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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胜

一

十多年前，二十出头的夏勇来到舒城
县城，开了一家火锅店，店在二楼上，来此
消费的主要是年轻顾客。

这天， 两位老人颤巍巍地向店里走
来，他们满头白发，相互搀扶 ，几乎是挪
着步过来，夏勇赶紧走上前迎接。老人带
着外地口音：“听说这里的火锅很有名 ，
今天慕名而来。 ”店里客人少，夏勇安排
靠窗的位置让他们坐下。 老人边吃火锅
边啧啧称赞：“在重庆老家，火锅很普遍，
特别是一到冬天，整个城市成了火锅城。
移居舒城后，当起了环卫工人，起早贪黑
的，特别是冬天晚上，就想吃个火锅暖暖
身。 ”老人看着夏勇说：“都说你们店火锅
味道好，就过来一饱口福，也解了乡思之
愁。 ”老人面露满满的幸福。

听着老人的叙说，夏勇红了眼圈。 自
己的父亲过去也曾做过环卫工人，他深刻
了解环卫工人的艰辛。 吃完饭，老人抖抖
索索地打开钱包要付账，夏勇赶紧把钱包
又塞回了他的口袋里：“老人家，如果您觉
得满意，以后就经常过来，这是我们的一
份心意。 ”

“这哪行呢，我不能白吃呀。 ”老人很
不好意思。

“这真是值得尊敬的一对老人，以后
我要做最好的火锅给他们吃。 ”夏勇暗下
决心。

此后，夏勇每天都希望这对老人再来
店里，但每次眼巴巴瞅着，每次都令他失
望。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大约两个月后，
这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位中年人。

“您是夏老板吗？ ”中年人脸带悲伤
地问道。

“我就是，您是？”夏勇不知来人是谁。

只见来人“扑通”一声向夏勇跪下，泣
不成声。

原来，老人三天前过世，去世前，一直
向儿子絮叨火锅店的夏老板，要求他在自
己死后，一定要上门表示感谢。

夏勇忍不住落泪了，他收下了老人儿
子送来的寿碗、红巾和毛巾，他知道老人
百岁后，乡村人最看重这个，这是给最尊
贵客人的祈福，祝福全家生活幸福、健康
长寿。老人能在临终时嘱咐儿女给自己送
这珍贵的东西，夏勇感到无比激动，他决
心帮助更多的环保工人。

二

“我要给环卫工人免费吃火锅。”夏勇
向县城管执法局的领导要求。

“这可能吗？ 我们有三百多环卫工
人。 ”

“完全可以，我先搞个环卫工人百人
火锅宴。 ”夏勇态度很坚决。

那天，全市三百多环卫工人齐聚一堂
吃火锅。

“非常感谢夏老板！”一位六十多岁的
老环卫工人紧紧拉着夏勇的手， 激动地
说。夏勇握着他满是老茧的手，眼圈红了：
“你为我们大家贡献了这么多， 我们感恩
您，以后您饿了、渴了就到这里来，您永远
是我尊贵的客人。 ”

老人说， 他和他的父亲都是环卫工
人，尝遍了生活的辛酸，但无论怎样，他们
始终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只有奋斗才能创
造幸福的生活。

“为了城市的文明，他们没日没夜地
奉献了一生，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夏
勇默默感慨着。 他把每个工人师傅的姓
名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并向他们承诺，
以后可随时来店里，只要报上姓名，就可
以最大限度的打折消费， 如果遇到生活
困难，直接说地一句“来碗爱心火锅”，就
免费提供。

三

这天晚上，客人非常少，天突然刮起
了西北风，温度骤降，还飘起了雪花。

夏勇正要关门时，一位中年妇女进了
店，只见她顶着满头的雪花，后面还跟着
一个小女孩，瘦弱，脸色暗黄。 夏勇赶紧
把她们让到屋里，倒了两杯水，并为她们
烧了牛肉锅，又下了羊肉面。

原来这是母女俩，小孩生病了，没住
上院，但母亲的钱包不知什么时候又被人
偷走了。 她们又累又急又饿，就这样来到
了夏勇的火锅店。

吃完饭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 外面的
雪越发下得紧了，母女俩起身要离开。 天性
善良的夏勇，不放心，又为她们安排了住宿。

“我想尽我所能，让贫困人员也能吃
上我们的火锅。 ”晚上，夏勇躺在床上，与
老婆商讨着。

“这么大群体，我们能负担得起吗？ ”
妻子满脸疑惑。

“试试吧，帮他们一把，也是我们应有
的社会职责。 ”夏勇劝慰妻子。

第二天，火锅店外面贴上了这样一张
告示：为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决定向特
殊群体提供打折或免费火锅：环卫工、65
岁以上老人、重度残疾人、低保户、五保户
等特殊群体来本店吃火锅 10 元一锅，如
果确有困难，直接说一句“来碗 ‘爱心火
锅’”，让您免费吃饱。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人们议论纷纷，有
人点赞，有人嘲讽，有人说他作秀，也有人
讲他赚商业噱头，总之各种议论声都有。

“我们做我们的，只求做好事，问心无
愧就行了。 ”面对妻子的担忧，夏勇鼓励道。

四

最近，夏勇有点困惑，原来给残疾人
和贫困人员的火锅几乎都是亏本的，但最

近店里的帐目却一反常态，营业收入节节
攀升，有的顾客一次就付 2000 元，其他有
1000 元、500 元不等。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三个年轻人又来了。”火锅店员工

向夏勇指了指。 他们的“嫌疑”最大，因为
这几个人最近经常过来，每次吃过也不问
价，微信上扫完款就走，语音提示都是上
千元。 当员工追着给他们退款时，几个人
却早已不见踪影。

夏勇仔细观察，这三个年轻人看起来
也就二十多岁，穿着时尚。

“二千”、“二千”、“二千”，刚吃完，他
们就又在微信上刷账单了。 “嫌犯” 抓住
了！ 夏勇赶紧拦住了他们：“你们付多啦，
我这火锅值不了这么多钱。 ”

他们怔了一两秒钟，然后哈哈大笑。
其中一个人说：“这多余的钱不要找

了，我们知道你为了帮助更多人能吃上火
锅，已赔了不少钱，这钱你拿去帮助更多
的人吧。 ”

另一个小伙说：“是你的精神感动了
我们，你这店经营得也不容易。 帮助困难
群体，不能让你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人
人都有责任。 ”

第三个小伙说：“是你帮我们打开了
人生格局， 我们年轻人也要向上向善，更
要向你学习。 ”

说完，三人头也不回就离开了。
三个“嫌疑人”溜了，但更多的“嫌疑

人”接踵而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五百、
一千、二千……人们不断把钱打进店里的
微信账户里。

这是抗拒不了的爱的潮流。夏勇把爱
心人士多付的钱款单独列出来，建立一个
爱心专款基金，他决定让所有生活困难的
市民都能吃上免费的火锅；他还想筹建一
个爱心协会，联合大家的力量，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他思索着、筹划着，一种被感动的力
量正激发他无尽的社会担当。

实体书店需创新服务形式

■ 周慧虹

北京图书大厦近期推出了

两项全新服务———童书借阅和

共享书房。 据悉，这些新业务虽
然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已经成为
书城一道全新的阅读风景。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孩
子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本着这
一经营初衷，北京图书大厦童书
借阅服务试运营两个月以来，已
经累计办理了 700 多张借阅卡，
借阅图书超万册。 而与童书借阅
的热闹相比，大厦新开设的共享
书房， 则是一个静谧的阅读空
间， 读者在小程序上预约选座，
下单付款后点击智能门锁，即可
进入。 在共享书房，读者可与三
五好友讨论、学习，优思畅想，亦
可独立思考、办公，体味深度沉
浸的快乐充实。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孩
子们的学习负担减轻了，阅读需
求增加了， 而对于不少家庭而
言， 距离图书馆又相对较远，预
约也不太方便，况且图书馆的童
书品类又不见得比书店齐全，这
种情况下， 图书大厦顺势而为，
推出童书借阅服务，可谓找到了
一个有力的契合点。 共享书房并
非新生事物，共享自习室服务也
在各地纷纷推出 ， 不过与之相
比，图书大厦设置共享书房有着
自身的独特优势，毕竟，这里的
图书资源更为丰富，书香氛围更
为浓郁，更容易在读者内心赢得
认同。

网上书店的冲击下，实体书
店经营步履维艰。 在经过各地政
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以及书店自

身的积极努力之后，如今 ，虽然
实体书店的经营颓势有所扭转，
甚至出现了一批网红书店，但总
体来看，实体书店的经营危机远
未结束。 这就需要书店经营者们
不遗余力地不断谋求创新，既不

能满足于传统的图书营销模式，
也不应人云亦云，仅仅止步于或
网红阅读环境的打造， 或文具、
文创产品的销售，或设立轻食区
等服务范式，否则，终究还是会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图书
大厦尝试创新服务， 值得点赞，
它不仅为自身培植了新的业务

增长点，而且有助于以新业务达
到“引流”目的，更好地拓展图书
的销路。 对之，各地实体书店未
必一定要亦步亦趋，跟风推出同
样的服务，而应结合外在发展环
境、社会公众诉求和自身实际情
况，尽可能多地想一些经营上的
新点子，推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新
举措。 比如，伴随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 文化旅游业的复苏，有
条件的书店不妨将网点开设到

乡村景区，还可与当地民宿相结
合令书店别具一格； 再比如，针
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书店可在
进一步服务好老年读者方面把

握商机， 实施相应的服务创新，
凡此努力，不失为书店探寻新服
务路径的有效切入点。

客观来讲，书店不仅仅是一
个图书的销售场所，它还承担着
推广优秀书籍、 激发阅读兴趣、
传播知识文化等多重功能。 网络
电子化不论如何发展，纸质书的
阅读总是一种刚需，在社会文化
建设中，书店的现实地位终究不
可替代。 让书店既能很好地发挥
其应有的文化功能，又能紧跟时
代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各
方要齐心协力，书店经营者更要
勇于实施服务创新。

年轻的姥姥

■ 范孝东

与我关系很深的人，我却从未见
过她。

姥爷下葬的那天上午，田野的风
很冷。 站在旁边姥姥的坟前，我一直
试图在脑海里勾勒她的形象，我第一
次清晰地意识到， 她在不到 30 岁的
年纪就撒手人寰，所以应该是一位正
值芳华的女性。 想到这一点，我竟觉
得有些奇怪：这位与我有直系血缘关
系的祖辈亲人，活在世上时，年龄其
实比现在的我还小。 恍惚间，我有了
一种时空穿梭的错觉，几乎忘了眼下
正在进行的姥爷的葬礼，似乎看见一
位安静慈爱的女人微笑着站在我的
面前，仿佛要开口叫我的小名。 但她
始终没有开口，而我也没法看清她的
面目。

印象中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姥姥
的坟前。 从我能明白亲属关系时，我
就知道我有一位去世得很早的姥姥。
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
的事，生活中常常我想不到我也有一
位姥姥。 连母亲都很少向我提起，姥
姥去世时她才六七岁，对自己母亲的
印象大概不比我强多少。 因此，我对
姥姥的早逝， 从来没有清晰的概念。
我总觉得，姥姥就应该是一个上了年
纪的祖辈亲人，正如这个称呼所透露
的气质一样。 虽没见过她的样貌，但
偶尔想到她的时候，她在我心目中的
形象，也是一位老太婆的样子。 上中
学时， 姥爷曾带我给她包过一次坟，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她接触。但依
然没改变她在我心目中老人家的形
象，我觉得躺在坟茔里的姥姥，就是
一位老人。

这样的想法， 让一切都显得那
么不值一提。 虽然她是我的血缘至
亲， 但我并感觉不到她与我有任何
交集， 甚至连熟悉的陌生人都算不
上。即使偶尔会想到她，我心中却并
无任何波澜。

可此刻，当我意识到姥姥不是一
位老太太，而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
热情的年轻女性时，我对她的感情一
下子具体而强烈起来。我仿佛看到她

生活的全部，看到她在自己房屋中出
出进进，看到她认真地操持着贫穷日
子里的点点滴滴，看到她热烈地爱着
四个年幼的女儿，看到她坚强地对未
来满怀着希望。她就像我身边的许多
年轻人一样，真实地在这个世界上生
活过。

而她的早逝，也从久远时光的深
底处隆起，带给我真切的冲击。 她饱
受病痛折磨的痛苦，她日渐委顿中的
无奈，她弥留之际对孩子和丈夫的无
尽不舍，一位年轻人在短暂的生命走
到尽头时的一幕幕，不断在我眼前闪
现，仿佛我亲眼目睹了这位至亲的离
世。 姥姥去世时，我的小姨才 8 个月
大。我难以想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在
她嗷嗷待哺的孩子面前，是怎样不甘
地闭上了眼睛……我的姥姥，一位年
轻的女性，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生命
的温热， 便被命运拖入了永久的黑
暗。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所见的只是一座在荒野中孤守了快
六十年的坟茔。

姥姥不再是一个没有多少实在
意义的称呼，想到她的早逝，我开始
深深的怅悼。 我开始明白，母亲和小
姨们对姥姥的怀念一直存在。她们之
所以少有提及，不是因为几十年的时
间能让一切深埋殆尽，而是幼年失恃
的创痛只能在难言的沉默中慢慢自
愈。但是，当她们出嫁成婚时，当她们
初为人母时，当她们体会到家庭生活
的种种不易时，对母亲的思念一定会
一次又一次强烈起来，她们多想与她
分享自己的喜悦与悲伤，多想得到她
的温情与爱护。 而我的姥爷，在姥姥
去世后坚持独身不娶，用大半辈子的
孤守说明了一切，他一直在等待与姥
姥的重聚。

姥爷晚年痴呆， 直至完全不能自
理，遭受了不少折磨。虽然去世得很突
然，但大家都觉得，对他而言这正是彻
底的解脱。 因此，丧事虽忙忙碌碌，哀
伤的情绪并却不多。 我不知道几十年
前姥姥的葬礼是什么样子， 但我希望
当时的人们给了她更多的哀伤， 好让
众人的悲哭，化成温暖的河流，能护着
年轻的姥姥长一些、久一些。

旧年的事与人

■ 石泽丰

小雨落进苍茫的夜色里。 夜太黑，雨
让人看不见，但我能听到雨声。 它死死地
纠缠着时间，滴落在地面上，滴落在积水
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
我坚信这是时间的声音。

在雨中赶路的人， 在时间里赶路的
人，形成了一股股人流，向某个方向汇集
着，然后又向各自的方向散开，不过最终
还是汇集去某个地方。因为岁月是一条望
不到尽头的隧道， 它牵引着怀中的一切，
让你按照它的意图走下去， 且永不回头。
岁月以年月日时分秒为节点，一节一节地
标记着，遵循规律，刻度清晰。 岁末年初，
虽然你无法往回走，但你还是情不自禁地
转过头来，看一看来时的路。

年复一年， 我回望过自己的脚印，抖
去宠辱，就只剩下四季，它热烈地开着，成
为我生命里的亮光。 年复一年，我把自己
摁在文字里， 回忆着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回忆着曾经相处过的人。他们常常走进我
的梦中，如当初一样收容着我，指引着我，
教导着我。

回望我出生的地方，那是一个小山村。

我记得祖屋的后面，有两口池塘，它们紧挨
着连在一起，故而村人叫它们连二塘。 因年
年“荒废”，又被称着荒塘。 连二塘虽然有些
渗水，但对低处的塝田有过滋润之功。 我记
事的时候， 数十亩塝田不但年年成为晚稻
的秧田，而且还能产出颗粒饱满的稻子，它
喂养着全村的人和牲畜。 稻禾年年运回柴
屋，或铺在冬天的床上，或燃烧升腾起袅袅
炊烟。 我在连二塘里捕过鱼，挖过塘里的泥
鳅。 母亲常常站在屋后的高地上，面朝连二
塘，拖着长长的声音呼唤我的乳名，唤我回
家。 旧年，连二塘还在，像往常干旱的冬天
一样，塘底干裂，土垒的塘坝上长着一些不
知名的杂草，偶有野兔从草丛里窜出，奔跑
着逃向远方。 而今，连二塘被开挖了，两口
池塘挖成了一口， 且深且宽， 塘底全是黄
土，昔日的淤泥丝毫未存，塘坝被水泥砌得
高大，像一堵城墙。

塘坝的西南端， 就是许第爷爷的坟。
许第爷爷在世时，秋冬时节，常带着我到
连二塘边放牛。我们爷孙俩靠在塘坝上晒
着太阳，任牛在周围吃着野草。 许第爷爷
爱唱旧社会的民歌，那些民歌普遍反映着
旧社会女子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农民受
压迫的情景。“……三恨我做媒的（呀），为

什么得罪着你（哟），两头（做）话说，全靠
你（呀），你何不来把亲提……”每每唱《十
恨》的时候，许第爷爷唱得很动情，它如糖
豆一样粘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至今我还能
唱上几句。 唱那首有关女长工的歌，他总
是边唱边做着动作，当唱到“……我肩扛
犁头（哦）去耕田（喏），左一鞭来（耶）右一
（哟 ）鞭 （呐 ），鞭得泥巴 （啰 ）甩上着天
（喏），甩在我蓝衣（耶）犹是（哦）可（哇），
甩在我白衣（哟）真（呐 ）可怜 （喏 ）……”
时，我注意过他的眼神，总有一股潮湿的
东西在他眼里打转。

但是现在，这些民歌我好多年没有听
过了，自从许第爷爷中风瘫痪后，他左半
边的身体再也不听使唤，与人语言交流非
常吃力，讲出的话含糊不清，让人难以听
懂。旧年年初，我回到老家，看到他躺在一
张矮床上。 看到久未回家的我，他很是激
动，努力想坐起来，我一把扶起他。我坐在
他床边，为他点上一支香烟，他嘴角略微
歪斜，手有些抖动。 一提到连二塘，他就
哭，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仿佛有许多东西
他难以说出。一时间，我不知所措，不知如
何安慰。 后来，我听说他小时候，为了生
计，常常到连二塘给地主家放牛。 出奇的

是，牛一来到这里，就不用他劳神。牛乖乖
地吃着塘边的草，喝着塘里的水。 每每傍
晚回去，地主看到牛吃得很饱，便奖励他
一些可食之物，他至今记忆犹新。

岁月原本封存起了这段历史，只因他
再也不能去连二塘， 只因连二塘要开挖，
要把老人记忆里的东西用推土机推掉，所
以，他哭得很伤心。在我离开老家没多久，
许第爷爷就走了，也是在旧年。

过去的事与人，往往极易触及一个人
的心怀，我说不清这是时间的无情，还是
一种覆顶而至的恐慌。 前不久，我再一次
去了自己中专毕业的池州农校，它坐落在
长江南岸边一个名叫大渡口的小镇上，农
校里除了尚未拆除的几栋老建筑外，里面
的环境面目全非。 记得一九九五年九月，
我从一个偏远的山村来到这里上学时，它
像一只锚泊的船，接纳着我们，收藏着我
们的欢乐， 然后在一九九八年的七月，又
默默地目送着我们离开。 她像一位母亲，
无语地在那里等待着， 等待我们重归故
里，时隔二十多年，当我再次踏上这座小
镇，走进她的怀里，一切都已改变。 据说，
那里最粗的几棵银杏树，在旧年也被一个
包工头挖走了。 留下的几个大坑，如微张
的嘴，像有太多的话要说，可是时间扼住
了它命运的咽喉。

我来晚了。 如果早一点来，也许会再
看上银杏树一眼。 看与不看，都是一个心
结，因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细节封存在
心间，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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