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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刘去找局长，局长正在办公室
阅文件。

局长说，有事吗？坐。
大刘说，有，当然有。
局长和颜悦色，公事还是私事？

说吧，我听着。
大刘去关局长的门。
局长一惊，关门干嘛？不关。
大刘说，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来

了。
局长笑一笑，不关门，开着，开

着好。
大刘退回座位，望着局长，嘴巴

好像张不开。
局长说，紧张个啥，平常都不这

样的，讲吧。
大刘的眼睛朝外望着，口里说，

还是把门关上吧。
局长说，关门干嘛，有什么事快

说吧。
大刘的眼睛还是朝外望着，果然

外面有人来回走动，可能是来找局长
的。

大刘显得有点不自在，恳请局
长，还是把门关了说吧，不然我说不
出来。

局长见大刘这样磨磨蹭蹭的，
有点不悦，你究竟是来找我干什
么？又不直接说，要把门关了说，
你啊。

大刘的眼睛还是朝门外望着，脸
上相当紧张，我真的不能把门开着
说，我现在说不出来了。我……

局长很纳闷，你究竟有什么
话，说啊，等会我要去开会了，快
说吧。

当真外面有人来找局长了，老是
在门外走来走去，眼睛不时朝局长
看，也朝大刘看。大刘还是想去关
门，起身要去关门。

局长说，不关门，有什么事怕说
的，还去关门呢？说呗，快一点。

大刘就对局长说，我不说了，等
你把事情忙完了，我再来找你。

局长摇摇头，好吧，真是的，你
耽误了这么一会时间，说都说了。

大刘苦笑着走出局长的门，一溜
烟闪了。

又一天，大刘见局长办公室的门
开着，而外面站着人。

大刘也随外面的人一样，站着

等。
里面的人还在和局长说话。
外面的人还说，已经进去好一会

了。
过了一会，里面的人出来了，大

刘不认识，外面等着的人，就进去了
一个。大刘见今天这么多人，好像在
医院挂专家门诊似的，就不想等了，
一晃离开了。

又一次，大刘见局长办公室的门
开着，里面没有人，就又进去了。局
长见是他，很热情地叫他坐，大刘说
不坐，就想去关门。

局长说，关门干嘛，你上次不是
有事吗，就直接说吧。

大刘的目光朝外瞄，见没有人，
对局长说，我真的要关门说，不关门
说不出来。

局长点点头，好吧，破一个例，
你去关门。

大刘就去关了门。关好门了，大
刘的一只手朝口袋摸索着，朝局长身
边走过来。

局长好像意识什么了，吃了一
惊。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了，很急的
声音，是在叫局长的名字。

大刘也是一惊一乍，他的手缩进
去了。

局长对大刘说，快，你去开门，
来人了！

大刘去开门，进来的是办公室的
干事，他对局长说，您的老领导来
了。果真外面来了一行人，前面的高
个子是县纪委王书记，局长连忙起身
迎上去，大刘乘机离开了。

大刘心想：真是巧了。
晚上回家，老婆不耐烦地问大

刘，你把东西送出去了吗？
大刘摇摇头，算啦，没机会，真

的是没机会。
老婆叹口气，你是局长身边的

人，怎没机会？你怎么搞
的，还没把东西送出去
吗？你不要求进步吗？

大刘一脸苦相，喃
喃自语：局长好像知道
我的意思了。算啦，算
啦，不把心思花这上
面了！

在灯光下我看了正面，又看了反面。没
错，是一张假币！

我确信这张假币就是那个长发女孩给我
的。现在，顾客大都是微信转账，一天也收不
到多少现金，只有她给过我一百元钱现金。

晚饭后，我无精打采地出了门，心里添
堵，想去江边走走。

我垂头丧气地站在江边，心情就像江水泛
起的涟漪。恍惚中，我看江面涌出了那个长发
的女孩，她在“咯咯”地笑我是个傻老帽。一
会儿又浮现了妻子的画面，一向强势的她怒气
冲冲地指着我脑门说：“笨蛋，一个大男人竟
然被一个小女孩给耍了，丢不丢人啊！”我气
愤地想把假币撕得粉碎，随风扔到河里，让它
见鬼去吧！但转念一想，我凭什么受这个窝囊
气？不行，我得把这种窝囊气转移给他人。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最合适的下家。
在离家不远的胡同里。夜色很晚，但那个

卖瓜子的老人还没收摊。
昏暗的路灯光晕下，我仔细地打量着他：

帽子上落满了一层灰尘，一张饱经风霜的脸，
刻满着皱纹。老人慈眉善目，有些像我爷爷，
我动了些恻隐之心。但马上就横下心来，我必
须大胆地下手，想成大事就不能优柔寡断。我
决定买 20 元钱的瓜子。

从老人称瓜子开始，我就采取了干扰战
术。

“大爷，来这个城市几年了？”
“一年多了。”
我拿出假钱的同时，便与其攀谈起来。
“听你的口音是北面人吧！”
老人接过钱，并没太仔细看，就塞进了

围裙兜里。我不禁窃喜。
“是啊，是黑龙江的。”他一边在找零

钱，一边回答着。
“你们那雪很大吧！”
“大，雪可厚了。哪像你们这儿，根本

不叫冬天。”老人来了兴致，左手拿着钱，
右手比划着雪的厚度。

“冬天，我们那全是冰雪。”他微笑着
把钱递给了我。我大功告成了！

老人在点钱时，我也跟他默默地数着，
觉得好像少给了十元钱。我顾不得太多，提
着瓜子如释重负与老人道声再见。

老人乐呵呵地向我摆手。他为这么晚还
有生意而高兴。做贼心虚的我，火速逃离。

到家后，我把瓜子放到妻子面前，近乎于
得意洋洋地说：“给你买的瓜子。”妻子问：“是
在胡同里那个老人那买的吗？”

我点了点头。妻子说：“那老人真不容

易，儿子赌博欠了不少外债，现在不知去
向，背井离乡做点小买卖给儿子还债。”

我的心像被针刺痛了一下。妻子接着
说，为了省点房租，他在泰山小区租了个车
库，冬天多冷啊！挺可怜的。我每天上班路
过胡同时，他都与我打招呼。”

听罢，我的心酸酸的。
第二天，整整一天时间，我都心神不定

如坐针毡，我对昨晚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愧疚
和自责。

下班回到家，妻子在做饭，她一边炒菜
一边对我说：“今早，那个卖瓜子的老人，
在摊位上竖了个硬纸板，上面歪歪扭扭地写
着要找昨晚买瓜子的小伙子，听他讲述的时
间和人的模样，怎么像你？”

我一听心里发了毛，腿有些发抖，像微
风中摇摆的树叶。我的脸立刻变
红了，“找我干嘛，我又不是没
给他钱。买东西的人多了去，凭
什么是我？”

妻子听完捏了一把我的脸
大笑起来，“看你个小心眼的
样，这些年一点都没变。老人
说，他少找给那小伙十元
钱……”

初冬的雨淅淅沥沥，飘飘洒洒，像
雨雾洒落在人脸上，有些许的冷。

下班后，我骑着电动车急急往家
赶，因头天晚上忘记充电了，电动车电
量明显不足，车速渐渐慢了下来。骑到
一座人行天桥跟前，三十几度的长坡，
我的电动车载着我百多斤的身体已不能
爬上去了。于是，我只好下车使劲推着
车子走上坡。

衣服渐渐被淋湿，脸上的雨水几乎
让我睁不开眼。我只顾往坡顶处推着笨
重的电动车前行，来不及抹去脸上的水
珠。

好不容易上到坡顶，接着就是下坡
了，我右腿往后一蹬，准备骑上车子。
就在这时，我的右腿脚跟碰到了一个
人，他“哎哟”一声蹲在了地上。那是
个中年男人，我这一抬腿，刚好踢到了
他的裆部。

我心想，“这下惹祸了。”于是，
我赶紧支上电动车支架，想扶他一把。

等我支好了车子回过头来，还没

来得及说声抱歉，那个人已踉踉跄
跄地消失在并不算人多的过往行人
中了。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直纳
闷：他咋转身往回走了呢？是不是被
我一脚踢懵了？我只好冲着他远去的
背影大声对他说：“实在对不起啊，
师傅，我不小心踢到你了。”

这时，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撑着雨
伞，笑着对我说，“你还说对不起？
他已经跟你好长一段了，说对不起的
应该是他。”

我睁大了眼睛，那妇女见我有些
呆萌，便解释说：“那
是个小偷，他正在扒你
的钱包，不想你功夫不
错，一脚就被你踢蹲
下了。”

原来如此啊！我
摸了摸口袋，钱包
还在，我长长地
嘘了一口气。

门
□李国新

原来如此
□李柯漂

一张假币
□王维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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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朋友跃
民的女友兰花打来的电话。兰花的语气显得很
着急。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跃民和别人打
架被派出所抓去了。我当下心里一惊，暗自
想:跃民打架？应该不会呀！从小到大都没见
过跃民打过架。我忍不住在电话里笑着说:
“跃民还能和别人打架，你这笑话编得一点都
不好笑哦。”

电话那头传来了兰花的哭声。我这才意识
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即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请了假后就马不停蹄地去了派出所。

一进派出所大门，我就碰见了两眼通红，
哭得像个泪人的兰花。兰花一见我，一边哭，
嘴里一边念叨说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呀。”

我劝住了兰花的哭声，焦急地问她，跃民
和谁打架？打得严不严重？跃民为啥事打别
人？

兰花擦了擦眼泪，就给我讲起了事情经
过。

兰花和跃民为了下周的婚礼提前在做准
备。刚才他们在一家店里看上了一床毛毯，正
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正巧碰见了在店里闲逛的
樊东军。樊东军见自己的前女友兰花也在店
里，就故意上前搭话。兰花并未理睬樊东军，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挽着男友跃民的胳膊走出
了店。

谁知樊东军像一贴狗皮膏药一样跟在他们
的身后，甩也甩不掉。兰花气急败坏地扭着头
用眼瞪着樊东军。樊东军嬉皮笑脸地说，让兰

花原谅他，让兰花重新回到他的身边。跃民
一听这话就不干了，立马停住了脚步，与之
理论。正所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呀。跃民气得满脸通红，樊东军却是一脸洋
洋得意，满面春风的表情。兰花万般无奈，
就对樊东军破口大骂了起来。樊东军继续不
依不饶对兰花纠缠。跃民一把就把樊东军推
了个仰面朝天。

兰花指着还未从地上爬起来的樊东军
说:“你不要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既然
放弃了你，选择了跃民，我就会和跃民过一
辈子。顺便给你说一声，我和跃民下周末结
婚。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

樊东军一听这话，就胡搅蛮缠，更加肆
无忌惮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樊东军竟
然提出了让跃民拿出 5 万元钱给他，否则
就让兰花和跃民结不成这个婚。

跃民虽然文弱，但他立即就对这种不平
等条约进行反驳和拒绝。并厉声地说，为啥
要给你 5 万元钱？

樊东军这时却假装一本正经，义正言辞
地对兰花和跃民说:“这年头啥事都要讲个
规矩，讲个先来后到。店面转让都有转让
费，厂房设备转让也有转让费，就连技术转
让也有转让费，所以这 5 万元钱就是转让
女友的转让费。”

兰花气得浑身哆嗦，脸色发青。跃民听
完樊东军的话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地把
樊东军叫到了自己的身旁。

跃民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樊东军的脸

上。樊东军没有料想到跃民会打他。于是，
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跃民更像是一头凶狠
的狮子一样，对樊东军拳打脚踢，索性骑在
樊东军的身上打。直到警察来了，跃民才停
住了手。

我听完兰花的讲述，忍不住大笑了起
来。兰花一脸诧异对我说:“你这个，都火
烧眉毛，你还笑得出口?”

我清了清嗓子对兰花说:“这种人可
气，该打。”

兰花白了一眼我说:“先救跃民吧。”
我们一同走进派出所办公室，跃民双手

抱头蹲在墙角，一个年轻的警察正给跃民讲
打架斗殴的危害性。

由于樊东军只受了一点皮肉之伤，我们
很快就把跃民保了出来。

跃民很气愤，一路上都愤愤不平。他说
以后见樊东军一次就打他一次，替他的父母
管教管教。我说，他的病在心里，你就算是
打他若干回都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我又笑
着对跃民说:“君子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
步海阔天空呀。”

跃民望着我重重地叹了一口
气说 :“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呀。”

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
和随处可见的高楼大厦，我的
心莫名地变得沉重了起来。

无奇不有
□张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