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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和两个大学同学

小聚。

她们二人，一个是初

中名师，一个是省示范高

中名师，免不了会聊到中

考高考的话题。

她说：市里的文科状

元初中是我班上毕业的，

分数出来后还打电话来报

喜、感谢。这孩子真是自

觉，读书也多，当时在我班

上都可以帮我上课，我要

出外开会什么的，语文课都

是她领着同学们学习。说

起学生，她脸上写满自豪。

她也说：我班上一个

农村来的孩子，父亲去世，

母亲多病，生活条件比别

人差。学习超级刻苦勤

奋，高考上了一所 211 大

学，开心得不得了。拿了

录取通知书就来找我，说

感谢我这三年在学习和生

活上给予他的帮助。谈到

学生，她神情中透着骄傲。

老师的幸福很简单，

只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成

才、成人，有出息。

有一次小聚会，一个

在职校做老师的朋友，竟

然迟到半个小时。到场后

大家说他让众人等候，怎么

也要罚他，他乐呵呵地说：

认罚认罚，我今天开心。

仔细一问，原来是下

课后有几个学生围着他问

问题，师生一起讨论得兴

起 ，所 以 耽 误 了 吃 饭 时

间。他笑着说：和有人请

吃饭比起来，是不是有学

生愿意和你讨论问题更让

人高兴？在座的几乎都是

老师，这种心情自然是感

同身受，处罚就不了了之。

老师的快乐很简单，

只是想把自己知道的，尽

可能多的传给学生。

去年教师节，我的手机

收到一条影院订票信息。

正在莫名其妙，接到

学生蔡蔡的电话。原来，

远在大连的她在网上给我

购好了电影票，作为送给我

的教师节礼物。她说不能

年年都只口头问候祝福，得

有一点实际表示。女孩子

特别贴心，想到不能让我独

自去看电影，就买了两张

票，让我们夫妇一起去，还

开玩笑说这是让我们重温

恋爱时光。先生很是感

动：这孩子，太懂事了。

懂事的孩子还不少呢。

暑期与同学老戈夫妇

一 起 出 游 ，有 一 站 是 安

顺。除了去看黄果树，他

们还要去看望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在他们的鼓励下

为爱远嫁贵州，如今夫妻双

双事业小有成就，刚刚生了

孩子，正好顺路去看看。

我们还在路上，学生

就打电话来说住宿已安排

好，最后才告知她这一阵

都在外地，但她丈夫会安

排。没过多久，她丈夫的

电话也打过来了，仔细交

代了有关事情，然后说临

时到邻县洽谈业务，晚上

赶不回，不过已经都给朋

友交代清楚了。

入住后，民宿小管家

说今晚只有我们四个客

人，老板已经关闭了网上

订房通道。不多时，老板

也过来相陪，说朋友的老

师就是自己的老师，一定

要招待好。

老戈夫妇慨叹学生夫

妻真是周到，我们则为能

成为这份师生情谊的见证

人而倍感荣幸。

身为老师，教书育人

原为本分。是学生们的种

种暖心回报，让这份工作

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师

生同辉，方才成就“太阳底

下最光辉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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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袜子
人为什么要穿袜子？

要是小时候问这样的

问题，会让人感觉幼稚可

爱。大了，乃至五十岁了，

还问这么天真的问题，就

会让人觉得娇情做作。而

我，从小到五十岁，差不多

每隔几天脑子里就会闪过

这个问题。当袜子又失踪

的时候，还会破口大骂：人

干嘛非要穿袜子？

记忆中的第一次找不

到袜子是上学第一天。此

前我连有没有穿过袜子都

没记忆——应该有，起码

过年时穿过。平常下河逮

鱼、爬树，冬天都光着脚在

凌板儿上跑，要袜子何用？

这天要去上学，兴奋，

早早就醒了。太早，天还

没亮，就在被窝里腻磨，惹

得三哥在睡梦中（迷迷糊

糊）都跟我瞪眼，在我又一

次翻身儿的时候，屁股上

挨了一脚。

还是早早起来，穿上

背心裤衩，却怎么也找不

到袜子。背心裤衩橡胶球

鞋都是新买的，雪白的，尼

龙丝的袜子当然也是新买

的。为我上学，妈妈特意

赶小站集。我哥哥姐姐刚

上学时有过这待遇吗？三

十年以后我妈说没有，一

时直觉我能考出去才冲

动激动着买的。这话我

信，那时家里很穷，他们

不是读书的料儿，母亲是

能感觉出的。虽然她只是

仅上过扫盲班的农村家

庭妇女。

找袜子从一件烦心事

儿，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桩

令人恐惧（一点都不夸张）

的“结儿”，就是从这天早

晨开始的。我翻遍了土炕

上我占据的面积，把白布

单子（夏秋就盖这个，棉布

的，很好。现在住别墅，我

也在夏秋盖这个）抖落了

几遍也找不到那双失踪的

袜子。枕头也被翻过来几

次。我猛然想起睡前把袜

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底

下了！

邻近的三哥被我折腾

醒了，用不同声调问了两

次“你瞎倒腾嘛”之后，又

伸出他那能无限伸缩的腿

踹了我两次屁股。其中一

次是在我正撅着的时候，

让我的脸狠狠撞在墙上。

好在我在炕梢儿（大炕最

里面），只能打扰三哥一个

人。要是在中间，大哥或

二哥旁边，说不定还要挨

几脚。大哥二哥力量更

大，力量大的人脾气都大。

几天后，三哥因脚上

有 白 袜 子 ，而 被 妈 妈 痛

斥。他反击，说凭什么给

不干活的买新袜子，我天

天打猪菜打青草的，倒光

着脚？我妈说你在地里打

菜打草，给你袜子不也都

被扎破了有用吗？妈妈的

哲学，听着总是很有道理！

整个上学期间，不管

是小学中学，春夏秋冬，还

是高中住三十人的大教

室，还是大学七个人的宿

舍，不管是大炕还是高低

床，还是毕业后时髦的床

铺，那鬼精灵一样的袜子，

不时跟我玩一次失踪。它

或是藏到了被子褥子里，

怎么抖落也不出来；或是

附着在秋裤棉裤裤腿里，

然后附着在大腿小腿上，

有时到晚上脱了衣服就会

出来，有时一连几天不出

来。这就让找袜子多了一

道工序：翻裤腿。

有一次找了半小时没

找到，穿鞋的时候，脚趾捅

到一团软软的东西，吓一

跳，以为是长虫（蛇），一脚

把鞋踢出去。鞋子滚了几

个个儿，袜子从里面脱落出

来！那年我住高中宿舍，经

常有蛇在宿舍里出没。

为能在第二天顺利找

到袜子，睡前我总是小心

翼翼搁置袜子。最先是枕

头下，但有几次都被臭味

熏醒。后来放在鞋子里。

忘过几次就不再忘了。放

在自己鞋窠里的东西也会

找不到吗？会。共有三

次，分别被高中同学、大

学同学临时借穿。并且即

使被发现了，也不会还，直

到放在吃饭的桌子上能

金鸡独立了，才会告知物

归原主。

把袜子放在褥子下最

不保险，因为鬼精灵的袜

子会移动，它常常掉到床

铺底下去。这时你在床上

找一天，急得抓头发扇嘴

巴也找不到。把袜子单独

放在床下的鞋盒子里也是

不保险的，那等于是把钱

放在明处，故意招惹小偷

引人犯罪！放在被筒里，

放在秋裤中，但在你找的

时 候 ，那 是 肯 定 找 不 到

的。结婚后这问题得到了

解决。不是怕老婆而加倍

用心了，也不是通过多年

和鬼精灵打交道总结出了

经验，而是袜子多了！

我老婆对我隔三差五

找袜子深恶痛绝，总是一

打一打地买。我心领神

会，找不到的时候就新拿

一双。鬼精灵的袜子还算

够意思，虽然跟我捉迷藏，

但从不彻底失踪，隔几天

就会自动露面。就算它们

真的失踪了又有何妨，袜

子有的是，一打一打的，就

放在我的床头柜最下面的

抽屉里！

现在，我老婆进我屋，

看到满地板蜷缩在一起的

袜子，嘴角总是露出满意

的笑容，说，你终于战胜了

袜子，鬼精灵已经无处藏

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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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夏就这样被凌晨连拖带拽

地带到了国展。段夏也喜欢黄梅

戏，只是她现在完全没有看戏的心

情。等了好久，戏终于开始了。戏

里面有一段让段夏印象深刻——

梁山伯对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起了

疑心，于是便有了以下的对白：

“英台不是女儿身，因何耳上

有环痕？”

“耳环痕，有原因，梁兄何必起

疑云。村里酬神多庙会，年年由我

扮观音。梁兄做文章要专心，你前

程不想想钗裙。”

“我从此不敢看观音。”

随着一首悠扬婉转的《梁祝》

小提琴曲，演出结束了。昏暗的灯

光下，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只是段

夏不知道凌晨早已泪流满面，而段

夏又何尝不是。两个人都趁对方

没注意的时候快速擦干了眼泪，随

后便说说笑笑地起身走了。回去

的路上，段夏问：“为什么带我来看

这个？”

“不为什么，就是喜欢。”

“嗯，是很好。”

后来，段夏还是走了，去到大

洋彼岸进修，跟凌晨隔着一个太

平洋。两人偶尔视频通话，互相

调侃。

后来因为段夏学业忙，凌晨的

演出活动又多，加上时差的关系，

两个人的联系渐渐少了。

感情就是这样，在一起的时

候，常联络，常陪伴，总是热乎的，

但只要相隔两地，再热烈的感情也

会逐渐变凉，更何况还隔着一整个

太平洋。

凌晨仍旧会怀念段夏在的那

些日子：她陪他半夜出去吃火锅，

跟他侃各种话题，时不时地骂他一

两句，他还特贱地贴脸上去表示骂

得不够狠。

他翻看手机里的照片，自己跟

别的姑娘的照片拍了又删，唯独和

段夏的那些照片一张都舍不得

删。后来他又遇到了很多女孩，但

他总是说还是差点儿什么，总觉得

哪儿不对。

此后不久，段夏给他发来信

息，说自己找到了男朋友，是同班

同学，人挺好的，等回国给凌晨过

过眼，要是不行，她立马分了。

凌晨知道，这只是他们之间的

玩笑话。即使他说不好，段夏也不

会分，就像曾经段夏跟他说过某个

姑娘不靠谱，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

扑了上去，最后弄得遍体鳞伤。一

样的道理，两个人都是一根筋。

段夏走了两年，仍旧没有要回

来的迹象，只是偶尔传来一些碎片

式的近况。凌晨也有了一个固定的

女朋友，双方父母也都见了面，年底

就打算订婚了。凌晨说，有些故事，

好像连开头都没有，就结束了。

还没等他将自己的情况告诉

段夏，段夏那边发来邮件，告诉凌

晨，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他们约

定了晚上视频通话。

那天晚上，凌晨早早地坐在电

脑前，像是等待一位远走归来的故

人一般虔诚。

夜里一点多，段夏上线了。视

频里，段夏已经留起了长发，刚刚

到肩膀，像是换了一个人。已经很

久没见的两个人，隔着屏幕没有说

话，只是不停地笑。段夏笑得眼泪

都出来了，凌晨也是。过了好一会

儿，凌晨点起一根烟，说：“好久不

见，还真想你啊。”段夏收住笑容，

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泪，说：“是

啊，好久不见，我也很想你。”

凌晨说：“你看，自从你走后，

你这屋子里的东西我一样没动，总

觉得你还在似的。有时候我夜里

起来喝水，还觉得你在这屋呢。你

看我多傻，对别的姑娘都没这么上

心过，哈哈。”

段夏怔了一下，默默地说：“凌

晨，我快结婚了。”

凌晨说：“我知道，挺好。”

“凌 晨 ，你 不 想 说 点 儿 什 么

吗？”段夏眼里含着泪问道。

“祝你幸福，玩命的幸福。”凌

晨盯着电脑屏幕笑嘻嘻地说道。

段夏眼里的光似乎瞬间黯淡

了下去，随后便关了视频。

可段夏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

凌晨在对话框里没发过去的那句

话：“我还没拥有你呢，你就不是我

的了。”

段夏结婚后在那边定居了，再

未回国。

凌晨和段夏不再视频，只是通

过文字来保持联系。有一次凌晨

跟段夏说：“你还记得咱们之前看

的那场黄梅戏吗？”段夏说：“记得

啊，后来再也不敢看了。”凌晨问：

“你看懂了吗？”段夏过了很久才回

复：“懂了，可又有什么用呢？梁山

伯不懂啊。”

凌晨本来想发过去：“我懂啊。”

后来想想还是删掉了，他觉得再说

什么都已没了意义。 （连载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