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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与温暖一路同行
小时候，父母、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和善待人。但不知何时开始，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却成了许多人
的社交准则，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旅途中。
保护自己是没错的，但旅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冰冷。这世界，也许有人薄情，但人性本善，真诚永远是
最有力量的。世界上，总有一些内心温柔的人，愿意邂逅你，守护你，与你同行。不妨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也拥抱一个温暖的可能。
虽然只是萍水相逢，虽然注定走着走着就散了，
可至少在那一刻，我们可以彼此温暖。

飞机上的临时“家人”

手相太好了

2005 年 ，我 第 一 次 坐 飞 机 。 到 达 机 场
后 ，我 一 路 开 问 ，唯 恐 自 己 失 误 ，错 过 了 飞
机。等过了安检，到达登机口候机时，我的强
迫症又犯了，再次向身边一位大叔确认：
“您
看看我的登机牌，
是在这里候机吗？”
大叔笑着说：
“是的，咱俩一趟航班，在这
里等就行。”我忙回复：
“ 我第一次坐飞机，一
会儿我跟着您走啊。”大叔点了点头说：
“看出
来了，
我第一次坐飞机时，比你还慌张。”
顺利登机后，我和大叔隔着好几排座位，
但这次航班的机票没都售光，机上还有好几
个空座。大叔招呼我过去坐他邻座，还特意
让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大叔说：
“我经常坐飞
机，差不多半月坐一次，空中的风景都不新鲜
了；你第一次坐，坐在靠窗的位置，可以看看
风景。
”
说着大叔开始教我如何系安全带，如何
打开折板，还悄悄告诉我，等一会儿飞机起飞
后，空姐还会分发食物和饮料，饮料可以要两
杯。大叔还给我指了厕所的方向，又贴心地
告诉我，若在飞机上感觉不舒服了，可以告诉
空姐，
飞机上的药物是免费的。
飞机起飞后，大叔开始给我做免费的“空
中导游”，飞行途中经过哪座山，哪片水，大叔
都跟我说。
我渐渐和大叔熟络起来，反问他一些问
题，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不想再看窗外的云彩
了。大叔也很配合，有问必答，他说：
“我的工
作性质决定我时常全国各地跑，因为时间问
题，坐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但我每次坐
飞机都不会告诉家人，登机前给家里打个电
话，说一会儿要开会，会场上手机要关机，有
事情等开机后再联系。”我问他为何要如此，
他说：
“ 怕家人担心，至今家人都不知道我经
常坐飞机出行，
我都说坐火车或汽车。
”
但大叔又告诉我：
“ 其实交通工具里，飞
机是安全系数最高的。人们对飞机的恐慌，
是因为人一离开地面，心里便没了底。虽然
我坐过很多次飞机，但每次乘坐，心里还是
没底，等飞机落地了，心才踏实了。跟你说
实话，不怕你笑话我，我这人天生胆小，不仅
坐飞机害怕，坐汽车坐火车，甚至骑摩托车、
自行车出门，我也有些小担心。我有记日记
的习惯，我每次出差都会把要嘱咐的话记在
上面……”
我看着大叔笑了，想不到一个糙老爷们，
心思还挺细致。大叔见我笑，他也笑了，感慨
道：
“ 人与人遇到了就是缘分，虽然和很多人
这辈子也就只有一顿饭、同乘一趟车的缘分，
但这也是缘分，也得珍惜，像我们今天同乘一
趟航班，我们便是临时组成的家人，要在一起
共同度过两个多小时的飞机时光呢。”
怪不得大叔一路对我这么照顾，原来他
把我当家人看待。
（马海霞）

那年，在军报新闻培训班毕业的十来个
战友约定，
“ 八一”那天在安徽合肥某宾馆集
中，举行毕业三十周年庆典活动。我等请假
条批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下午
了。为了能早一天到合肥，我选择坐晚上的
火车去。
傍晚时分，我登上了列车。车上人流涌
动，闷热无比，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心里却怎
么也轻松不起来。我从部队转业回来，一直
从事编辑工作，由于长期久坐，得了颈椎劳
损。所以，坐着坐着，我的颈椎就会发痛。车
子开动起来颈椎就有点痛了，这七个多小时
的行程，
还不痛死我啊？
对面双人座上左边一位中年男人靠着椅
背睡着了，右边是一个年轻男孩，他拿着一款
黑色的手机，手指在触屏上快速地点着，突
然，他抬起头扫了一圈车厢，然后就定格在我
的脸上不动了。
他拿起面前小桌子上的一瓶苏打水朝我
递过来：
“叔，我看你脸色不好，喝点水吧！”
我
摆摆手说：
“谢谢，我不喝……”他突然盯了一
眼我摆动的右手，说：
“ 嗨，叔，你的手相真是
太好了！”
我的手相好？好在哪里？虽然对看手相
并不相信，但对于那一套如何看手相的理论，
我有些好奇。
“来，叔，我给你仔细瞧瞧。”这一刻，我突
然觉得自己挺幸运的，遇上这样一个热情又
会看手相的旅伴，这无聊的旅途应该有趣多
了。我把手伸了过去，他抓住我的手，指着手
心的掌纹线条说：
“看这条靠大拇指的是事业
线，你虽然人到中年，但往后的事业会更上一
个台阶，还有你的生命线很长，要活到百岁以
上，你的爱情线也很好。不过以后要在事业
上要多努力，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看手相，能看出我写文章？难道看手相
还真有些道理？男孩却指指我手指头上的老
茧：
“这不是敲键盘留下的吗？”
就这样我们漫无边际地聊着，夜慢慢地
深了，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很多人进入了梦
乡，我也不知什么时候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
等我醒来，已是凌晨两点了。下意识地
望向对面，男孩已经下车了，桌子上放着一瓶
苏打水，下边压一张纸条，我赶忙抽出来看：
“叔，我看你来来回回换坐姿，就猜测你身上
有疼痛。为了给你分散注意力，我临时用手
机查了看手相的方法，骗你说我会看手相，请
叔谅解。我到站了，看你睡着就没打扰你，这
水留给你路上喝。很高兴认识你，愿您旅途
愉快。
”
我喜欢这位年轻的朋友，他很有趣，这个
世界很需要他这种人。他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任
何联系方式，
但我记住了他那温暖可爱的眼神。
很快，到了合肥，我提着行李下了火车。
火车却依然前行，不知道车上还会有着怎样
的故事，我只知道，我的这次旅行，因为这个
可爱的年轻人的健谈，让我忘记了颈椎的疼
痛，使旅途变得轻松快乐、精彩有趣了。
（陆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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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特意准备的座位

多出一天的旅行

火车站人潮汹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背着或提着大包小包，都行色匆匆。
出了检票口，我登上列车来到硬座车厢，
找到自己的座位号，倚着窗子坐了下来。刚
坐定不久，一个头戴老头帽、满脸皱纹的乡下
老汉提着一个蛇皮袋，一屁股坐在我身边的
空座上。老汉弯腰把蛇皮袋推进卡座底下，
然后冲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老汉也许很
累，一坐下便把头歪靠在椅背上眯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便响起了鼾声。
这时，一个二十多岁学生模样的小伙子，
提着一个拉杆箱，站到了老汉的座位旁。他
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闭眼睡觉的老汉，嘴唇
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然后，他举胳
膊把拉杆箱塞进了头顶的行李架，手挟着椅
背，站在老汉座位的旁边。火车上的人越来
越多，车厢里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闷得
要死。
火车开动了。我把头扭向窗外，看窗外
流动的风景。老汉依然闭着眼睛呼呼大睡。
小伙子站在过道里，身体被挤来挤去的旅客
撞得歪歪斜斜。一开始，小伙子的身体还能
站得笔挺，过了一个多小时，小伙子的腰便佝
偻下来，胳膊肘支撑着椅背，分担着整个身体
的重量。
不知过了多久，那老汉终于睡醒了。他
揉了揉眼睛，看了一下四周，对小伙子说：
“站
累了吧，快坐下歇会吧。”小伙子推辞着：
“我
不累，大爷，还是您坐吧。”
老汉笑着说：
“我马
上就要下车了！其实这个座位也不是我的。
我今天有点儿感冒，脑子昏昏沉沉的，所以一
上车我想找个空座先歇一歇，等人来了再还
给他。谁知我一坐下就睡着了。这个座位的
主人也没来。”小伙子开玩笑地说：
“ 大爷，看
来这座位是上天特意给您准备的！”老汉哈哈
笑着，和小伙子交谈起来。原来，老汉为了给
念大学的儿子挣学费，跑出来打工，这次是回
家和家人团聚。小伙子是大学生，放假后找
了份事做，这趟也是回家。
没多久，老汉提着蛇皮袋子下车了，小
伙子坐到老汉的座位上，用手捶着腰部和双
腿。我说：
“ 你真幸运，站在了老大爷旁边，
要不然一路站着可真够你受的。”小伙子却
笑着说：
“ 其实，这个座位本来就是我的。”说
着，小伙子从兜里摸出一张火车票，正是老
大爷坐的那个座位号。我惊诧道：
“ 那你怎
么不跟老大爷说呢？”小伙子说：
“ 看到老大
爷，我突然想起了我父亲，和老大爷一样，为
了供我读大学，也出去打工了。现在也许正
在某一列火车上，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站着
还是坐着……”我沉默了，被小伙子的行为
感动着。
（佟雨航）

十八年前，同学大磊和妻子从江苏来山
东旅行，我尽地主之谊，陪大磊夫妇逛了四
天。本来大磊夫妇打算这日从济南坐火车
返程，我送他俩去了济南火车站，买了当天
晚上的车票。大磊妻说，感谢我这四天的热
情款待，
临走想请我吃一顿苏菜。
我虽是山东人，但长这么大，只来过济
南三次，对济南不熟，大磊喊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师傅拉着我们找一家地道的苏菜馆
子。司机师傅说，他知道一家苏菜馆，离这
里不远。司机师傅拉我们到了饭店门口一
看，苏菜馆早改成美容院了。
司机师傅不好意思地说：
“ 我好久不来
这里了，可能饭店搬家了，不好意思哈，我再
领你们去别的地方寻找一下。”司机师傅拉
着我们走了好几条街也没发现一家苏菜馆，
我见状忙告诉司机师傅，不用再找了，我们
随便找家饭店吃顿饭就可以了。
司机师傅误会了我的意思，解释说：
“放
心吧，刚才是我的失误，让你们白跑一趟，我
再多找几条街，一定帮你们找到，但我只收
你们起步费，不会多收钱的。
”
大磊听他这样说，也表态说：
“ 没事的，
师傅，您慢慢找，我们按计价器给您钱。”司
机师傅回答：
“ 不用，不用，我刚开出租车不
久，原来在工厂上班，所以对济南的街道也
不太熟，这样吧，我打电话问问别的出租车
司机，
看看他们知道哪里有苏菜馆。”
司机师傅问了两个同行后，终于问到了
一家，拉着我们到达饭店门口后，他只让我
们支付五块钱的起步费。大磊按计价器给
司机师傅留下了十块钱，司机师傅坚持不
要，大磊把钱扔到副驾驶座上，下车后直奔
饭店对面的商场而去，我和大磊妻也紧跟
其后。
没想到司机师傅很执着 ，跟在后面追
赶，商场人多，我们进了商场后，就把司机师
傅甩掉了。我们在商场逛了十分钟，猜测司
机师傅肯定走了，大磊眼尖，一眼看到司机
师傅还在门口等我们呢。我们赶紧又上了
二楼，等了半小时，司机师傅还在。大磊说，
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为了五块钱耽误人
家少拉不少活儿。
大磊主动现身，司机师傅忙把五块钱找
给了大磊，大磊问司机师傅要了电话，说明
天想包他的车在济南玩一天。司机师傅欣
然同意了。
吃饭时，我告诉大磊，其实不必为了五
块钱再多待一天，既然要到了司机师傅的手
机号，
可以把钱给他充话费里。
大磊摇头道：
“ 司机师傅是实诚人，手机
里一下多了话费，他心里肯定过意不去。再
说，他虽然少收了五块钱，但情义无价，我愿
意和这样的人多待一天。
”
最好的风景是人，大磊这是把司机师傅
也当成了一道
“风景”
了。
（星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