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江淮副刊

2021 年 6 月 4 日 星期五
编辑：李晓光 美编：黄佳玮

担保风波
县实验中学校长王浩，接到一个离奇的电
话。初中同学陈二军来电说：
“ 同学们离校后
各奔前程，好多年没有相见，很是想念。你是
班长，出面招呼一下初中同学，年底搞个同学
聚会。一切费用我来出。”
陈二军，堪称鬼才。读书不怎么样，做生
意却是天才。他初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在
集上摆地摊，卖毛刷、牙签等物品，居然抖起来
了。在广州开了塑料制品厂、彩印厂。据说他
的钱都是用麻袋装的。
腊月二十四，同学会在县城状元府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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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举行。多年没见的同学们，一见面就仿佛
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代。大家热烈地聊天，大
声地唱歌，
豪爽地碰杯……
同学聚会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陈二
军把王浩和吴婷、孙伟、赵军四位曾经的班干
部留下来。
陈二军让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四套高档
紫砂茶具，分赠给四人。紫砂茶具，不是闹着
玩的，一套少不得几千块，只有像陈二军这种
有钱人才玩得起。几个人一个劲地夸奖陈二
军混得不错。
王浩却想，生意人的头脑，比常人多一根
弦。陈二军不会无缘无故送大礼吧？果然，陈
二军发话了：
“ 我的塑料加工厂和彩印厂上个
月已搬迁到县城工业园区，为了扩大规模，准
备再买几十亩地。资金周转有点滞后。我想
从银行先贷款二百万元。这不，想请你们四位
做个担保。……我以人头保证，
不会坑大家！”

二百万？数额太大。四位有点纠结，拒绝
吧，多年的同学情分；答应吧，自己不过是个工
薪族，真能为他担保一两百万？心里没底，思
前想后,王浩说：
“我还是请示老婆大人吧。”
老婆没等王浩把话说完，就在电话里斥
责：
“你没吃错药吧？担保可有风险啊！”
王浩说：
“这我知道，可拒绝了面子上又过
不去。再一个，他是用厂子和机器抵押，应该
没问题。”
吴婷为了担保的事，第二天一天工作都心
不在焉，
也没敢告诉丈夫。
孙伟和赵军老婆听后，也都说：
“担保的事
要想好啊，别因为钱的事同学翻脸。记住，死
要面子活受罪，
要学会拒绝。”
孙伟赵军听了老婆一席话，还是没底，又
拨通了王浩的电话，王浩说：
“陈二军有厂有机
器抵押，
应该没问题的。”
就这样，四位同学在担保公司为老同学陈

二军担保了两百万元贷款，期限一年。一年期
限，很快就到了，过了还款日，担保公司多次电
话联系陈二军，电话一直无法打通。担保公司
一纸诉状将王浩等四个担保人起诉到法庭。
随后，
四个人工资被法院执行庭冻结。
担保出事，最终家人们都知道了，家家都
不平静了。
王浩因为高额债务，
焦头烂额，
工作频频出
错；
吴婷老公也一气之下要和吴婷离婚；
孙伟和赵
军家也是天天争吵不断……都是担保惹的祸啊！
四个人都后悔极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他们
聚到一起就骂陈二军狼心狗肺，
迟早要被车撞死。
陈二军没死，忽然现身了。他把王浩等人
叫到一起，打开手提箱，说：
“ 资金链终于救
活！四位功不可没。除了补偿你们的损失，我
还另外给你们每人五万元的压惊费。”
几个人面面相觑，
怀疑这是做梦。王浩生平第
一次来了句粗话：
“狗X的陈二军，
你真是个鬼才！”

蓝天碧水
安徽 李昊天 摄

三叶草

医院住院部对面有一扇高高的驳岸，草色
青青，白花浅点。走近，看似普通的小绿植却
是我从未见过的。多么漂亮且奇妙的草！
我放慢脚步，秒被吸引并不是它们的花，
而是那与众不同的叶子。葱管一般秀气纤长
的草茎之上，张开三片小蒲扇似的叶，圆圆薄
薄，浮萍般清亮平展。是铁扇公主变小的含在
嘴里的那把宝扇吗？小巧莹绿，又让人禁不住
低身去抚触，也吹口气，它们没有变大，只是轻
轻颤动，
似欲语还休，
越发惹人怜爱地娇柔。
叶形的漂亮使得它们在杂草中的辨识度很
高，大自然的造物主却还另有宠爱——每片叶
子上饰以一个美丽的图，
一颗心！太奇妙了，
三
片叶子的三颗心，
连成一朵花，
倘若它们是种不
开花的草，你已经看见三叶之间的一朵。无数
朵，
那么浅，
似可拂去的蝴蝶缱绻归去留下的痕
迹。四月的雨绵绵不休，难得一日的阳光灿
烂。闷坏的小蜜蜂小白蝶三三两两在花草间徜
徉，或小憩在叶上，显然，叶子也是寻香者认定
的花。张爱玲的巜炎樱语录》说：
每一只蝴蝶都
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
回来寻找它自己。
时过境迁，抽骨生肉，回首寻觅谈何容易，
能在迷途里留下一道印迹，
也算无愧自己的一
·
双羽翼。印迹不可拂去，与生俱来的花，草永
生，花永开。再细看这美丽之上的美丽。真是
不可思议，图案的线条竟全是浅绿色的波浪
线。都言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我看过一
株又一株，叶子上的波浪线也有没相同的一
条。一定是手绘的，是上天派出的若干小天使，在朦胧的
月影里描上一笔又一笔。抑或，是一群可爱的孩子去春
天的郊外写生，见到这美丽的植物忍不住拿彩笔锦上添
花了。不然，怎得这般调皮可爱？
一份清冷温恒的美，
坐定这片不知名的小草，
俏皮的小
草，最大限度地回赠天地中的阳光雨露。风，暖暖地吹过
来。整个驳岸像覆着一床软软的碎花绿毯，
在阳光下生机熠
熠，
闪看令人心怡的光亮。色泽鲜艳的花多数只有隐隐微
香，
桂香浓烈四溢，
栀子花馥郁持久，
柚花清芳冽冽，
都和眼
前的花儿一样，
执白于世。这朴素的小白花，
瓣细而多，
每一
瓣都是单独的一朵花，
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环环绕绕地组成
一个小花球，
一开，
便是盛放。有菊花的清傲，
秉昙花的形
态，
又持曼珠沙华的灵慧，
但都不是，
它是它自己，
长在山野
峭壁，
一袭清香飘向长路，
飘向一个个窗口打开的病房。
这壁奇草异花 ，
到底叫什么？我百度了一下，
叫车轴草，
也是生僻。别名三叶草，
幸运草。那就唤它三叶草了，
形象。
草木本无心，
世上之人偏爱赋予它们各自特定的含义。
如果三叶草叶子上的心形就是它的心，
那么它拥有三颗心，
三
种花语？是的，
一叶一义。祈愿，
希望，
爱情，
三叶草的心语。
传言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
只不过极稀少。第四片叶
子上的心形图案是它的第四颗心了，
心语为幸福，
西方人说
遇上四片叶的三叶草就是幸运之人就是找到了幸福的人。
我在医院的各条小路、
坡谷走走停停，
抛开这是医院，
这
儿就是一个比公园更幽静广阔的风景区，
碧草蓝天，
古树茂集，
各种花木扶摇。而这是医院，
健康和生命启航的地方。
人间四月芳菲尽，小小的三叶草蔓生在医院多处路
段坡谷，我仔细看，也不见一株四叶的。芸芸众生般的三
叶草默默无闻地绿，惜生惜福地开。行走在风雨阳光的
我们，心拥三片叶的心语，一定会觅得幸运幸福。

江苏·乔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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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谢艳君

半夜醒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在半夜醒来
半夜醒来的我特清新，
特精神
妻子熟睡的鼾声
让我明白这是醒着的人间

这个时候灯光只为我一个人点亮
这个时候看书能看见活着的魂
我是我自己的王
我能听见我内心的诉说
我能看见我脑海里的闪电

安徽·田斌
我把它记下来
这缪斯的耳语
恍如诗

槐花坐在兰州五月的枝头
槐花坐在兰州五月的枝头
一朵花簇拥着另一朵花
通过枯瘦的虬枝传递花香

纵使流落街头也有内心的锦绣

五月的风吹着我，
也吹着凋零的花瓣
飞吧，
洁白的精灵

阳光从槐花的阴影中漏下时光的碎片
我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风尘仆仆地赶往下一个出口

农具记忆
墙角靠着一把锄头
那是父亲一生的不舍
劳作的足迹纵横交错
汗水洒落在绿油油的阡陌

屋檐下挂着一把镰刀
那是母亲曾经的执着
收获着金色的云朵
笑语飘荡在黄橙橙的院落

麦子熟了。他躲进小酒馆
一杯一杯独饮
仿佛这些金黄与他无关
选择这个时候回来，
也是为这些金黄

麦穗压得更低，
把佝偻的背逼近泥土
李伯老俩口一点点儿被金黄吞没
颤巍巍换来几片薄纸。每一片都是
利器，
从老茧上划一道伤口便空了

安徽·周品
锄头与镰刀
是父母曾经的生活
生活里弥漫着动听的歌
歌声陪红日升起
伴夕阳西落

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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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邓小鸣

在兰州，
我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
总是拿满街绽放的槐花来医治乡愁
我们达成默契
从不把内心的疼痛拿出来示人

河南·薛文君
对面小酒馆的杯也空了
田野尘埃落定。
几株秕子在黄昏的人间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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