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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
院内科医生，曾经的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
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
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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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孙俩去了哪儿
顺风、顺当风尘仆仆赶到老家，一进门就看到了

那张用繁体字留下的信。
老大、老二、老三：

我知道你们会回来的。不过，当你们看到这封信
时，我已走了很远很远了。虽然我年事已高，反应迟
钝多了，但还是和你们一样心疼儿女。顺丽、春燕也
是我的骨肉啊！这些日子，我看到她母女俩可怜，一
直放心不下，就攒了一笔钱，放心吧，这些钱是干净
的，你们也不必猜想是哪来的，我放在以前咱家存钱
的地方，你们拿出来交给顺丽，这回是爸偏心顺丽了！

你们也不要考虑那么多，都回去忙自己的事
吧。爸风里雨里惯了，我一个闲人，出不了钱就出
力。我一边捡破烂，一边去找我春燕。找到了春燕，
我立马就把孩子带回老家，远离那虚假的城市，在码
头摆渡、撒网挣点干净钱，让她在这乡村中学读书。
毕业后，春燕就种些田地，养点家禽，在这块偏僻、清
静的农村，与淳朴、憨厚的农民一起生活。如果找不
到春燕，我就不回来了，你们也别找我了……

江长水 己丑年腊月二十九
当顺风从床下的盒子里取出钱来，一下惊呆了，

那是怎样的钱啊！除几千元是崭新的纸币，连编号
都挨着，明显是他们给老人的生活费外，余下的三四
千全是脏兮兮的，皱皱巴巴的块块、角角零碎钱，是
哪里来的？

顺风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神情漠然。
顺当读着读着，就感到事情比预想的还严重，颤

颤抖抖给大哥和妹妹发了一个短信。一会，那边就
回复过来。老大说，侯勤向单位请了半个月假，专门
找人，他已给10多个省级媒体联系了，请他们写“软
闻”，发动社会各界帮忙；顺丽则发来短信：“老二、老
三，商场竞争激烈，你们生意要紧。这事不怪你们，
只怪妹妹命不好牵连了老人，门市我不租了，班我也
不去上了。爸和孩子，该由我去找。冰城已经找遍
了，我已离开那里。从小我就能吃苦，哪怕是冻死、
饿死、累死在外面，我也要找到他们才回来……”

顺当、顺风来到码头，只见母亲坟前，一团烧过的
纸灰在山风里摇曳，似乎在述说着什么；小船静静地
泊在岸边，也没有老人的身影。面对寂静的码头、宽
坦的河面，顺当遥望远方，心头的苍凉、悲怆就伴着泪
水喷薄而出，似是问水又像问天：“爸爸呀爸爸！你们
在哪里？我们一家人就出走了仨，怎么办……”

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噗！”地从船棚上惊起，
在码头上盘旋了两圈，就顺着对峙的悬崖渐飞渐远，
消失在茫茫天际…… （完）

清晨醒来，窗外滴滴答答，雨下得不小，从窗
台往下看，雨中移动着花一样的伞。一个不属
于自己的城市，有再多的牵挂留恋，也须得扯
断，回到应该工作生活的地方，凡尘里逃不脱的
命运。

楼下吃碗小面，邻座3个小伙儿，穿着统一
制服，吐槽着中秋节下雨。有两个情绪烦躁，语
言中带出LZ、MD等粗口，那架势，根本不是因
为看不到月亮，而是看不到月亮里的嫦娥姑
娘。平静些的小伙普通话好听，慢条斯理：“我
们今天看不到2018年8月15的月亮了。”

他们年轻，年头数得过来，到我们这年龄，
有几个看不见月亮的中秋，记不清了。

返程途经一个古镇。中国的古镇太多，形
式和内容相似，都是古朴的街面，拥挤的热闹，
反正时间充裕，多逛一个也无妨。

小镇大概太不知名。这雨，又如连丝线一
般，或疾或缓，在这节日里，实在不招人待见，
本不繁闹的小镇异常冷情，好些个铺面歇了
业。

但是我们是欢喜的，街面冷清，可以慢悠
悠的晃，看巨大石臼里半装着水，落叶有浮在
水面，有沉在水底，雨滴打在水面，画一个一
个的圈；雨水在屋顶聚集多了，从屋檐串珠状
滴落，浸了水的瓦是深灰色，瓦檐的图案各不
相同……

景虽不极致，观看的人少，分到的平均
美丽就多。比如，九寨沟的美丽实在胜出太
多，但哪一次不是被人群裹挟着前行，想亲
近流连一会儿都不可能。所以，不要看美女
帅哥追求者众，分给你的爱太少，拽紧老实
的最可靠。

零星开着的几家店铺，没有客人，老板
闲坐一旁，看见我们殷勤招揽：“来看一下
哦，纯手工制作。”有两三家卖竹编的，有一
家样式单一，只是些大小不一的竹篓，制作
者是个70岁开外的大爷。

不过问了句，为什么他只编这一个样式，老
人家便气冲冲，让我找到一个比他技艺好
的，他就不要钱，超级自负的老头子。

想着这些大大小小的竹篓养花甚好，我
决定多买几个。老人的篓不分大小，统一价
格10元，缺点是它们都只在中间有一根提
手，我向老人要求几只两边各安一根提手
的。老人瞬间就不高兴，嚷嚷着：不买就算
了，不做不做。老头不但自负，还相当的犟。

这时出来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打着圆
场说，不要小看这根提手，不像别家用塑料
做，老人用的是竹皮，竹皮要先泡水才软，搓
一根带子也费事。她让我们等一等，把竹皮
泡到水里，让老人给我们改两个。

于是坐在长凳上等，女人说也是今天生
意不好，平时哪有时间重做，又说老人快80
了，家里都不让再劳动，可他就是闲不住。看
女人的神情，我猜只有女儿才会这么贴心，于
是问：“你是他女儿吧？”

女人一句：“我是他老婆。”着实震惊了我
们。我笑：老人家厉害，讨年轻这么多的老
婆。女人健谈，开初不好意思，看我好奇心重，
便满足我的八卦欲望。20多年前，50多岁的老
人大的个老婆（老人自己这么叫）去世，儿子介
绍这位小的个，20多岁头婚的黄花姑娘，又生
了个小儿子，一家人关系处得很好。

女人叽叽呱呱，老人就笑，手里不闲着。我
们批评老人因循守旧，不变通不多做些式样，还
不接受建议，老人就答应下次做些别的样式，我
也答应下次再去买他的竹编。

回家的路，车一直在雨中行驶，期盼着雨都
下在别处，让达州的天空露出一个月亮，看来是
不能实现。其实，看见或看不见，月亮都在那
里，天上有云，心中无云便好；团圆或不团圆，家
人都在那里，相互关爱着便好。

2018年的中秋没有月亮。

2018年的中秋没有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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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租售
西客站下行200米有6个

门市单个出售或出租（1-6号
每个门市面积约60㎡），价格
面议。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租出售

空场地2块（分别20亩、
30亩），交通便利，通水电气，
可做仓库，小加工厂，离市区
半小时车程。

电话：13518258080

场地出租

西外黄金地段一休闲会
所转让，面积900平方米，证
件齐全，客源充足，有意者面
谈，非诚勿扰。

电话：15181874197

会所转让

招聘 成都从
众清洁公司

聘保安30名，限男性，1.75米
以上；管家10名、吧员10名、
保洁20名，限女性，1.60米以
上。工作地：达州。联系人：
牟先生 15390127603

理今美术学校
常年招生:幼儿、

少儿、青少年、成人
电话：15808186161

招生招聘
西外新锦社区万锦城临

街面一、二层共8000m2商铺
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彭先生
电话：13388203999

商铺出租

低价售楼
达州市通川区通川桥北

头（人行天桥处）临街第三层
商业楼出售，双证齐，面积
362.9m2商业用房，实际使用
面积 500余 m2，土地证系出
让。房主迁居外地，现诚意超
低价出售，价格面谈。

电话：13079099977
张先生

位于西外金南大道旁
（尚品花园）1号楼底楼门
市三间（面积146m2、124m2

、64m2），单价9000元；二
楼 商 业 层 800m2，单 价
5000元。以上房源为一
手房，可按揭，有意者从
优。
黄先生15182899777
小 黄18881889868

门市商业层急售
市内华洋酒店旁一楼门

市450㎡左右对外出租。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5760698777

旺铺出租

市内凉水井街二楼临街面一
住房（原一直经营酒吧）50平
方米出售，可经商可办公，价
格面议。电话：18381926666

住房出售

种植花椒园近千
亩，繁育优质九叶青花
椒苗，免费提供建园、
种植、病虫害防控，加
工销售，全过程技术指
导。欢迎现场交流

13002853448
15883731555

出售九叶青花椒苗市内中心广场电脑城H
区二楼一门市25平方米，带
租出售，可经商可办公，价格
面议。电话：13668398999

门市出售

西外团包梁一门市及商
业楼一、二、三层（1046m2）整
体 出 售 ；另 二 马 路 二 楼
（600m2）一商用房出租。

电话：13982806000

门市、商业楼租售

位于达州城区
30余公里处，交通方
便。土地流转手续齐
全，证上面积 500多
亩。正常经营中，优
价转让。
电话：13880777444

种植园转让

位于南大街，面积
76.88平方米，价格面议，
非诚勿扰。

电话：13281710099

门市出售
达州翼虎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因发展需求，特招
聘安保人员数名。形象礼
仪 岗 3000-3800元（10
名）、安保人员2000-2500
元（30名），退伍军人或从
事安保经验者优先。公司
地址：达川区中迪国际B
栋8楼
电话：18228683778

13518253620

招 聘

西外国际新城后面一空
置场地出租，大车出入方便，
面积5000m2。价格面议，非诚
勿扰。电话：18011252333

18782882566

场地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