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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小小说

王晓东 作

婚恋故事婚恋故事

高仁镇坐落在无名小山下，一条曲尺形的街道两
旁大多是两三楼一底的商住楼，几乎都是村民自建
的。一楼拉开卷帘门就是商铺，二三楼住人或者开旅
馆。每到赶场天，小小的街子上便热闹起来。

场口一棵三个成人也围不完的粗大的黄葛树下，
一个帆布雨蓬撑起一片做营生的小摊儿，一个用废弃
的油桶改成的炉子上面罩着一口平底锅，46岁的王爱
家，正忙而不乱地在锅子边一简易的案板上做着锅盔，
把已经发酵好的面团用擀面杖擀圆压扁，然后包上早
就调制好的鲜肉馅料，再把它压扁擀圆，尔后一一铺到
有一层冒着白烟儿的薄油的平底锅上，炕上几分钟，等
锅盔有些两面黄了，硬扎了，便移到炉子里面去继续烘
烤。炉子里面烧的是红红的麸炭，四周用黄泥糊了一
圈，做出了可以放好几个锅盔的平台，王爱家一边在上
面做着锅盔，隔一会儿还会把锅移开，给炉子里的锅盔
翻个身或挪个位，不能一面烤焦了，另一面还没有烤。
不时有赶场的村民，老远就喊：“爱家，给我来两个锅
盔。”显然他们已经知道爱家的名字了。也有不知道
的，看爱家挂在黄葛树上的旗招儿写着“锅盔王”三个
字，就说：“锅盔王，给我来一个。”

王爱家以前只是给自己这个小摊儿取名为“王锅
盔”，后来，生意越来越好，村民们赶场的时候都喜欢吃
他的锅盔，就有熟人建议他把姓挪到后面去，这一挪气
势果然不同凡响。王锅盔，很普通，就跟李锅盔张锅盔
一样平常。可是锅盔王就不同了。别的姓不管往哪儿
挪都挪不出他这王者之气，的确整个高仁镇，没有谁的
锅盔有王爱家的好吃，他不称王，谁敢称呢？

王爱家的老婆叫雷小珍，有些智障，只会低头干
活，大碗吃饭吃肉，其他就都不怎么懂了，但特别会生，
一家伙给王爱家生了两个儿子，智商全都像王爱家，完
全正常。这倒让王爱家很高兴。当年因家穷，娶妻不
易，能够娶到有些智障的雷小珍更是艰难，十里八村有
好几十个光棍跟他竞争呢。要不是他有一个在场口摆
摊炕锅盔的手艺，他还不一定能抢赢的。显然，岳父岳
母没有看走眼，他们选择王爱家选对了，小珍吃东西胃
口特好，巴掌膘的肥猪肉她一顿能吃两斤多，从来就没
有油腻的感觉。王爱家做锅盔离不开猪肉，常常把比
较好的、瘦的居多的肉弄来剁了做锅盔馅，肥的则全煮
给小珍吃了，小珍吃得好，力量就很足，身体更是像小
牛犊一样有用不完的力气。一个女人，竟然比一个青
壮年男子干农活都厉害。

爱家每回收摊回老弯村，鸟归林，鸡也快归窝了。
小珍自是早就煮好干饭，锅里仍旧炖好一锅肉，白翻翻
的，像萝卜片一样，小珍虽然经常煮夹生饭，但回家有
吃的，爱家非常知足。两个儿子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虽
然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要好几万元，但爱家的锅盔摊居
然都能供起走。大儿子去年已经在大城市参加工作
了，工资还不错，不用王爱家再给他钱了。

直到有一天，王爱家在黄葛树下，正热火朝天地擀
着锅盔，没想，一辆面包车突然失控，放着好好的大路
不走，对直就像王爱家的锅盔摊冲了过来，等王爱家意
识到危险抬起头的时候，已经和他的摊子一起飞到了
十米开外，等救护车赶来时，王爱家已经断了气，他的
血染红了十多个锅盔，翻倒的炉子还在不断地往外冒
着热气。

锅盔王的招牌从此消失在高仁场了。
失去了王爱家，雷小珍的日子，立即有了变化。出

车祸那天，她仍旧早早煮好饭炖熟肉，自己再饿都不先
吃，眼巴巴地看着门外，自言自语地说：“我家男人咋个
还不回来哟。”

等看到自家男人尸体时，雷小珍一下晕了过去。
大儿子接到村民的电话后，用了两天时间才从外

省赶了回来，然后给父亲王爱家料理完后事，就把母亲
接到大城市去生活了，从此以后，上大二的弟弟的学
费，也由他负责了。

老弯村的人都说，雷小珍傻人有傻福呢，男人死
了，大儿子又来养她。听说，她在大城市，顿顿都有牛
肉吃，比吃猪肉安逸多了。

果然，雷小珍和村民视频聊天的时候，大家都看到
了，她长得比过去结实多了，而且还染了头发，穿着很
时新的衣裳，既显年轻，还洋气了不少呢。

锅盔王
丁梅

慧芬，我对不起你呀。
吴慧芬没想到，刘海群醒来后的第一句

话会这么说。
刘海群病入膏肓，医生说就这几天的事

了。这几天他多数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偶
尔醒来，神志也不大清醒。

我想见一个人。刘海群抓住吴慧芬的
手说。

吴慧芬心里就咯噔一下，他终于要说
了。但刘海群突然不说了，闭上了眼睛。

不说她也知道，刘海群想见他的初恋。
那时候，刘海群还上高二。有一天，刘

海群一边骑车一边默背着英语单词，到校门
口时不小心蹭到了一个女孩。刘海群慌乱
地刹车，心中暗自懊恼。女孩主动回头说没
关系。女孩短发，白色上衣配着深色短裤，
显得那么清纯。刘海群觉得灵魂瞬间飞离
了身体，意识一片空白。女孩又莞尔一笑，
然后离去。刘海群呆呆地望着女孩走远，才
想起自己竟然忘了道歉。

刘海群立刻就喜欢上了那女孩。
刘海群就盼望着能再见到那女孩。向

她说一声对不起，然后就很自然地聊天，然
后相爱。刘海群期待着这样。

然而，再见到那女孩时，刘海群突然不
知所措起来，事先想好的台词一瞬间消失得
无影无踪。倒是女孩落落大方地向他点点
头。刘海群也木偶似的点了下头。等他想
起要和女孩说对不起时，女孩已经走开了。

以后，他们又在校园碰到过几次，每次
都是女孩主动点头招呼，他忙不迭地回应。
但仅仅是点头而已。

很多次，刘海群都想，再见到那女孩时，
一定主动问候，好好说上几句话。但每次一
见到那女孩，他就立刻紧张得浑身发抖，什
么也说不出来。

放寒假前，学校开联欢会。有女孩的节
目，诗朗诵，《再别康桥》。刘海群于是知道
了女孩叫何淑娴。刘海群觉得那是世界上
最动听的一个名字。

那个寒假，刘海群一直努力锻炼自己，
让自己胆大一些。下学期，一定要主动和何
淑娴说话，他暗下决心。

可是，开学后，他竟一直见不到何淑
娴。刘海群硬着头皮找人打听，说是她父亲
出车祸瘫痪在床，她的母亲早去世了，她只
好辍学照顾父亲了。

从此，刘海群再也没有见过何淑娴。但
她的清纯却永远刻在了刘海群的心里。

刘海群把这秘密深埋心底，和谁都不说。
可十年前他说过一次。那一次他醉得

不省人事。
吴慧芬后来反复试探过他，确信他什么

也不记得，就把这事也埋在了心里。
两年前刘海群又说过一次，同样是醉

后，同样是醒来就忘了。
但吴慧芬记住了。
吴慧芬看着被病魔折磨得变了形的丈

夫，很替他心疼。他终于没有在清醒时说出
那个名字，她很感慨。

她决定去寻找何淑娴，悄悄地，不让刘
海群知道。就托了刘海群的几个同学。

很快打听到了。居然在同一个城市，这
些年她一直靠卖菜谋生。

吴慧芬立刻赶到那个菜市场。她要带何
淑娴去看刘海群，了却刘海群的一个心愿。

菜市场很小，人也不多。吴慧芬迅速找了
一圈，没发现谁像想象中的何淑娴。倒是注意到
一个讨价还价正欢的卖菜女人。女人花白头发，
满脸憔悴，看不到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刘海群的同学说那人就是何淑娴。
怎么可能？她是那么苍老、普通。吴慧

芬紧绷的心突然轻松了。随即又感到悲哀，
替丈夫，也替曾经的何淑娴。

吴慧芬转身离开了。

遥远的初恋
徐全庆

丢了啥

尊重
温暖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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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薇）昨（4）日，正值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佳节。清晨7时
30分许，雨过天晴，乐山中心城区天空出现了巨大的双彩虹，仿佛“鹊桥”
横跨天际。一条颜色艳丽，一条较为暗淡。美景迎来不少晨起的市民驻足
观看、拍照，也在朋友圈引起广泛关注。

天空现双彩虹 唐晓燕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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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 管雅乐 记者 王倩 摄影报道）昨（4）
日，恰逢农历七夕节。当天上午，市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人来人往，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良辰吉日里完成领证
的“人生大事”。

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对新人在窗口前有序办理手续，
一旁还有几位新人正在耐心排队等待。新人们或身着白
裙西装，或穿着情侣装，手拿鲜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办理大厅内设置了“七夕”主题装饰背景墙，更添一
分喜庆的氛围感，吸引新人们纷纷在背景墙前合影纪念。

新人黄女士和王先生穿着印着领证日期的情侣装来
到婚姻登记处办理手续。“虽然领证的日子是特意选择在
七夕节，但跟她结婚的想法是‘蓄谋已久’了。”王先生笑
着说。

“未来只要身体健康就好。领证以后先过二人世界，
再慢慢迎接新身份的到来。”黄女士告诉记者，“俗话说，
找到了对的人，每天都是情人节，所以选择在七夕节领
证，让我俩的感情更有纪念意义。”

“很开心，也有点激动和紧张！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共
同努力，互相包容。”新人闵先生和程女士向记者表示。

“今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进行登记，上午半天已经为
40对新人办理了手续。”市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汤
太宇表示，每年七夕领证的新人数量稳定在80对到100
对之间，今年七夕全天预计将为80对新人办理领证业
务。汤太宇介绍，除了在婚姻登记处特别布置装饰背景
墙，为新人们增添仪式感和氛围感外，工作人员还向现场
的新人们发放了“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婚俗新风”倡议书，
向广大新人们宣传婚事简办、不攀比浪费、简约适度的文
明婚嫁新风尚，未来还将持续开展此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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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严俊铭摄影报道）昨（4）日是七夕节。一
大早，乐山中心城区的天空上便挂着一道彩虹，为七夕节增
添了不少浪漫气息。作为七夕节表达爱意的传统礼物——
玫瑰等鲜花的销售情况如何？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

昨日上午，记者在乐山中心城区多家鲜花销售店看
到，各种颜色的玫瑰成了鲜花店的主角。红玫瑰、碎冰蓝
玫瑰、香槟玫瑰等等，或单枝包装，或数十枝包装再搭配上
满天星，满屋飘香，让人充满了购买欲望。现场售卖、派送
订单、插花包装，花店的工作人员们忙个不停。

“这束花送到重百，这束花送到学府花园小区……”记
者在位于乐山城区滨河路88公寓附近的一家鲜花销售店
看到，店老板正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告诉店员送花地址，

“从早上就开始忙起来，到现在都还顾不上吃饭。”接过鲜
花后，店员则马不停蹄地把一束束玫瑰放在车上，赶紧给
客户送去。

“我们两三天前就在为七夕节的鲜花销售做准备了，
并提前开通了预定业务。”该店工作人员阚素琼告诉记者，
今天生意还不错，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有的送给妻子、有的
送给女朋友，还有的送给父母孩子。

记者在该店10余分钟的时间内，就有四五位市民前来
选购。“生活要有仪式感，今天这个节日必须要给老婆表示一
下。”市民熊先生带着孩子选购完一大束玫瑰后表示，每年七
夕节都会给妻子送玫瑰，不仅是表达爱意，更能为生活增加
不少情趣。

新人合影留念

鲜花店七夕氛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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