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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冷冰在放学路上不经

意间发现了一只没有开关的灯，

从而与阿温再次相遇。 阿温帮助
了冷冰， 使她对身边的一切有了
更多的体察和理解。 在这个日常
生活与异时空相互交织、 不同人
物交相辉映的情境中， 冷冰在亦
真亦幻的感受与交流中， 收获了
心灵的成长， 拥有了更强大的生
命能量。

小
说悦 读 · X I A O S H U O · 輥輱訛 责编/张滢莹 技编/文 曦

E-mail:zyy@whb.cn
2021.9.9

大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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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头上和脚上都湿漉漉的， 他们不

像只从四个钟头车程的上海、两个钟头车程的

南京和一个钟头车程的开城来的， 他们像从大

西北的沼泽地、珠穆朗玛峰还有南极而来。 再

一看，又像三个刚刚溺水被救出水面的幸存者，

满身满脸写着四个字：落魄还乡。

靠近门口的钱老师又矮又胖， 脸上尽是老

年斑，完全不是当年那个文弱书生。 他病恹恹

的疲态和站姿透露出他患过重疾，七月份天气，

他穿一件双层外套， 里面似乎还露出一截毛线

衫的袖子。 他的脸上仍然保留着受到了惊吓的

表情， 好像追了他一路的狗此刻还在身后。 他

毫不掩饰自己的慌张，等着冲进门。 第二个是

老赵———又高又瘦， 眉心则扭在一起， 嘴唇干

裂， 表明他怒气攻心外加严重缺水。 他带着准

备好的笑容，见到老李的那一刻荡出来，由衷地

笑出来———比准备好的更自然、更投入，好像他

来这里不是因为儿子让他无家可归， 单单就是

为了要和老李见个面。 站在最后面的一个，肚

大腰圆，面如死灰，像被谁兜头浇了一头米糊，

白发粘连成一缕缕的 ，双眼空洞 ，就像股票跌

了，或者前列腺不好，快尿到裤子里了，现在急

急想寻个地方去放空一下。

老李有思想准备， 毕竟他们不是来搞同学

聚会的，但是，访客的样子还是让她呆若木鸡。

她很快镇定下来，再舒适的旅途也是奔波，不管

你在家里的时候收拾得多么整齐， 经过一天之

后，年纪轻轻、花容月貌的也难免疲倦，更别说

这些七老八十的人了。

呀，你长得像我们村的孙老善。老李笑着对

老赵和钱老师打过招呼之后又冲着孙老善说。

我就是孙老善。

你可不像，孙老善圆脸，见人就笑。

老李说得这么坚决， 老赵和钱老师也忍不

住扭头来看。 果然，这已经不是昨天的孙老善，

更不是印象中的孙老善。 他的白色头发稀稀拉

拉地贴在头上，没有一处盖得住头皮，头发少，

显得脑袋很大，却又很干巴的样子，像有一根无

形的水管从看不见的某个部位一直在吸他脑里

的水分；又好像后颈上什么东西勒着，让他有点

上气不接下气。 反正是一个老熟人， 又完全是

一个陌生人，就那么似是而非的样子。

我忘记戴假牙了。 孙老善不好意思地捂了

一下嘴。

老赵说，老李，遇到这种事，大家都慌得很，

谁也笑不出来，我们还是继续商量正事吧。

你先摸摸我还在不在？ 孙老善说着伸出一

只胳膊。

老李伸出手在孙老善的胳膊上捏了一捏。

有皮有肉。 她说。

好了， 钱老师说， 除了你儿子和他家的保

姆，其余人都看得见又摸得着，当务之急，我们

坐下来商量商量怎么办。

2

他们从门口走到床边，分头找地方坐。钱老

师步履蹒跚、一只手捂着腰，另一只手拎着医院

的药袋。孙老善背着大大的背包、他小心翼翼地

放在床脚，那个背包却发出了不合时宜的闷响。

一个杯子。 他嘟囔了一句，算是道歉。

你能想象我们昨天还衣食无忧， 今天突然

像过街老鼠，连高铁站都进不去吗？

原来三个人昨晚就在开城会合， 找旅馆时

被盘间了很久， 后来还是耍了一点儿小聪明才

在一个民宿凑合了一晚， 早上五点多钟就起来

坐车往这里赶。刚刚在外面颠来倒去转了很久，

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和地点。老赵最为狼狈，被扫

地出门的时候，不要说钱和行李了，就连身份证

件都没有拿到手。他一贯以风度和风趣示人，此

刻顾不得了， 从昨天到今天这一路走来经历了

多少难以想象的耻辱： 没有身份证， 无法上高

铁；手机能找到车，可是零钱不足；出租车开到

一半，司机觉得不对，停在路边要报警；好说歹

说才帮他拉到目的地， 还是孙老善帮他付的车

费。这会儿他一双笨拙的眼珠子不知往哪里落。

钱老师的口袋一贯是空的，加上他有病，除了口

罩和常用药，其余什么也没有。 这会儿，他像是

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谁说话他就把头扭

过去看着谁。看来现在只能指望孙老善一个人，

毕竟他有证件，带着大袋行李，还有一副有名的

菩萨心肠。

大家带着疲倦和警惕的神情， 现在的局面

好像只是暂时落在一个教生圈上， 正准备积蓄

体力发起第二次冲刺。

好在基本礼仪还在， 四个人进屋后又正式

轮番打了几声招呼。

老赵跟钱老师和老李算是联系比较频繁。老

李对老赵也似乎不反感，但今天除外，他太狼狈

了。老李见过孙老善几次面，但不能算有交情，毕

竟孙老善是干部、富豪他爹，算是大望洲的名流，

今天见到，却更加眼生。 钱老师和老李私下没有

交往，却和老赵和孙老善都有密切交流，但因各

自在不同的城市，这几年也难得见面。

老李和老赵算是很谈得来，不过指指一算，

也有五年多没有见面。

好在大家都是同村故人，略略一回想，甚至

能想到五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生活场景和五十年

前的太阳，以及更早以前的人和事都浮现出来。

（《大望 》李凤群/著 ，花城出版社 2021 年
8 月版）

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赵钱孙
李四位老人，某一天，毫无预兆地
出现了异常状况。 儿女把他们给
遗忘了，他们紧迫地意识到一场灾
难已经降临：离开子女、无依无靠。

他们试图回到曾经常年生活的大
望洲，相互扶持着寻找回归正常生
活的途径。想要丢弃的记忆与无法
逃避的幻想接踵而至，每个人都无
法逃离于自己过往的人生。

广告

《丰繁之美———人民文学奖
（2009-2018）获奖作品精选集》

《人民文学》杂志社/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21 年 8 月版
丛书选取人民文学奖 2009

至 2018 年的奖获作品，按不同体
裁分为三种，分别为短篇小说卷、

散文诗歌卷、中篇小说卷。其中既
收录了贾平凹、铁凝、阿来等名家
的作品， 也有具备旺盛创作实力
的新人作家的作品， 这些获奖作
品体现出新时代情境气象、 新时
代精神气韵、新时代人物气质，侧
重现实题材力作精品。

李凤群，安徽无为人，著有长
篇小说 《大野》《大风》《大江》《颤
抖》《活着的理由》《背道而驰》《良
霞》等多部。曾获第三、第四届紫金
山文学奖； 江苏省 “五个一工程”

奖；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长篇
小说奖； 安徽省第二届小说新星
奖；2003 年度青年作家奖；《人民
文学》2018年度长篇小说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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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亚作品

明月照人来 （短篇小说）

丁东亚

云伴（短篇小说） 丁东亚

写下是为了彻底忘记（访

谈） 丁东亚 吴 娱

小说家

少女与鹅（短篇小说）

安昌河

永动机（短篇小说）

张蕊捷

滇池诗卷·云南小说家的

诗

彩色流水闪着笑声 （组

诗） 杨 昭

圣餐中的面饼（组诗）

雷杰龙

伟大像一片失效的蓝色

药片（组诗） 陈 鹏

苍凉和虚空（组诗）

马 可

诗二首 潘 灵

宿命的实景（组诗）

黎小鸣

鲜亮（组诗） 东巴夫

无尽路（组诗） 阮王春

相见欢（组诗） 马 玫

个人史

重生（上） 苏 敏

道法自然·散文特别栏目

沿着威尔逊的足迹（上）

言 子

散文

锦衣书简 成向阳

住朝阳天桥

艾 吉（哈尼族）

倒影 杨继义

青瓦上的故乡 黄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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