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17年1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 宋中华 版式 李小梅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APP：i资阳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E-mail：zyrbshijing@163.com

人境拾零之——

彩票王

陪着父亲找“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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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王，就姓王，叫王强。
王强日后出名，乃歪打正着。
最初，王强是卖面的；更早，他在

成都修车，为4S店的一把好手。
开面馆实在出于无奈：老婆小菊

从企业下岗后，找了几个工作都不尽
如人意，脾气变得越来越怪，加上还有
正读初中的女儿需要照顾，王强只好
离开干了十几年的修理技工岗位，回
到县城将邻居一家小店铺租下来，开
始学做投资小、技术含量低却十分辛
苦的面生意。

老婆当家做主，取名小菊面馆。
小小县城，街头到处都有面馆，竞

争十分激烈，小生意也不好做。王强
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有问题，倒是小
菊颇有当小老板的感觉，每天起早摸
黑不怕苦不怕累，让他无地自容。

从 味 道 不 好 、生 意 冷 清 到 门 庭
若 市 ，王 强 花 了 两 年 时 间 挽 回 败
局。他以修理轿车的仔细认真对待
进货、佐料等毎道工序——专门从内
江拜师学成的拿手素面，开始赢得顾
客好评。

2008年春天，在艰苦奋斗、不断摸
索并经历了不少困难后，小菊面馆重
获生机：渐渐地，小店开始有回头客
了；渐渐地，小菊的脸色好看了。

每天凌晨5时开门，忙到上午9时
许才轻松，两口子乐在其中。

有天中午，王强上街买花茶，经过
一家福彩销售店时想试试手气，掏 10
元钱机选了一张彩票。也没当回事，
生意忙就忘了。

无心插柳有收获。
有天皁晨，一个吃面的小伙子抱

怨花100多块钱买彩票，居然连个尾奖
也没中。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强
立即想到自己曾买过一张彩票。

待生意忙完了，王强赶到那家福彩
店叫人家看看中奖没有。那卖彩票的
在机子一过即大叫：中奖了，6个数！

王强初来乍到，懂不起“音乐”。卖
彩票的比他还激动：连中6个蓝号，若

最后一个红号也中了，就是500万元！
一时 间 围 观 者 众 多 ，王 强 赶 紧

走人。
正是这6个蓝号，让王强中奖9000

多元。与其他人不一样，他非常满足
这意外惊喜。

这次偶然中奖，改变了他的生活。
从此，王强迷上了买彩票。不仅

仅是福彩，还包括体彩；不仅仅每期
买，还加大投入。唯一值得称道的是，
他没有把经营面馆的生意放下。

买彩票中大奖，只是一种美好愿
望，哪有那么好的事。

自从王强迷上彩票之后，小菊就
有所防备：她既收钱又管钱，里里外外
一把手。还真让她说准了，不到半年
时间，王强不仅将中奖的 9000 多元还
了回去，还添了不少钱进去。

小菊不开腔，脸色不好看。
王强是聪明人，知道经营面馆、挣

钱不容易，女儿读了高中还要上大学，
自然不敢背着老婆去做借钱买彩票的

那种蠢事，但内心却对彩票无法割舍，
常常郁郁寡欢。

小菊看在眼里：王强连烟也戒了，
酒也少喝，巴心巴肝为了这个家，还得给
他点想头，免得被有钱的富婆勾走了。

于是，王强每周就有100元购买彩
票的资金。

见好就收的王强，既将小面馆经
营得好，又满足了买彩票的爱好——
只是，中 6 个号已经成为历史，每周能
中个5元、10元足矣。

生活照常进行，也会发生改变。
有天收工后，小菊问王强想不想

经营彩票生意——原来，她打听到附
近一家经营福彩店的要到成都去陪儿
子读大学，想将店铺易人。她背着老
公去谈了几次，价格合适，办手续也简
单，很快搞定。

王强欣喜若狂。
冷静下来，王强问小菊面馆生意

怎么办？小菊说她早就可以独立操作
了，最多再请一个人打下手就行了。

从开一家店到各开一家店，这是
王强两口子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要做就做好。王强有心，早已参考

其它店子的经营模式，花钱将小店装饰
一新，换了桌椅、茶具，福彩的分析、走
势图表做得大气，开张就有生意。

王强为人处世不错，加上开面馆认
识了不少人，彩票店生意渐渐好起来。

小菊提醒：不要乱来哟，人家的钱是
人家的，千万别挪用来自己去买彩票。

王强正色道，绝不乱来！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王强两口子

年终盘点时发现，两个小店的收入不
差上下，只是两个人更累了些。

王强的福彩店小有名气之后，经
常电话接单、短信接单——那些老顾
客都熟悉了，凡是打电话、发信息买彩
票的，都会及时取票付款。久而久
之，他热情大方、真诚服务赢得了众
多彩迷的信任。一传十，十传百，生意
更好。

有天下午，一位熟客打电话报了
一组 8+3 号码，说好晚上散步时过来
取并付钱。王强已对这种事习以为
常，将票打好放一边。只是，直到店子
关门那位客人还没来取票。

无巧不成书。
当晚 10 时福彩开奖结果出来，王

强打的那一组 8+3 竟然中了大奖，除
获一等奖500万元以外，还有一些其它
奖，一共中了600多万元。

对开店的人来说，这是最大喜讯。
王强立即告诉正做家务事的小菊。
当小菊弄清楚来龙去脉后，反问

王强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打电
话告诉那位熟客中大奖了。

小菊这才松口气：我真没看错人，
不是自己的钱想都不要去想。

第二天上午，王强的福彩店刚开
门，那位接到报喜电话一夜没睡的客
人就在门前点了一万响的鞭炮，又送
上一块匾——

彩票王。

停电时间：2017年 1月 14日 21：30—2017年 1月 15日 01：00
停电线路：10KV蜀雷一线、10KV蜀雷二线、10KV蜀政线、10KV蜀

宾线、10KV蜀宝一线、10KV蜀宝二线
停电原因：10KV蜀乡开关站设备调试
停电范围：新区人民医院、宝台政府、上东国际、天生花园、中铁滨

江国际、雁江区政府服务中心、水体公园、兴众车业、幸福公馆、海天水
务加压站、希望玫瑰园、凤凰城、绵阳中学、宝台大道路灯。宝台镇：协
议村、雷音花园、航向九义校。大洪村、富凉村、石牛村、东角村、紫微 1、
2社、春天 1、2、3、4社、宏发沙石部、吴秀兰木材加工、平云食品厂、兴民
木材、植高家俱、宏达砖厂、刘以华、利民木材、先富利、富凉瓦厂、鹌鹑
养殖、华博路桥、民用爆破、石牛猪场、石牛基站（宝台路、迎宾大道）

注：如遇下雨或其它特殊情况停电时间顺延或延长，敬请广大用电
客户谅解，并做好停电准备。若需进一步了解详情请拨打电力服务热
线“9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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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我有多久没有抬头看
天了，也记不清我有多久没有欣赏
融融的月色了，在我的记忆中，城里
似乎没有月光，只有灯光。

十多年前，我从农村奋斗到了
城市，并在这儿买了房、安了家。接
着，为了所谓的幸福生活，为了不落
后于他人，我开始孜孜不倦地打拼，
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一样努力工作，
每天穿梭于城市之中，白天忙着上
班，晚上忙着写稿，即便偶尔有闲暇
时间，也被淹没在了灯红酒绿中，或
者看电视、玩电脑、打牌。渐渐地，
我忘怀了头顶的月亮，忘怀了晓月
当帘的美好意境。直至近日读到李
白的《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
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
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
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我才猛
然发现，城里竟然没有月光。抬头
望天，高楼林立，除了别人家的窗帘
和窗帘里透出的灯光，哪有高悬的
月亮，哪有洁白无瑕的月光？

自古以来，人们对月亮就有一
种特别的情感，绘月颂月的诗文不

计其数。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王维说：“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辛弃疾说：“明月
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明月清
风，月夕花晨，如诗如画，如诉如歌，
那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动人啊！

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一月之中，每逢农历
十五或者十六，只要天气晴朗，总会
看到一轮皓月高挂天空，月色如华，
一泻千里，大地像铺上了一层薄薄
的银纱，不染纤尘，朦胧而曼妙。那
时，家住农村，几乎每月都能与嫦娥
约会，不用刻意找寻，只需躺在床
上，对着窗户，月亮便会悄悄爬上柳
梢，漫过窗棂，洒下满屋的清辉。沐
浴在月色之中，内心无比宁静，会情
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古老的神话，什
么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
心中顿时生出无限的向往。

在家乡人的心中，月亮是神圣
而不可侵犯的。父辈常常教育孩
子，要心怀虔诚与敬畏，不能手指月
亮，如果无意中指了，一定要跪在地
上，磕一个响头。虽然我不清楚大

人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但
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看月亮，
尤其是在夏夜，头枕大地，目望苍
穹，星星布满了银河两岸，像调皮的
孩子，眨巴着眼睛，北斗七星排成一
个勺子状，俯视着脚下的万物，偶尔
也会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留下
一道让人遐想的弧线。

浩瀚的宇宙包揽世间万物，如
水的月光，似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
着你，让你感到无比舒畅。杜甫在

《月夜忆舍弟》中说：“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那时我不解其意，现
在我才明白，再璀璨的灯光，也不如
头顶那轮明月啊！

城里没有月光，只有灯光，路灯
发出的光，霓虹灯发出的光，汽车灯发
出的光，虽然灿烂辉煌，却无法取代

“壶天日月”，无法取代“月笼轻纱”，也
无法勾起心中那份久违的情愫。

这天，从柑橘之乡蜜橘村牛头山那边吹过来的春风在路过山下谢
医生已经修起5年的别墅式楼房前时，让在一楼诊所上班的谢医生心
情格外惬意，就起身出门伸伸腰、散散步。蓦地，她看到院坝里悚着一
只银灰色的鸽子，一动不动。嗯，这家伙一定是病了。谢医生走过去，
而鸽子竟依然一动不动。

谢医生把鸽子带到诊所做检查。这鸽子正发着高烧，左脚上的一
只爪子已经折断，但又没有断脱纤，还有皮筋连着。救鸟如救人。谢医
生小心翼翼地将断爪上的皮筋剪断，消毒后又撒药粉进行包扎，还给鸽
子喂了药片，把它放进鸟笼子里休息。

原来这是牛头山后邻县某村某人所养的一只领头雌鸽，两天前它
带领伙伴在牛头山上空飞翔了一阵降落在一株桉树上小憩时，一个蓄
黄发的后生用鸟枪向它们射击，伙伴们都脱险而去，它却被击中了，顿
时头昏眼花，四肢无力，飘呀飘的，落到了谢医生院坝里。

还好，在谢医生的精心照顾下，几天之后鸽子伤愈了。它站起来，
在笼子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觉得行动自如，浑身有劲，对谢医生的那份
感激就别说了。

鸽子有胃口了，就啄吃谢医生给它放进笼子的玉米粒，并接连饮了
好几口水。谢医生见了，满脸笑容。“喝得差不多了吧？”谢医生说着，笑
着将雌鸽连同笼子提到二楼阳台上，将笼门打开，亲切地嘱咐说：“乖
乖，既然你的伤好了，就回归蓝天吧！”但鸽子却趴在笼子里一动不动。
谢医生见了，摇摇头，喃喃地说道，不走不行哟，然后将它捉出笼子朝空
中抛去。鸽子展开翅膀，在谢医生屋顶上空飞翔起来。它清楚地看到，
蓝天下，像谢医生别墅式的楼房在橘海里星罗棋布，数也数不清。它顿
时心潮激越起来，仅仅转了几圈就扬翅下降，不偏不倚，轻轻落在谢医
生右肩上，紧紧靠在谢医生的颈项上，像是再也不想离开谢医生似的。

“既然你不想离开我，那就呆在这儿吧。”谢医生琢磨着，给这只鸽
子取了名字“小敏”，并“小敏小敏”地连叫了几声。“小敏”也咕咕地接连
回应，还向谢医生点了点头哩。

谢医生估计“小敏”是不打算飞走了，索性将鸟笼上的小门往上提
并用细绳拴好，任凭“小敏”进出。随后把鸟笼提到了诊所。

从这天起，凡来一个病人，谢医生就指着挂在墙壁上的笼子讲述
“小敏”的故事，希望找到“小敏”的主人。然而十天过去了，却一点消息
也没有。

然而，就在第十一天的早晨，正当谢医生背对笼子给病人开药方的
时候，“小敏”却悄然消失了。

谢医生四处寻找，不见“小敏”的踪影。
就在谢医生窝在沙发上埋怨“小敏”没向她打声招呼离开的时候，

一群毛色与“小敏”差不多的鸽子扑棱着翅膀接二连三地降落到谢医生
二楼的栏杆上，领头的“小敏”甚至挤到了谢医生的门口，点着头向谢医
生咕咕地叫，似乎在向谢医生抱歉说：“对不起，未经你许可我就飞走
了，现在我回来了……”

谢医生数了数站在栏杆上的鸽子，连“小敏”在内，大大小小一共二
十五只。

是不是“小敏”回家把伙伴们也带了过来？谢医生想，如果是这样，
“小敏”的胆子也太大了吧，太有情了吧？听说一只家鸽在市场上要卖
六七十元哩，鸽蛋一个也要五六元，与鹅蛋的价格差不多。这群鸽子可
是一笔不菲的财富啊！不过，谢医生对自己说，这群鸽子无论价值多少
也是别人的，可别对它们有想法。

谢医生这样想着，就下楼端来了清水和玉米，一并放在阳台上，让
鸽子们自由饮用啄食。众鸽们见“小敏”带头吃了起来，都打消了顾虑，
相继挤到食盆和水盆前享用起来。

见鸽们都吃喝开了，谢医生把手机掏出来打电话。这天黄昏降临
之时，四个拴着围腰的男人扛着鸽笼赶到了谢医生院门口。谢医生见
了，莞尔而笑，把众人引上二楼，嘱咐大家将鸽笼订挂在墙壁上。等众
人拿上酬金离去之后，“小敏”就从屋面上飞下来往鸽笼里钻，其它鸽子
见了，也纷纷效仿。

原来这四名送鸽笼的是接到谢医生的电话而抓紧干活的篾匠。
谢医生一面行医，一面继续打听鸽群的主人。
一天，一个中年男人来到诊所要求谢医生允许他把鸽群领走，还给

谢医生献上了厚礼。谢医生看了来人的身份证以及由邻县某镇某村出
具的取鸽证明后，答应了来者的请求。但半篮子鸽蛋她没笑纳，一再表
示物归原主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美德。

可仅仅过去一天，正在诊所上班的谢医生又听到二楼上有了动
静。她立即上楼查看。只见前天才被失主领走的那些鸽子们又回来
了，有的在鸽笼盖子上走来走去，有的正朝笼门里钻，“小敏”更是做得
有些“出格”，竟当着她恩人的面与另一只公鸽接吻哩……

不得已，谢医生又下楼给“来宾们”端取食物……
第二天上午，失主又出现在她的诊所门口，对她说：“刚才我数过

了，我家的25只鸽子又飞到你楼上来了，但一点都不怪你，要怪就怪这
些鸽们的眼睛也变富贵了。这些年，你们资阳发展得很快，光是种果的
收入就令人羡慕，客走旺家门嘛，对不对？要不，我把这群鸽子卖给
你？”

谢医生想想也有道理，说：“你要卖好多钱？”
“1500块，怎么样？”
“看在鸽子们这么乖的

份上，我答应你。”
时间过去两年多了，谢

医生家的鸽业已经小具规
模，据说效益也不错哩。

一天中午，我经过小区门口，被保
安拦住。年轻的小伙告诉我，有一个
从乡下来的老人等了我三个多小时
了。我一惊，没听说乡下要来人啊，怎
么冷不妨有人找上门来？闻声后，一
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从小区的花坛边站
起身，拘谨地问我：“你是刚子的女儿
吧？我是钱伯伯。”我刚想说我不是，
突然想起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刚字，该
不会是来找我爸的吧？

我说：“您和我爸爸认识？”老人喜
滋滋地点点头，我带他去见父亲。一
路上，老人喋喋不休，说 37 年前，他和
父亲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当铁道兵时
认识，四年的时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不料退伍后失去了联系。他辗
转打听到我父亲的地址，就找上门来

探望。
父亲当兵的历史，我多少知道一

些，所以断定，这位钱伯伯没有找错
人。大概一刻钟的工夫，父亲下棋回
来了。看见沙发上坐着的老人，他愣
在那里。不等我介绍，老人就赶紧起
身，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老兄弟，
你不认得我了啊，我是华子啊。”

“华子！你是华子！”父亲一下子
激动起来，连声唤着。我忙为两人准
备上好的鉄观音，让他们边喝边聊。
两位老人十分激动，拉着彼此的手，从
新兵时的胆怯，伙食的寒碜，聊到后来
他们自食其力养猪养鸡，在休闲之余，
还自编自导了很多节目，父亲还一本
正经地唱了一段京剧。说到动情处，
两位老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 以 来 ，我 都 认 为 父 亲 是 个
不善言辞的人，可是那天，我发现父
亲 的 语 言 是 如 此 丰 富 。 他 们 的 谈
话，从中午时分一直进行到午夜，对
于父亲的挽留，老人竟然一句客套
话也没有。

送走老人后，他还意犹未尽地跟
我说起他当兵的青春时光。以前，我
总是毫不留情地打断，现在，我在旁边
饶有兴趣地听。我知道，那是父亲一
生最骄傲的事，听听老人那些“当年
勇”，适时地给以赞扬，也是一种孝。

看着父亲一脸的陶醉，我突然想，
何不把他那些老战友聚集起来，给他
们举办一场联谊会？于是，一个计划
在我心里筹划了。根据父亲提供的信
息，经过多方查找，花了三个月时间，

我终于联系到父亲的 17 位战友，并为
这些老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
会。三十多年未见了，场面激动人心，
很多老人当场老泪纵横。父亲更是兴
奋不已，严厉的他第一次举起大拇指，
夸我这事做得棒极了。

几十年来，我虽然和父亲朝夕相
处，可从没见父亲这么高兴过。看
着父亲陶醉在浓浓的战友情里，我心
里也乐开了
花。看来，对
老人好，并不
是单纯物质
上的满足就
行了的，精神
上的关爱与
抚慰更重要。

城里没有月光

鸽子“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