苍黄，有
人竟然一夜间就花白了自己的少年头。

生活就是没有落幕的舞台， 承受
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也承受着人生的
寂寞孤单。 夜未央。 站在黑暗的中央，

望不见你来时的路，寂寞、孤独蜂拥而
上。 是的，守护自己有时候的确很难、

很难。

可日子还是得一天天地往下过。 你
过还是不过，欢欣或是苟且，日子它都在
那里， 时光如河流般坚定不移地往前缓
缓流淌。日子是每一天，不仅要度过光明
的白天，也要度过黑暗的夜晚。

但纵然一生被苦难包围的人， 也一
定会有被欢乐垂青的时候， 哪怕只是瞬
间。 这些一瞬间的欢乐，如温暖的手，将
会轻拂过我们的整个生命。 如果你一直
无知无觉地处于黑暗中央， 没有别的原
因，一定是你自己弄丢了自己。

如果你的实力撑不起你的自尊，就
一定要撕下自己所谓的坚强伪装，该求
助时就要求助。 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
或许一不小心就做了自己的囚徒，请千
万不要锁住自己的心灵，不妨换一种方
式，比如拐一个弯，只要不抛弃、不放
弃，那你想要的自己就一定还在那里。

独坐夜的门槛， 一重浓一重的黑
暗正无声无息地悄然隐去。 只有我隐
不去的黑色的眼睛没有在暗夜里沉
沦，用它来寻找光亮。我们需要的不一
定是安慰，而是在历经漫漫黑夜后，在
下一个黎明找到想要的真实的自己。

那个你想要成为的真实自己 ，就
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光。其实，我们的一
生都是在发现和寻找这道光， 追随这
道光，然后把那光举高、再举高，穿过
黑暗，让心灵停泊，最后活成自己渴望
的模样。 我们的生命和人生从此而愈
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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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元在结束工厂车间的实习后，公

司安排他跟老业务杜于乐实习。依照传统

习惯，王一元称呼杜于乐为“师傅”。

杜于乐是位 40 多岁的中年老大姐 ，

上海人。她原来是浦西一家国企纺织厂的

挡车工，多年前下岗，迫于生计，做过很多

行业，打过很多杂工，甚至还摆过地摊。虽

然一直没赚到什么钞票，但培养出了不屈

不挠、开朗、作风泼辣的性格。后来经人介

绍， 她到浦东的一家印刷厂做起了业务

员，不想反而慢慢地做了出来，在业务上

混得风生水起， 行业内都称她为 “铁娘

子”。 前年她老公的工作调动到虹桥国际

机场，为了方便照顾家庭，她就跟着跳槽

到了台沪公司。

杜于乐先是在公司教了王一元一些

基本的业务方面的常识，主要是各种各样

的纸张、不同工艺的纸制品和包装材料的

基本概念、报价的计算方法。然后，她就带

着王一元在外面跑了两个星期的业务，教

了些常见的寻找客户的方法和技巧，公司

产品的交期、交货方式、付款方式等业务

方面的基本流程，还向王一元大致介绍了

上海其他的比较有名的印刷公司及其产

品、竞争优势等情况。杜于乐是个热心人，

又曾经下过岗、创过业，本就极富同情心，

她觉得王一元一个人在上海非常不容易，

所以在教王一元的时候基本没有保留，面

面俱到。王一元对即将到来的业务员工作

充满想象和憧憬， 学得非常认真和仔细，

有时生怕自己忘记，还不时地掏出小本子

记上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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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元这时候吃住都在工厂。 台沪公

司印刷厂的宿舍是在后道车间上面加盖

的一个夹层。宿舍房间是由木板和石膏板

搭建的一个个小格子间，没有窗户。 房间

因为屋顶没有隔热层，也不通风，所以冬

天格外寒冷，夏天又异常闷热。 虽然老板

照顾，让王一元住了单间，但他还是没住

久就打算搬了。首先是要忍受工厂内日夜

不停的各种机器发出的噪声和人来人往

的各种响动和说话声，特别是生产部门的

工作是两班倒，一到半夜 12 点交接班，所

有的声响都被寂静的深夜放大了无数倍，

显得格外清晰。 碰上王一元哪天有了心

事，本来就辗转难眠，这噪声就更是深入

人心，仿佛一把把小锤，一下下地在敲打

在他脆弱的神经上。其次是因为公司业务

部只有他一个人住厂里，所以车间一碰到

生产上吃不准的事，比如对色、打样、拼接

尺寸等，丁经理一个电话，王一元就得乖

乖地披上衣服下楼。 以至于后来，就是白

天听到丁经理那带着浓郁口音的普通话，

王一元都会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

于是， 王一元想趁着刚上手做业务，

时间还有些自由，就动了搬出工厂居住的

念头。 对于搬离工厂，这些都只是些表面

的原因。其实，王一元心里明白，真正的原

因是近段时期，特别是从年初横下心离开

宁波到上海以来，日益感到一种沉重的焦

虑和恐慌。 到明年的 12 月底， 王一元就

30 岁了。子曰：“三十而立。 ”就是说，三十

岁的人应该已经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与

发展方向了。而他呢，只能眼见青春易逝，

任自己日见沧桑。 对一个男人来说，成家

立业，他一样都没实现。更要命的是，这些

对自己来说还相当遥远， 连影子都没有。

所以，他现在急于改变，至少变得比现在

更好一些。 说白了，他需要机会。 要找机

会，就需要与外界多接触，需要有一定的

自由。 而搬出工厂，就是王一元当时能想

到的唯一路径。

后来，经公司同事的介绍 ，王一元搬

到了现在的七宝镇星站路上的一个小院。

这个靠近吴宝路的小院是一个标准

的旧式上海农家小院。 小院白墙黑瓦，两

层楼房。院子靠西边有一口房东自己打的

水井。 上海不缺水，挖两米就会有水渗出

来，可这口水井不仅打得很深，井底还放

置了细白沙，所以打上来的水很清，还冬

暖夏凉。房东家有四口人，一个老太太、房

东夫妻俩和他们的女儿，一大家人占了楼

下的大厅和厨房以及楼上的两间卧室。因

为有利可图，房东就把院子东西两厢改建

成两排简易的石棉瓦房，这样加上楼上楼

下他们自家用剩下的房间， 小院有 10 多

间房用于出租。房租倒是不贵，根据大小、

朝向、楼层等分为 300 至 600 元不等。 每

间房单独使用火表，门口还搭有简易的灶

台。自来水是一个大水管下接了十多个小

龙头，每一个龙头安装有一个水表，打了

编号，供各家单独使用。

从小院出来左拐， 沿星站路走 50 米

就是吴宝路。 那时的吴宝路，从吴中路到

沪青平公路这一小段，一端连着虹桥国际

机场和东方国贸批发市场，一端连着台尚

糖果的千人大厂，所以格外热闹。 这条只

有 1000 来米的狭窄街道， 两侧遍布着王

一元居住的这种房屋。 尽管巷陌狭窄逼

仄、房屋密集、污水横流，却因为廉价的房

租和便利的生活条件而熙熙攘攘。整条街

道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包罗了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 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店铺、全

国各地风味的饭店排档、各种不同消费档

次和需求的娱乐场所，还见缝插针地坐落

了些微型工厂和仓库。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里的东西超乎寻常的便宜———房租便

宜，日用品便宜，吃饭便宜，洗澡便宜。 王

一元花 30 元就在一处修车摊上买到了一

辆八成新的捷安特自行车。

仿佛每时每刻，这里都有无数的外来

者涌过来，有贩夫走卒、泥水工匠，也有外

表光鲜却内心疲惫的白领、心高气傲又底

气不足的老板，甚至还有伙夫、乞丐流浪

者、卖药的、算命的……这里的人实在是

太多了，从早到晚都充斥着南腔北调的吆

喝，一切都显得混乱和拥挤。而到了夜晚，

这里又变成了人间天堂，霓虹闪烁，纸醉

金迷，人声鼎沸。

王一元后来一度很怀念在这个小院

生活的日子。 在小院二楼的那个方寸之

地，王一元一待就是一年半多，大部分的

时间里，只有一台简易的收音机和书籍陪

伴他，偶尔还有从楼间空隙散落下的阳光

和夜晚从窗口爬进来的月色。 而在窗外，

就是充满喧嚣和动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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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在这个光鲜的

大都市里，竟存在着这样的城中村，城中

村中还生活着一群迷惘而不失坚持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生存方式扭转命运。 在这

里，每时每刻发生着的人和事，或亲眼所

见，或道听途说，都让王一元对生活和人

生多了一些感悟，也对自己的未来多了一

丝期待。

很多年以后，王一元回忆起来 ，一切

都仿如昨日。

要做业务员，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寻找

客户。 但是，要如何找到有意向甚至能下

订单的目标客户，这些就只有看个人的造

化，全凭自己去摸索了。正所谓“师傅领进

门，修行在个人”。

开始，台沪公司并没有提供给王一元

任何现成的客户资源，只是按照先来后到

的顺序， 安排王一元负责公司在金山、奉

贤、松江等地区的新业务开发。 这几个区

域都很大，像是画了一张特大的饼，王一

元却不知道从哪儿先下口了。

像大多数业务员一样，王一元决定先

通过互联网搜索、电话黄页、报纸杂志等

刊物上的广告去寻找目标客户。可一段时

间下来，王一元很快就懊恼地发现，这种

打电话和贸然上门拜访的方式很难获得

客户的信任，效果也都不是很理想。 往往

电话推销时，打了一天的电话，大多数电

话不是联系不上人，就是号码空号，王一

元先就受到了打击。 好不容易接通了电

话，可对方还没等听完介绍，就连连说不

需要，若是听说你要去拜访，就推说单位

很忙或者是管事的人出差了。 客气一点

的， 让你传真资料或者把资料放门卫室，

而大部分人则是还没讲上三两句话就

“啪”地挂了电话。 即使这样，好不容易几

天电话下来，积攒了几家愿意接受拜访的

客户，却由于这些客户都很分散，所以效

率不高， 一天下来能拜访三家就算不错

了。于是，打击接踵而至：一次次满怀信心

地跑到客户那儿，又一次次垂头丧气地走

出来。 到最后，有的客户王一元连门都不

高兴进就回去了。这样来来回回几次折腾

下来，王一元对自己都没什么信心了。

这段时间是王一元这个从来没有过

任何销售经验的“大头兵”最痛苦的时期，

他甚至几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业

务。 很多次，他心里沮丧地想，自己这次冒

冒失失地来上海， 又抛开自己熟悉的生产

管理工作，异想天开去做业务，究竟是对是

错？ 也不知道自己最后能混到什么程度。

（《上海繁华》大地风车/著，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农村小伙王一元在父母去世
后，为了担负起家庭责任，独身一人
来到了上海打拼。从做业务员开始，

他在职场中一步步奋斗， 经营印刷
厂、投资房地产，不断在多个行业中
创新，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并与心爱的姑娘终成眷属。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
小说， 作品在网上连载期间获得了
无数来自网友的共鸣———“王一元”

和他们身边的普通人何其相似，在
他们看似平凡的奋斗史中， 是一座
城市、 一个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历程
中迅速发展与繁荣的缩影。 作品获
第三届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征文大赛
特等奖。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