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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美垂着头，眼睛一直盯着有了一道裂缝的手
机屏幕，连同事悄悄站在她身边都没发觉。

来到这个城市三年了，换了五份工作，周小美越来
越觉得像干涸的鱼，喘不上气。在找第五份工作时，她
认识了季平。

和他一样，季平没什么学历，没什么特长，没什么
背景，只是凭着一股子勇气，从小镇逃离到大都市。谁
知，打工的日子并不如电视剧里演的那么色香味俱佳，
而是苦涩多于甜蜜。人生的味蕾在经历了一波一波的
挫败之后，开始变得麻木，他们都不再相信出人头地，
但又无法再坐上回乡的列车。出来时，扛的是简单的
行李，可再回去，扛的却是失败二字。最大的用处是成
为乡里人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有时，人更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机遇，经验可以学
习，季平对周小美这样说。

周小美觉得季平说了她心里最想说，又无法说出
来的话。

不过，人生就怕“但是”二字，季平的机遇来了。本
来，季平觉得这辈子都无法出位的人生，可能因了自己
的名字，季平——际遇平平。

谁知，下一秒这际遇来得排山倒海。季平在拜访
客户的时候，公司老板竟然是他认识的老乡。

多年未见，老乡除了发迹，也发福，大腹便便，油光
满面，可不变的，是那一口乡音。

听说季平还在小公司跑业务，老乡迟疑着委婉地
问了目前的工资待遇，才一口笃定地让季平跳槽到他
这里。老乡原是觉得季平比他小不了多少，还愿意在
一家小公司跑业务，肯定是待遇不错，既然不是，那么
还不如给老乡创造个机会。

季 平 回 家 想 了 半 天 ，分 析 了 利 弊 ：他 目 前 的 公
司虽说不大，但老板为人正直热心，对他也算不错，
工 资 待 遇 是 不 高，但 是 业 务 相 对 稳 定、熟 悉 —— 只
是大概再做三年五年，倘若依然如此，饿不死，也吃
不饱，买不了房，开不上车，也无法考虑人生大事。
去老乡那里呢，公司大，但业务不熟练，对老乡的了
解 也 不 算 多，万 一 干 不 好，连 这 点 乡 亲 情 分 恐 怕 都
没有了……

季平暗自撇嘴摇头，关灯，躺下，睡去。第二天一
早，去公司递了辞职信……

来到老乡公司还是做业务，季平明白，老乡看重
的是他的资源。此时，周小美已经先于季平来这公司
一个月了，过了试用期。也是做业务，也是住宿舍，也
是单身，也正好和季平分在了一组。

季平很照顾周小美，他想，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
不容易。周小美之前找的工作，七七八八都是些服务
员、客服、接线员一类的。她长相一般，身材一般，工作
能力也一般。跟季平一起出去见客户，放不开手脚，插
不上话，也递不上名片。如此过去一个月，季平觉得，
他需要额外帮周小美补补业务知识。一来，他想帮助
周小美，二来，他想在老乡的公司好好做事，老乡说了，
只要季平好好干，将会是公司里升职最快的人。季平
心潮澎湃。

季平抽午休时间和下班后的一两小时给周小美上
课，所谓上课，也就是谈心式的，他觉得周小美的能力
差，主要来自于对行业的不了解，他怕说教式的输入，
会让周小美更加有压力。

一开始，大家觉得季平是个学究式的人吧，爱念
经。还凑在一起讨论过，老板到底怎么想的，会让一个
这么啰嗦的人来做部门经理。时间久了，同事们又发
现，季平可不是对谁都念经。

这就有趣了，平时看着周小美沉默寡言，也不打
扮，藏得可够深的。A 君撇嘴。

没错，肯定是老板看上了她，不然怎么会让季平给
她单独提高？B 君坚定。

要我看未必，没准是她自己想接近老板，主动从季
平入手呢？C 君分析。

反正你看她表面无害，实则不简单。D 君下结论。
在公司里是最不起眼也最不讨喜的周小美——对

这个公司茶余饭后的谈资却做了最大的贡献。
平时大家有个私下里聚餐，她都不参加。其实，她

不是恐惧社交，她是恐惧存不下钱。那些聚餐都是 AA
制，她舍不得钱，有人请客就更不能去了，她更舍不得
钱回请过去。在这个公司里，她很庆幸遇到了季平，像
个忠厚的大哥。

在家乡，也有这样一位忠厚的大哥，他们算是青梅
竹马。只是，周小美不甘心一辈子窝在山沟里过活，不
然，现在她的孩子肯定会下地跑了。周小美下了决心，
再干一个月，如果自己的业务能力还没有提高，她就回
去。她身上绑了皮筋，一头在家，一头在她身上，奈何
她在外闯荡多年，却没能练成一把好剪刀，把那皮筋剪
去，给自己的生活剪出一片开阔地。

离自己规定之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周小美和
青梅竹马发微信，她说想回去了。她垂着头，非常认真
地等着回复。

两分钟过去了，没有回信。
周小美起身去洗手间，她的鞋垫在帆布鞋里已经

扭成一团，大城市啊，什么都有，但都要用钱换，这鞋垫
是昨天才在两元店买的，没想到这么不禁穿。她锁上
洗手间的门，坐在窗台上脱了右脚的鞋，把鞋垫掏出
来，展平，又抻了抻。她弯腰把鞋垫放回鞋里，一起身，
眼前一黑……没力气了，中午为了省钱，连饭也吃得马
虎。

直到两个小时之后，才有人发觉周小美的失踪。
和她一样沉默的手机此时来了回复：对不起，小

美，我要结婚了。
ABCD 大惊，原来是因为失恋啊……
两小时之前，在洗手间窗台坐着的周小美眼前一

黑，从窗台跌落下去，十几层楼，迅速滑过，一生就这么
完了。

她怎么死了？她怎么死的？
真相并不重要。每个人都信自己心里的判断，只

是，没人相信季平是忠厚大哥，老板也根本没注意过周
小美……

就像，没人相信周小美不是自杀一样。

“秀秀，秀秀——”袄子人还在门外，声音先碾进了
屋。

“哎，来啦！”听到喊声，系着围裙的秀秀从里屋走
了出来，“我在洗衣呢！”

“花子要回来了，说晚上来家里吃饭，我得去买点
菜。”满头大汗的袄子，端起桌上的大茶杯，咕咚了几
口，用手背一抹嘴，然后急匆匆地朝门外走去。

“你等会儿。”秀秀回身拿出一条毛巾，追到袄子跟
前，拭了拭袄子头上的汗，“看把你兴奋的，还没拿钱
呢。”

袄子嘿嘿一笑，憨憨地挠了挠头。
“给！”秀秀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卷钱欲递给袄子，手

到半空又收了回来。
“不许买酒啊！”秀秀加重语气强调了一句。
“花子难得回来一趟，不买酒哪行？”袄子有些为难

地说。
“那，那就买一瓶好吧，不过，你不许喝，行不？”秀

秀试探性地看着袄子。
“行，听你的，不喝就不喝。”袄子肯定地说。
袄子欲伸手拿钱，秀秀伸出的手又往回缩了一

下。袄子望着秀秀嘿嘿地笑了笑，颇显无奈地说：“我
喝茶总行吧？”

袄子见秀秀笑了，嬉皮笑脸地一把抢过秀秀手里
的钱。

“骑车吧，快去快回！”
“好勒！”
袄子跨上电驴，一溜烟离去。
花子是袄子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从小学到高中，几

乎形影不离。遗憾的是，头一年高考结束后，两人双双
落榜。

后来，花子选择了复读。袄子由于家境不好，跟随
叔叔外出到建筑工地打工去了。

复读后的花子，如愿考上了大学。
花子读大二那年，袄子所在的工程队恰好去了花

子读书的城市。那段日子，只要有空，袄子总会以改善
伙食的名义带着花子找一家小饭馆喝酒，一人一瓶白
酒，边吃边聊，直到酒瓶见底。

袄子没其他爱好，除了酒就是喝浓茶。有一次，喝
多了酒的花子实在渴了，拿起袄子的杯子就喝，刚入口
就吐了出来，指着袄子，“你个茶袄子，这么苦，怎么咽

得下？”袄子哈哈一笑，摇头晃脑道：“你个叫花子，这就
不懂了，浓茶者，既解酒又解乏也。”

每每回想起那段快乐的时光，袄子的脸上都会泛
起酒后般的潮红。

大三那年，花子谈了一个女朋友，他俩的聚会便少
了很多。

有了女朋友的花子，开销渐渐大了起来。今天请
女朋友吃饭，明天送女朋友礼物，特殊的日子还要发红
包。花子的父母，一个在家种地，一个在外务工，每月
给花子的生活费都是固定好的，哪够花子打肿脸充胖
子。

没办法，花子便向袄子借。一开始，花子还不好意
思。后来次数多了，花子自己也习惯了。袄子呢，只要
花子开口，总是有借必应，从不拒绝。即便有时自己的
工资还没发，都会去找工友们借。不过，花子说了，等
自己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一定加倍偿还。每次花子
说出这样的话，袄子总会一拳击在花子的肩头上，半认
真半玩笑地说道：“你个叫花子，少跟我来这套，只要你
将来有出息就行，好好读你的书吧！”

大学快毕业那年，花子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
那天晚上，失恋后的花子在袄子宿舍里哭得稀里

哗啦。袄子买来几斤炒熟的原味花生和两瓶白酒。花
子借着酒，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袄子诉说着自己跟女
朋友那些所谓的刻骨铭心；而袄子呢，为了转移花子的
悲伤情绪，故意跟他讲一些工地上的趣事。最后，两人
都醉得一塌糊涂。

大学毕业后，花子应聘到其他城市工作去了。袄
子的工程队也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后来的几年，他俩虽然保持着联系，但一直没再见
面。就连袄子结婚的时候，花子都没赶回来庆贺，只是
用微信发了一个大红包。

不过，再怎么忙，每年花子都会买几斤上好的茶叶
寄给袄子。

至于花子在外面做什么，袄子也说不上来，只知道
花子很忙，一年四季，天南地北满世界地跑。

这一次，多年未见的花子说要回来看袄子，袄子发
自肺腑地开心。

晚上，花子如约到了袄子家。
一见面，袄子照例一拳击在花子的肩头上，笑着佯

骂：“好你个叫花子，还知道回来呀，还以为你把我忘了

呢！”
“ 怎么可能，忘了别人也不能忘了你这个袄子！

咦，你脸色怎么这么憔悴？”花子放下手中的礼品，一把
拽住袄子的手。

“这不是憔悴，天天跟土地打交道，这叫接地气。”
袄子打笑着抽出手，脸朝向秀秀，“这是你嫂子，秀秀。”

“嫂子好！”打完招呼，花子冲着袄子故作惊咋：“袄
子，莫不是你家祖上积了什么大德吧，能娶到嫂子这么
漂亮的媳妇儿！”

旁边的秀秀微微一笑：“瞧你们兄弟俩热闹的，先
吃饭吧，菜都快凉了。”

“好勒好勒，花子，来，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袄子伸
手要拉花子，却见花子俯下身，从一个礼品盒里拿出两
瓶酒，然后递到袄子面前，“看看，还认得出这个酒吗？”
袄子接过一瓶，看了看牌子，噗嗤一乐，“怎么不记得，
你的专供，‘失恋特曲’！”花子听完，哈哈大笑，“没错，
今晚咱哥俩就往日重现，把这两瓶‘失恋特曲’干掉！”

听到这，秀秀在一旁连忙说道：“花子兄弟，这可使
不得，袄子不能喝酒。”

“嫂子，你莫非不知道袄子的酒量吧？想当年我们
都是一人一瓶对着吹呢。”

“不是酒量的事，那是过去，现在真的不行。”秀秀
急得恨不得想去夺袄子手中的酒瓶，“要不用茶代替，
喝茶可以吧？”

“那哪行，喝茶有的是时间，我这次又特地给袄子
带了几罐茶叶。”花子指了指礼品盒，然后看着袄子，

“袄子，到底是喝酒还是听嫂子的？”
“这——”袄子偷偷地瞄了瞄秀秀，脸上闪过一丝

不自然。不过，他很快一咬牙，使劲将酒瓶盖拧开，冲
着花子晃了晃瓶身，“ 你个叫花子，一回来就将我的
军！来来来，老规矩，一人一瓶。”

秀秀忧郁地看了袄子一眼，嘴一抿，背过身轻轻地
叹了口气，进了厨房。

三个月后，正在跟客户一起喝茶的花子收到一条
微信，微信是秀秀发来的：花子兄弟，袄子去世，肝癌晚
期。感谢你心里一直装着袄子，你塞在茶叶盒子里的
现金，我们心领了。袄子生前交代过，兄弟之间不必这
样，让我一定要转账还给你，务必收下！

瞬间，伴随着手机滑落地面的一声闷响，花子泪如
雨下……

周末的午后，微风刮过院子里的香
樟树，阳光投下的斑驳阴影，在地上晃来
晃去。七岁的孩子在树下独自搭着积
木。此时，孩子激动不已，甚至屏住呼
吸，因为一座漂亮的城堡，即将在他的小
手下诞生了……

男人和女人坐在堂屋里，各自刷着
手机，半天无语。女人突然开口说：“老
公，今年的双 11打折力度真大啊！”

“你又想买什么？”男人头也不抬地
接话，“今年受疫情影响，工资少了近一
半，咱还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可是你忘啦？去年双 11 我要买，
你没答应，后来保证说今年双 11 买给我
的。”女人有些生气，瞪着心里觉得有些
窝囊的男人说，“你还说今年就算砸锅卖
铁，也会给我买一块新手表！”

“情况特殊嘛！”男人自知理亏，赶忙
放下了手机，一脸的赔笑。

“ 我同事蓉姐戴的阿玛尼，五千多
块！我只要这块国产的，现在打完折，一
千块不到。”女人几近带着哭腔说，“这么
小的要求，你都拖了好几年，是男人就要
说话算数！”

“你别太过分！”女人的言语似乎触
到了男人的底线，男人的声调明显变了，

“买什么手表，阿玛尼？我还想戴劳力士
呢，想得美！”

女人本想继续争辩，却看到不知什
么时候，孩子站在了大门口，大大的眼睛
里，充满了惊恐。女人不再回话，泪水涟
涟地扭头进了卧室。女人把头埋进被子
里，心里一百个后悔。想当初，追自己的
男人从村头排到了村尾，最后却选择了
这么个小气男人……

男人这时也看到了孩子，孩子似乎
在瑟瑟发抖，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分明有
晶莹的东西在闪烁。男人有些后悔，一
是女人说的是实情，自己没有兑现诺言；
二是觉得，夫妻间再大的矛盾，也不应该
当着孩子的面争吵。

晚上，男人做好了饭，叫女人起床，
女人不吭声。男人只好陪着孩子胡乱地
吃了几口。安顿孩子在儿童房睡下后，
男人蹑手蹑脚进入卧室，自觉地从柜子
里抱出一床被子，在床边打起了地铺。

窗外如水的月光泻进了卧室。男人
辗转反侧，开始反思自己。女人在 4S 店
做销售，店长要求员工必须穿戴整齐，统
一化淡妆，并佩戴腕表。女人现在戴的
那块手表，还是结婚时买的便宜货，原本
的玫瑰金色，磨得褪成了银色。过于陈
旧的手表与女人得体的妆容明显不符，
已经被同事们挖苦了好几次。

“要求的确不过分，是我的错，明天
早上就下单买一块！”男人内心对自己说
完这句，渐渐进入了梦乡。

女人在梦里终于戴上了新手表，居
然和蓉姐的一样，流光溢彩，奢华有度，
将女人衬托得优雅而大方。只是……女
人感觉手表凉凉的，手腕痒痒的，像有软
虫蠕动，又像青草触碰。终于，女人咯咯
地笑着醒过来……

男人听到女人的笑声，瞬间惊醒，急
忙拧开了台灯——

“妈妈，你不要笑哦。你一笑，我画
得 就 不 好 看 啦！”孩 子
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手
握一支圆珠笔，借着月
光，俨然已经帮妈妈戴
上了一块新手表……

兄 弟

一块新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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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现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详图工程师、钢结构学徒工、资料管

理员、采购员、销售经理、业务员、维护人员、二氧
焊工、拼装工、油漆工、拼装工、组立工、工艺员/学
徒、装车工

联系电话：15879216875 8799799
九江市汇瑞机械有限公司

自动车床操作工、普车、磨工、铣工、钳工、冷
拉伸操作工、仪表车工、加工中心师傅、数控调机
师傅、试验台操作员、普工、数控操作工、技术工
程师、线切割

电话：0792-8369017 13517928701

江西欧科思瑞工业控制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及装配测试工程师、销售代表
联系电话：0792-3668886

九江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过程品控员、叉车司机、调配、吹瓶机、灌装
机技术工、设备工程师、普工

联系电话：18010373374
九江浔阳区集智优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数学老师、物理老师、英语老师
联系电话：18607025574

江西泰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储备干部、质检员、设备技术员、设备工程师、
生产操作员

联系电话：15279287389
九江鑫星玻纤材料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专员、工艺员、DCS操作工、业务经理、
普工、主操手、维保工、仓管员、分析员

联系电话：0792-8359899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技术员、生产操作员、压制机操作员、调机员、
保安

联系电话：15279279893
九江嘉昌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操作工、质检、开发工程师（助理）、电工/机修、
勤杂工、储备干部

联系电话：0792-8993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