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时光·走笔
■ 龙艳荣

老刘
我与老刘是在他的愧疚中相识，老刘
与我是在我的愧疚中相别。
老刘是我们小区的第三个门卫，前两
个嫌工资低经常怠工， 最后索性都不做
了。 老刘倒是能耐，一个人白班夜班都接
了下来，一个月两千，也干得欢天喜地。也
许是年纪大了，再加上日夜轮轴转，才上
了两天班老刘就犯了迷糊。
有一天天刚黑，我下班开车回家，远远
地就按了喇叭， 小区门口的伸缩门半天也
没动静，我又连续按了几声，门才缓缓地拉
开。 车头刚开进大门时，那伸缩门突然又返
了回来， 我急忙朝门卫室大喊：“师傅，反
了，反了，方向按反了。 ”谁知道这一喊反而
像是助威，我还没来得及倒车，那伸缩门哐
当一声撞在了车头上， 顿了一会儿才醒了

■ 裴海波

跑过寒冬
脱下军装一年了，摸爬滚打、斗暑战
寒的岁月随风而去。 走出营门，那么一股
激情、一种精气神还在吗？ 每当一个人的
时候，我不禁自问。
长跑（越野奔袭）是军人最基本的常
规训练课目， 也是最能检验军人耐力、意
志、决心的“磨刀石”“炼钢炉”“火焰山”，
能否脱胎换骨、 浴火重生融入钢铁洪流，
靠的是顶住扛起、坚持到底的信念。 不经
一番苦累煎熬、冲破极限，是很难“跟上队

■ 李方富

怀想好兄弟周宣兵
岁岁清明，又是清明，这是好兄弟周
宣兵走后的第二个清明节。
前些日子， 只要有人提起周宣兵，我
的心都会痛，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只因他
走得太早，走得太过匆忙，年仅 ５８ 岁就提
前燃尽了他的生命之火。
我和周宣兵是 １９８１ 年“
五一”劳动节
相识的，我当时在毛李工商所负责中心集
贸市场的市场管理费收缴任务，周宣兵在

■ 吴志荣
油灯的变迁（１ ）

油灯
铁制的油灯，我们见过许多，而且也
点过，那是奶奶房间、妈妈房间的“长命
灯”，至少是民国以前的物件。似乎从唐宋
元明到民国，油灯没有多少进步。 在我们
见过的时代有两种：一种非常简单，浅浅
的小灯碗，加一个小把手；另一种稍微复
杂点，有底座和支架，上面才是灯碗，保持
了“
豆”的基本结构。后一种也就是齐白石
和一些画家喜欢画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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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似的跑开了。 老刘从门卫室的窗口里探
出头来，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右手举在额前，
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看老刘铁青的
脸，嘴边的话也说不出口了。 回到家我余怒
不减，先生听完笑笑说：
“
算了，六十好几的
老头儿跟你说对不起，受不住。 ”平静下来
细细想想，先生说的也算在理，都是有父母
的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父母给人赔不是。
先生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 忙拉着我说：
“
我陪你去给老刘道个歉吧，刚才说话语气
那么重，老人家心里不好想。 ”老刘向我道
歉，我也得向老刘道歉，这一去一来，我们
就这样彼此熟悉了起来。
从老刘的话语里我得知他早年当过
兵，转业回来镇上当了统战委员，和镇长
的女儿恋爱， 遭到了女方家长的反对，被
迫分开之后那姑娘投河死了， 他没死成，
但是工作丢了。 后来，几经辗转老刘做了
电工，晚上给人放电影，
“拉银幕、扯电线、
上胶片， 冬天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夏
天从八点放映到夜里十一点，村子里跟过
年似的，我们可受欢迎啦。”老刘讲到这里
时很兴奋，这大概是他记忆中最温暖的一
抹色调，之后的人生用他的话说真是“苦

日子到不了头咯”。 放电影时老刘认识了
个姑娘结了婚，后来又离了婚，老刘没细
说我也没问，离婚后他就一个人过了大半
辈子。 我抬头看老刘，头上一丝黑头发都
没有，是真的老了。
从那之后， 老刘对我们一家十分热
情，每次经过门卫室老刘都会笑眯眯地打
招呼。 有一次和他闲聊时抱怨住在一楼的
诸多不便，尤其是午间休息总有人在窗户
外大声讲话，吵得人无法入睡。 没想到第
二天中午窗外就鸦雀无声了，我笑着问老
刘施了什么法。“我让他们以后想聊天了
就来我这儿，我给他们提供场地，好烟好
茶伺候。 ” 没想到老刘也有这么幽默机智
的一面。
老刘格外喜欢小孩，小区里的孩子也
喜欢刘爷爷，门卫室的抽屉里除了烟还有
许多零食，他看到小孩就蹲下来变戏法似
的摊开手掌， 左手一颗糖果右手一袋饼
干，引得孩子们纷纷围着他。
有一天，老刘见到我支支吾吾，搓着
手面露难色， 我细看他比先前瘦了一大
圈，眼泡肿得老高，人更憔悴了，吃惊地
问：
“
老刘，有什么事吗？ ”

“能借我一千块钱吗？ 工资一发我就
还上。”老刘像不肯出窝的雏雀儿，半天才
挤出这两句话来，显然是经过了长久的思
想斗争。
“我身上只有五百块， 您先拿着救
急。”我把钱递到他手里，他皱皱巴巴地脸
上拧出了一丝笑容，又向我作了个揖。
过了十来天， 门卫室里围了一群人，
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拨
弄着手机。 隔壁邻居说，老刘上周被大货
车给撞死了， 他儿子来要他上个月的工
资。邻居还说，老刘的儿子常年不务正业，
靠着老刘赚的那点钱过日子，前段时间赌
博输了一万多，逼着老刘四处借钱，老刘
几夜没睡，过马路时没注意被迎面来的大
货车挂倒了，当场死亡。
我真后悔当初应该取出一千块借给
他，也许他只差那一千块就凑足了，那样
他会舒一口气，缓一缓神，也不至于在过
马路时遭遇了车祸。
几年来，每每想起老刘，心都像被刺
扎得生疼，明明是他借了我的钱，我却总
觉得欠了他什么，愧疚得厉害。

伍、跑在前列”的，这是心语。
军营内外，春夏秋冬，千百次的长跑、
千百次的锤炼， 体会了身心的苦尽甘来、
养成了铁打的自律习惯、领略了生活的奔
腾向前。奔跑在田野上、在路灯下、在黄昏
中、在黎明时，奔跑一直在路上……
１２ 年求学，１６ 年军旅，那个青涩书生
跑过酷热、跑过寒冬，经受考验，进入人生
的中年。
紧张的军旅生活成为
“历史钩沉”，如
实说，地方生活节奏已经慢下来，但火热
的激情未熄灭，一种精神图腾的东西在呼
唤自己。
作家村上春树年过半百，仍在坚持长
跑。向榜样学习，无论生活的前方是什么，
我将坚持跑下去，用心寻找另一个自我。
时下，寒冬到来、春节将至，孕育着新
一年的希望。

我们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庭的责
任、对工作的期许，路在脚下，要认真地走
下去、坚定地跑下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锻炼是一生的功课，跑过寒冬，去欣赏春
暖花开。
跑过寒冬，其运动本身的意义值得回
味，其精神层面的意义值得咀嚼——
—超越
自我，向着更好的自己进发。
跑过寒冬，对于我、你、他而言，不是
为了证明什么
“英雄气”，而是为了思考生
活的意义，为了奔赴生命的约定，为了眺
望冬日的阳光……
跑过寒冬，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拥抱生
活的交代——
—跑过寒冬，致敬军旅；跑过
寒冬，强健体魄；跑过寒冬，锤炼意志；跑
过寒冬，砥砺信念；跑过寒冬，踏平坎坷。
岁月不老，青春常青。坚定的火，点燃
前行路上的灯；坚定的灯，照亮我们可能

会暗淡的心；坚定的心，引导我们坚定地
跑下去，致敬，跑过寒冬的你！

毛李工商所负责“
六管一打”工作，兼管毛
李集贸市场的社会治安和贩运鲜鱼的情
况。打那以后，我和他在管乡、管线等方面
互相配合， 工作上我成了他忠实的部下，
生活方面， 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我
成了他亲密无间的好兄弟。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原荆门县工商局毛李
工商所安排周宣兵和我一同到恩施、来凤
等地区调查一起违法案件。周宣兵接到任
务后，二话没说，星期天也顾不上休息，收
拾行李后踏上了去宜昌的火车。第一站到
恩施林业局调查取证，紧接着又到来凤县
取证调查。 当年没有通客车，几十里的盘
山路全部靠两条腿徒步行走，有时一走几
个小时都找不到一个问路的人。长长的土
石碴路，凉鞋磨穿了，脚被磨破了，饿了买
一个馍充饥，干了一瓶汽水解渴。 经过 １０

天的艰辛努力，我们取证调查材料完成后
才松了口气。
曾记得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的某天，毛李工
商所一职工家属种有三亩地的口粮田，当
天上午天气晴朗， 家属将 ４０００ 多斤稻谷
晒满了禾场。 下午 ５ 时许，突然大风大雨
袭来， 眼看禾场的稻谷就要被雨水冲走。
周宣兵正好在下乡回所的路上， 遇见此
状，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抢收稻谷。 经过
半小时的紧张奋战， 稻谷被抢收进屋，可
他的衣服全部被雨水淋湿了。 第二天，他
患上了感冒，同事得知后，买了药物和营
养品来看望他，却被他谢绝了。 此类事情
可谓举不胜举。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毛李镇江新村的个体
户李某从事的烟酒副食生意不景气，想买
一台手扶拖拉机，为当地农民春耕生产整

田用。可是他一无资金，二是贷款无门，怎
么办？ 李某成天愁眉苦脸，急得连觉都睡
不着。 李某把这情况告诉我后，我也是心
有余力不足，在无奈之下，又将此事告知
了当时管片的周宣兵。 他不加思索，直奔
农业银行，用自己每月的工资作担保贷款
４０００ 元，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
２００１ 年周宣兵在市工商局办公室工
作时，听到沙洋基层干部职工对他战友提
了不少意见， 主要反映生活接待大手大
脚，组织纪律涣散，工作漂浮等。于是周宣
兵将战友叫来办公室与他谈心交流，并送
给战友
“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十
二个字。 周宣兵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他严格要求他人，但更无情面的解剖
自己，这也许是他一生的写照。

“小老鼠，上灯
小时候常唱一首儿歌：
台，偷油吃，下不来，请求猫大哥背下来
……”那种油灯，直到五六十年代，许多农
家百姓都还有，只是没人舍得用植物油把
它点燃放亮。 那时候，家庭主妇们炒菜都
舍不得往锅里倒油，而是用筷子或鸡毛尖
往油瓶里沾点再蘸到锅里。 更有甚者，怕
干燥的筷子和鸡毛尖吸油，所以蘸前先蘸
点水，这结果就出现了油瓶里的油越用越
多的现象——
—这当然只是乡间讽刺那些
过日子特别仔细的人，我虽然没有亲眼见
到，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吃油少，却是众
所周知的事实。即使是相对优越的城镇居
民，每月每人供应几两油，也同样舍不得
吃。 如此情况之下，更是当然舍不得用来
点灯。
据我个人所知，在用电灯之前，乡间

照明使用的大都是煤油灯。煤油灯是什么
时代替代豆油灯的，我没能考证，只知道
２０ 世纪的上半叶是煤油灯和豆油灯、菜
籽油灯并存。那时煤油灯的煤油一是计划
供应，二是老百姓叫“洋油”，人们有洋油
就点洋油，没有洋油就点菜油（北方人点
豆油）。 到了上世纪 ５０ 年代，豆油也成了
稀罕物， 南方点菜油就只能靠自产自榨
了。 后来，日益金贵，煤油虽不能满足供
应，却独自把照明的任务承担起来了。
煤油灯的样式有几种，但结构基本相
同：一个盛煤油的瓶子，加上一个灯头。灯
头一般需要购买，因为一般人自己制作不
了。 但那工艺也很简单，无非是先用薄铁
皮卷成一个像筷子那么粗的小铁筒，再剪
一个比瓶子口略大一些的圆铁片，在这圆
铁片中钻一个洞， 然后把小铁筒穿在洞

里，焊住，就完成了。 所以，以 １９６４ 年为
例，价格只有五分钱。 一个墨水瓶加一个
五分钱的头，就是一盏煤油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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