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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眼下中国社会治安和社会诚信的现状!绝
大多数家长会再三叮嘱子女"#千万别停! 赶紧开
走! $中国人素来奉行%自扫门前雪&的信条!经过传
统文化的熏陶和阶级斗争的洗礼!国内基本上不流
行搭顺风车'

"#岁的天津大学生吴大伟想尝试一下搭免费车
横穿中国! 于是瞒着父母于"$%%年&月"'日独自上
路' 在天津!他竖起大拇指等了一个小时!有上百辆
车从他身边经过!没有一辆停下' 终于!一辆宁夏的
货车搭了他!司机是一对亲兄弟!对他说"#看你是大
学生才敢破例'好人太少了!一百辆车有一辆搭你就
不错了' &而在山西运城时!吴大伟实在搭不上车!只
好买飞机票飞到了重庆'

吴大伟发现!普通车更容易拦下!似乎寻常百姓
更乐于助人' 在重庆!有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下来!

愿意载他到遵义市桐梓县'车上!一对贵州夫妇带着
一个婴儿!为他腾出最宽松的座位!还把熟鸡蛋往他
手里塞'

在吴大伟家开的工厂里!有很多从云贵川出来
打工的年轻人!父母一直教育他要与这些人保持距
离' 在贵州遇到的这家人却很快颠覆了父母对他的
教育"快到桐梓时!他们邀他一起下高速!找个饭馆
吃饭!甚至挽留他在桐梓住一夜' 饭后!他们又把他
送回高速公路!女人在路上拦了一刻钟!一辆车停
下了!男人赶紧给司机递烟!托他照顾这位大学生'

他们还翻遍随身的零钱!凑了()元!让他搭不上车
就买张车票' 他收下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吴大伟的搭车之旅在遵义提前结束了' &月*$

日!他从遵义坐车到贵阳!在贵阳乘飞机回到山东
潍坊老家' 回到家!吴大伟把贵州夫妇给的那几张
皱巴巴的钞票郑重其事地夹在了记事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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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百态

又是一个不眠夜! 到凌晨四点多那会儿!

走路都开始晃荡!就我这庞然大物般的身躯也
开始轻飘飘的带着点仙气儿'

那好吧!飘过分诊台!打算去办公室喝杯
热茶!刚走到楼下!电话再度响起'电话中传来
妇产科医生焦急的声音"#领导啊!你快来看看
这个病人吧!大出血酸中毒了!可能要进抢救
室( &

我粗粗问了几个化验室数据后说道"%那
还看什么看啊!进抢救室再说吧(&热茶还没有
喝一口!病人又来了( 转身!无奈地上楼'

最后一张加床上躺着个面色蜡黄的年轻
女性!烦躁不安的神情!貌似能听懂说话!却又
极端不能配合!身底下的垫子浸满了鲜血' 指
挥护士开通两条静脉通路快速补液!给血库打

电话启动紧急输血预案'

妇科大夫叙述病情"%第二次怀孕!在当地
诊所做的引产' 术后大出血!胎盘娩出后扔掉
了!不知道有没有残留' &

我一边开着配血单!一边飞快地思考可能
出现的所有并发症!然后对妇科大夫说"%才不
是这样的!肯定第一胎是个女孩!这次想要个
男孩'

中期超声一做!还是个女孩!才去做的引
产!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照这个情况!估计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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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凶多吉少啊' $

妇科大夫又去追问病情!回来后沉默了片
刻!对我说"%你还真说对了( $

第一袋血输入患者的体内!患者的病情并
未见缓解!化验单结果回报!果然出现了最严

重的+死亡率极高的并发症,,,,-.'

赶紧输凝血酶原复合物! 输纤维蛋白原!

输血浆去纠正--

把所有家属叫过来交代病情!家属不停地
问是否和当地医院做的手术不好有关' 我能说
什么呀!如果不是非要个男孩!能有这些事儿
吗/

随后患者出现无尿+急性肾衰+昏迷!查头
颅.0!大面积脑出血--

下班后我去幼儿园看女儿的美术公开课!

蜡笔是没有紫色的!聪明的妞把蓝色和红色混
在一起!抬着头!笑着对我说"#妈妈!你看!多
么靓的紫色啊( &

夕阳洒在妞的头发上! 勾勒出一道金边!

我摸了摸妞的脑袋!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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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物语

家有资深#挨踢&)-0*男!第一次见面时!

他衬衫+西裤+皮鞋!背着一个笔记本包!十年
前-+1的笔记本!死沉死沉的像背砖头!压得
他的肩膀都一个高一个低'

我想建议他换个双肩包背! 但想想不对!

西服领带!背个双肩包. 那太民工了(

又见了几次面!都是同样行头!问怎么老
穿这一身!老气得不行( 说是因为经常要跟客
户打交道!加之彼时其公司跟-+1合作!老牌
的-0公司!对员工着装要求也颇严格!公司就
将-+1的着装标准搬了过来! 规定着正装!西
服+西裤+衬衫+领带+皮鞋!缺一不可!否则被
撞到的话要罚款'

不过我发现每次见面时他领带倒是不打
的!问不怕被抓住. 他从笔记本包里摸出一条
打了个活结的领带在我面前晃了晃!原来他的
领带是现成打好的!到了公司门口!往头上一
套+再一抽!几秒钟搞定( 又说!约会时如果还
打领带! 估计人家以为是保险推销员在约客
户(

结婚后! 他的衣服自然交给我全权打理!

天天穿正装!打理起来倒是方便!反正西服几
乎都是一张脸孔! 要翻点花样也只有衬衫了!

但又不能太张扬!无非是各种浅色+暗条暗格'

每次买个半打衬衫!一个礼拜每天一件!刚好
轮上一圈'

不过到底是腻味! 他老抱怨没机会穿便
装'有天他突然要我给他买几件0恤和牛仔裤!

原来他们公司的合作对象换成233456了!也是!

虽然233456的其他企业文化很难有复制性!但
起码可以复制下233456员工的随意着装( 反正
这个是零成本( 不过还是真心高兴!终于可以
随心所欲地给他买衣服了!粉色0恤+破洞猫须
牛仔裤+亮色板鞋!只要舒服随意!不过于出格
都可以'

连放笔记本的包包都给换成有良好背负
系统的户外登山包了(

可惜这随意穿衣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他跳
槽了!进了证券行业!因为是技术部!倒是不需
要天天着正装! 但0恤要求是有领的纯色7353

衫!牛仔裤也要传统型的'

有领的纯色7353衫选择不多! 我索性给他
买了半打不同颜色的! 周一到周五轮着穿!周
三刚好轮到粉绿色的!下班回来!说今天股市
大跌!被同事提醒了!我今天穿绿色的衣服!所
以红不起来啊(

原来证券公司有条不成文的行规!忌穿
绿色衣服(

于是第二天我给他备了件大红色的0

恤!衬得那黑脸都红扑扑的!等他下班回来!

我忙追问!%今天大涨. &他大笑!%还是跌(

这不过是心理暗示! 但领导就喜欢吃这一
套!你看我们公司运动会发的行头!人人是
大红色的运动服( &

于是连忙去整理他的衣柜!把所有跟绿色
搭边的衣服都收起来另放一边!看来这些衣服
只能周末休市才有露脸机会!或者等他下次跳
槽再穿(

是啊!这人在职场!穿啥衣服也由不得自
己(

!%&'()"

C<DE

FGH"

IJKL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
到高排列成刻度!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
命度' /纽约客0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世纪'$年代
美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时!总结是%他们或许活得
不长!但都活得很浓烈$'

写作之于我! 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 我每天写
作!就是图这份浓烈' 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儿
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毒瘾的人'

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和烈度!没有到
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
窝囊' 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
真!是否全身心地投入' 练瑜伽功的打坐!只有彻底
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 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
无痛苦' 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
意念的缰绳' 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 因为
那涅盘般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
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
获得享受1不认真做人!会活得不爽透'

酒是辣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
苦中作乐'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

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 看看人们
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
痛苦!却也不过瘾'原来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
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
和状态!就叫过瘾' 那和我通过每天长跑+打坐+写
小说所过的瘾!本质有什么不同呢.

本质都是要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
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在这时!

你愿意宽谅!与世无争!为了去满足那%瘾$!你不和
世人一般见识'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而你有那样一
个秘密的办法!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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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心声

外面世界

%坚持+忍耐+克服+等待$!几乎所有俄罗
斯的导游都会对刚落地莫斯科的游客说以上
八个字!这就是游历俄罗斯必须要牢记的%八
字$真经!只有先打过预防针!以后的一切你才
会心平气和+安之若素'

我女子合唱团抵达莫斯科机场!出得站来
到达候机厅已是%$点过!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有
(个小时的时差!此时已是国内的凌晨"点' 本
来就已经困倦已极!加之从%"日到现在已倒换
过三个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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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疲惫不堪了'

早一点到达旅馆!快一点上床是每一个人
最迫切的愿望!但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我们
的导游和大巴却整整晚点了一个多小时'

上得车来!我就忍不住向导游康凯提出了
批评!我说"%从来没有过旅客等导游!我们这
么远道而来!你也太不像话了吧( $

康凯诚恳道歉之后就说"%这才是开始!到
俄罗斯必须要记住八个字2坚持+忍耐+克服+等
待3! 这是因为俄罗斯是世界堵车最严重的国
家&'

接着康凯开始解释"其实他们是提前几个
小时就从城里出发了!按常规时间是绰绰有余
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堵!急都急死了'

还说在俄罗斯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幻想自己
能生出一双翅膀! 在万般无奈的时候能飞起
来'

康凯说"为了莫斯科的堵车!俄罗斯已经
想了很多办法了' 比如分时上班!比如分日上
班! 但无论怎么着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
至有这么发达的地铁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许多
企业+ 单位为此已把上班的时间改到上午十
点!很多人早上六+七点就从家里出发了!但是
仍然会迟到' 于是老板+上司们只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只要绝大多数人十点能坐在位置上
就是正常1而通常的请客吃饭!说是下午六点!

而八点能开席也就阿弥陀佛了'

又经过几天的观察和了解!再仔细想想!明
白莫斯科的%首堵&有客观原因"莫斯科是没有
高架桥!没有立交桥的' 没有高架桥+立交桥的

城市就像是一个人只有主动脉! 没有毛细血管
一样!这是很恐怖的!这在全世界大概都很难看
到的'

问导游为什么. 导游说"首先这个莫斯科
的城市规划还是前苏联作的!那个时候已作成
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也不打算再改变'

其次是现俄罗斯的政府其实是很穷的)俄
罗斯富的是民间+是少数人*!一想到修建立交
桥的巨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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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就宁肯坐在车里看球
赛+听音乐了'

再有恐怕就是这汽车本身的事'在俄罗斯
什么都贵!比如我们最后在谢尔盖小镇吃的那
唯一的俄罗斯正餐吧"一小碟蔬菜!一小盘水
果!一盆清汤寡水+犹如我们吃剩下的断成一
节节的面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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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我们
万分怜悯俄罗斯人!可就是这样的这一顿俄餐
居然要"$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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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还有什么自助项目都要%8$$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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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瓶矿泉水要'$98$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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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支小牙膏!一把牙
刷要")$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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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类
推就可知俄罗斯的物价有多吓人了'

但在俄罗斯只有一样东西便宜,,,那就
是汽车和汽油' 便宜到什么程度呢. 和中国相
比!仅只是中国价格的二分之一'

俄罗斯人是从来不急不躁! 不追不赶的'

在他们看来时光流逝是无可奈何的+上天注定
的事' 不论这个时光是在上班期间流逝!是在
吃饭期间流逝!抑或是在堵车途中流逝都是一
样的' 上午办不完的事还有下午!今天办不完
的事还有明天!今年办不完的事!还有明年!反
正急也没有任何补益! 急也生不出一对翅膀
来!于是俄罗斯人也就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了' 我以为根本原因在
于他们的生存条件太优越了! 他们几乎没有
生存危机和压力! 他们的急躁和压抑从何而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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