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位不大，
各色人等。G主任在我们这个只有三
十多个人的单位干了整整二十年的总
务主任，陪伴了五位一把手领导，熬白
了好几位觊觎总务主任这一职位的有
志者的头发，但他岿然不动，可谓“政
坛不倒翁”。有人曾戏谑地对他说：“G
主任的屁股与总务主任的宝座焊了电
焊，牢得狠！”G主任憨笑着说：“承蒙领
导厚爱，同志们信任。呵呵！”去年，G
主任终于光荣退休了，也算功德圆
满。很多人退休就退休了，最多是在
退休欢送会上说几句动情的话语暂时
打动一下人心，而G主任退休后还常
常被在职的员工提起，尤其是他在任
时说过的几句草根名言在单位还被我
们“盗用”。“俺已经退出江湖，但江湖
还有俺的传说”，用这句话来概括G主
任的退休生活还是比较恰当的。

G主任的学历并不高，但学历不代
表能力，文凭不代表水平。他好像天
生就是干总务主任的料，大到单位基
建工程的监管，小到人来客去，无需领
导明说，他总是做得妥妥帖帖。就拿
若干年前招待来客这一点来说，来什
么人，在什么饭店，喝什么酒，用什么
烟，要不要上大闸蟹，如果上大闸蟹是
什么规格，是全母，还是全公，抑或是
公母对半，他总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拿
捏得恰如其分。这一份功力既有先天
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历练。更绝的是
他的劝酒技艺令人回味无穷。酒过三
巡、菜过五味之际，G主任总是要敬酒
的，而敬酒总是有难度的，但G主任总
有他的“绝招”。他的第一杯酒一定是
敬酒桌上的最高领导，敬酒时一定是
恭恭敬敬地站着，身体微微前倾，右手
端着酒杯，左手在下边托着，笑容满面
地看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领导，这
一份虔诚足以温热领导那一颗冷漠的
心，于是领导也身不由己地站了起
来。待领导站稳了，G主任先是非常认
真地说：“感谢领导指导工作，我干杯，

您随意！”然后一仰脖子，一口酒便倒
进嘴里含着，接着将空酒杯对着酒桌
上的每一个人“巡游”一圈，以明诚意，
最后用左手食指指着鼓起来的腮帮
子，示意领导干杯。一般情况下，领导
也不好意思再拗了，只好干了。领导
干了杯，他把酒咽进肚子里后，也不忘
幽他一默：“随意不代表随便，谢谢领
导赏脸！”整个敬酒过程浑然天成、水
到渠成。我们也在一些酒局上套用过
他的“我干杯，你随意！”“随意不代表
随便！”这两句敬酒语录，也管点用，但
总是达不到他的那种效果。这就好比
一首流行歌曲，最好的是原唱，翻唱再
好也唱不出原唱的味道。

G主任自担任总务主任以来，一直
是单位的班子成员。班子成员在人事、
财务、评优、晋级等诸多事务的决策方
面有自己的话语权，有人凡事都要抢先
表明自己的观点，有人从来都是附和别
人的意见。前者会在不经意间得罪他
人，而后者会给员工留下老好人、没主
见的印象。只有G主任让人捉摸不透，
他有时候也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而
这些意见不会涉及到某个具体人的切
身利益。如果遇到涉及某个具体人的
切身利益的事情，领导让他表明观点的
时候，他也会用一句“经典名言”敷衍过
关。一次，班子成员为了某个同志的市
级表彰进行讨论时争论不下，领导只好
向他求援，希望G主任能理解他的意
图，发表一下意见。一直沉默的G主任
也不好再沉默，于是他干咳了一声，说：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那个就那个，不
那个就不那个。”他把“那个就那个，不
那个就不那个”说得就像绕口令一样，
逗得我们忍俊不禁。领导对他也生不

了气，一是他的资历够老，二是他的“那
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说得蛮有
意思的。领导接着问：“G主任，你说那
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我问你，那
究竟哪个就哪个，不哪个就不哪个呢？”
领导就是领导，脑筋急转弯转得够快
的，就来个追问。G主任并不着急，淡
淡地说了一句：“投票！”这是一个好办
法，但领导担心投票结果不符合自己的
意图。G主任给领导递了一个眼神，领
导自然心领神会。投票结果自然化作
了领导脸上的笑容——以一票险胜。
从此，“那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
在单位传开了，遇到一些事情要表明意
见时，大家也冷不丁地调侃一句“那个
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气氛一下子
就嗨了起来。有时G主任在场，他也咧
着嘴笑。

G主任既是学校的总务主任，也兼
任单位工会副职。他这个工会副主席
与总务主任一样干得风生水起、有滋
有味。工会经常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
动，开展活动少不了发布通知、制订方
案之类的文字工作。G主任在这方面
也是一把好手。关于活动通知他总会
把方方面面、等等一一考虑周全。通
知的最后总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未尽
事宜，另行通知。有人问他为什么写
上这一句，他的回答倒也干脆：“计划
不如变化，我给自己留一手。”还别说，
这一手留得好，还真的经常在活动时
间、活动项目、参加人员等方面出现变
动。于是，G主任的第二份通知《关于
开展XX活动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又新
鲜出炉。这个“通知的补充通知”我早
在十八年前就看到过了。

一个有意思的人，总会给人留下
特别的印象，即使他从某个岗位上退
休了，也会给在职的人留一份念想。
据说，G主任退休后，又被县城的某单
位返聘，也算是发挥余热。我想问的
是，G主任，您在新的工作环境里还是
这么有意思吗？

有意思的G主任
□ 卢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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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老爷子进入耄耋之年以后
仍然思维清晰，笔耕不辍，不断有精彩
的漫画佳作问世。作为当时漫坛最年
长的漫画老将，多少人问起：老爷子何
以如此健硕有成绩？他总是说：“……
我常常想起老家后院的那一口小水
井，那清凉甜美的井水，无论你如何去
汲用，总是源源不断，永不见少。我现
在虽已年迈，但我只要天天动脑用笔
坚持创作，虽是老井也不会干涸。”他
是把自己比作一口老井，担心井水被
挑水人疏远，出水量就会减少以至干
涸，他用小水井的涓涓水源勉励自己，
勤奋努力永葆艺术青春。

我记得那小水井，那可是我们儿
时的乐园。

小水井在后院，听说是爷爷奶奶
年轻时带人动手掏成的。小水井的确

很小，井口竟不及一个脸盆大小，当然
没有井台，井沿是用一块外方内圆的
石板做的。井虽小，可出水挺足，也清
澈干净，家里洗涮用水全在这小水井
里。我们几个小孩子用一个稍大点的
罐头盒配上铁丝做的把儿，再系上一
根长绳，就有了一个提水的吊桶。无
论我们提汲多少水，小水井里的水永
远那么多。我们争相为洗衣的婶婶不
停地供应用水，全然顾不得弄湿自己
的鞋袜，婶婶高兴，我们欢乐。

冬天从小水井里提上来的水，手伸

进去暖暖的。闷热的夏天，我们爱蹲下
身子朝井里张望，大喊一声，一阵凉快
的感觉顿时弥漫开来。水面上自己做
出的鬼脸怪相，会被湿漉漉的井壁上落
下的水滴“嘀哒”一声砸得支离破碎，无
影无踪。那晃动的水面真有趣极了。

大人们会拿一根木棍横在井口，
用篮子把买来的西瓜吊在井中去掉暑
气，再取上来吃的西瓜可是“冰镇”过
的，那甜津津、凉丝丝的享受，我们都
能啃透瓜皮，多美！没吃完的饭菜吊
在小水井里就是放进了一个天然大冰
箱，那时节谁家有冰箱啊！

随着城市建设，老家的房子早就
拆除没有了，后院那小水井也被填埋
消失了。可在我的记忆里，仍然有那
小水井，有那用不完的清澈的水，有那
儿时的欢乐。

记忆里的小水井
□ 陈景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装
还是时髦的。朱国祥就送我
一套，这是很令人激动的事。

朱国祥是我的发小，从小
学到高中都在一起玩。学骑
自行年，游泳，打鸟，钓鱼，甚
至也学会了抽烟喝酒。他长
得有点像外国人，除了眼珠发
蓝，鼻子还特别大，我们都叫
他朱大鼻子。据说他有八分
之一俄罗斯血统。

朱大鼻子高中毕业后下
放到高邮东风公社，后来应征
入伍当了基建工程兵，地点在
东北辽阳。这套军装是他当
兵后的前两年硬节省下来送
我的。我那时刚上大学二年
级，放假回家，朱大鼻子也回
乡探亲，我们坐在京杭大运河
边，看旭日初升，看风帆疾驰，
畅谈当兵和上学的心得，憧憬
美好的未来。他告诉我，部队
生活很严格、辛苦，但很有规
律，也很充实；他业余正在学
习作词作曲。临别时，他从军
用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报纸
包的东西，说，送给你，这是一
套军装，我知道你有当兵情
结。我说，你自己不穿吗？他
说，部队每年都要发放的，我
省着穿应该可以。我很高兴
地收下了。那个年代，军装是
最好的时装。我收下了朱同
学赠送的珍贵大礼。

朱国祥送我的军装是战
士服。上装只有上口袋，没有
下口袋；裤子特别宽大。我穿
上军装很兴奋，基本上还算合
适，只是裤子又肥又大。那个
年代，大军裤是时尚的亮色。
我终于也穿上了军装，似乎半
圆了当兵的梦。我在读高中
时曾参加过空军招飞，体检合
格了，政审未通过。后来上了
大学，和当兵的机遇就失之交
臂了。现在，我也穿上了军
装，既不失时尚，又仿佛有了
当兵的感觉。对着镜子看自
己，的确很精神。

回到学校里，同寝室的同
学个个羡慕。有人甚至要向
我借穿几天，过把瘾。那时
候，我们对部队是有很浓的情
结的。记得大学军训结束时，

我们送别南京军区69师的教
官，全体同学都流下了不舍的
眼泪。1979年刚打完对越自
卫反击战，军旅歌曲在校园内
盛行。我整天地穿着这套军
装，脏了，洗一洗，又穿起来。
上大学的后两年，我基本上是
穿着军装度过的。

谈恋爱了，有一次女朋友
来看我。那时经济条件差，没
钱买一套新衣裳，我就穿着这
身军装陪女朋友逛商店、看景
点。别人以为我是一名退伍
军人。有一天正在看风景，突
然飘起雨来，女朋友有点着
慌。我像变戏法似的从大军
裤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叠的小
红伞来，女朋友很是欣喜。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雨天使
用的基本上是大黄油布伞，讲
究时髦的也只是刚流行的黑
尼龙伞，我却拿出一把可以折
叠的小红伞来，确实有点意
外。这小红伞是我特意买的，
那时候价值十几块钱，算是比
较贵的。老人说，谈恋爱是不
能送伞的，伞和“散”字谐音，
不吉祥。我因为觉得这小红
伞太时尚了，管不了那么多，
就下决心买下了，想不到立即
派上了用场。当然，还是要感
谢那条大军裤，放一把小伞竟
然看不出来。

后来，回家乡参加工作
了。站在讲台上授课，感到穿
一身军装有点“冒”，不太合
适，就将上装和下装分开来
穿。一直到结婚，这套军装都
是我的主打服装。它是我青
年阶段的难忘记忆，甚至充满
着我对绿色军营的向往。

朱国祥后来也复员回到
家乡工作，经历了就业、下岗、
创业，成为比较成功的商人，
成为知名的作曲家。我们仍
经常相聚在一起，为了那套军
服，我总是认真地敬他一杯小
酒。

一套军装
□ 王俊坤

过完新年，就虚岁三十了。三十
岁，是个不痛不痒的年纪。丰子恺先
生说：当年岁开始冠用“三十”两个字
时，觉得好像头上张了一把薄绸的阳
伞。而我的三十岁，似乎还有着十几
岁的好奇，二十几岁的冲劲。不管不
顾，时间却已迫不及待地拉着我走进
另一个故事里。

三十岁的年纪，没了要“长尾巴”
的恐惧。关于“长尾巴”，小时候不懂，
真的觉得每长一岁就会长出点尾巴，
加上我是属猴的，每每在夜晚总会捂
着屁股，念叨着千万别真的长尾巴。
后来才知道，“长尾巴”是过生日的意
思，也是期盼长大的意思。以前的人
们总喜欢开玩笑，有些玩笑成了小孩
子的梦魇，但是现在，开玩笑的人越来
越少，人们都忙得忘记了年岁。

三十岁的年纪，生活教会了体悟
生活的本领。住在鸽子笼似的商品房
里，朝阳的房间，冬日暖暖。阳光透过
窗纱，大红的喜字，大红的被褥，让房
间愈发红火。抬头看天，闭眼听歌，可
以独坐一整天。越长大，越发安静。
除了小区里飘荡的电钻声，听不到其
他热闹。寒假里，不用上班，不用完成

人情世故，甚至也不用做家务，过个
年，落得个清闲。唯有“抓紧”两字，意
味深长，一听，便觉得时间要将我拉走
得更快些。

三十岁的年纪，更喜欢宅在图书
馆，无忧无虑地与先贤对话。偶尔，羡
慕起坐在身旁看书的穿着校服的男生
和女生。他们并排坐着，桌上摆放着
好几本习题，两个人不说一句话，只全
神贯注地做题。这让我想起那个国庆
节不回家，在图书馆抱着一摞书写论
文的自己。每过一个年岁，总会留下
些什么在骨子里。

三十岁的年纪，在应酬里感知年
岁更替的从容。起身，敬酒，在觥筹交
错中，时间将食物抽丝剥茧呈现在食
客面前，同时也拿走我们的时间作为
交换。交谈的人都年长于我，在他们
所经历的年月里，我还不觅踪迹。我
喜欢听那么像故事的事实。也曾试图
去记录那个我感兴趣的沉重的历史与

荒野，却发现没有那么大的张力，只得
臣服于时间，做个光影幕布下的看客。

三十岁的年纪，没有人可以改
变。日记撕与不撕，时间依旧站在风
野里，看人间逍遥。每当听到“这种
事情我经历的多了”，总会放下手中
的活儿，仔细倾听起来。经历就像乘
一列观光车，每个经历都需要一张车
票做凭证，而这车票的预定就是时
间。人们总没有耐心去相同的地方
数次，同样，经历也是如此。经历同
一种经历数次，想必是有了经验。经
验是用宝贵的时间换来的，只有感知
了时间的人，才会聪明地将经历换算
成经验，不然，再多的经历，也只是经
历。三十岁，开始喜欢听琐碎的事
情，家里长短，几个女人谈论起来，可
以将经历弹奏成风生水起的经验。
我竖起耳朵听着，一箩筐地将种种经
验记在生活的簿上。在这本簿上，可
以读到生子的苦乐，可以辩出人心与
人情味。

三十岁的年纪，三十而立。“立”是
会意字，表示站立。在三十岁的尘埃
里，站立着想一些事情，想通了，想得
高兴起来了，遂记之。

三十而立
□ 钱加玲

我多想要你一个暖暖的
拥抱

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
也足以让我心花怒放
为自己感到无比骄傲

我多想要你一个甜甜的
微笑

哪怕只是你回眸的一霎
我的眼睛里就已泪水婆娑
感动着你我曾经拥有的

美好

不再悲叹韶华的远去
走过的青春岁月里

已安放着我们共同的自豪
不再伤感生活的不如意
得失取舍才是人生永恒

的色调

余生，让我继续跟着你的
脚步

陪着你，慢慢变老
然后，再寻一方静净之所
一起享受生活的自在逍遥

我多想
□ 王少同

那一株火红的桃花
竟然开放在野外的小径旁
掀开窗帘
我的心灵不再寂寞

散步在小径上，见你轻轻
点头

我便拥有了多彩的三月
这样的诗意
融进了我整个的身心

我曾半掩着门扉凝视过你
你比三月似乎来得更早

一些
我思绪中的三月
竟是如此灿丽
我心泉里的三月

清流奔涌着融融的暖意

就让目光投放在绿野之
上吧

借着小径上传来的清风
聆听你的呼吸，欣赏你的

甜畅

我就这样注视着你
一直注视着你
你比十里春风还要温暖
一直开在我的心上

三月，那株桃花
□ 陈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