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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那边鼻腔轻轻地“嗤”了一声，
“好
吧，
我带个伴过来，
问题解决了。
”
姐就这么愉快地擅自决定了。有
上人家做客，只是顺便跳个广场舞，就
巴巴带个舞伴来的吗？金刚葫芦娃才
干这事儿。
姐胖是胖，身材匀称，穿衣裳还是
不错的，旗袍也像样，套裙也像样。这
次不知中了哪股子邪，画风大变，我的
个天，大花裙子外面罩着粉红外套，头
上还梳了个飞檐走壁的髻，我问她是不
是给谁做媒来了。姐已经有了被我吹
出三界外的赫赫声名，她这一盛装出场
把我们小区广场舞队的男女老少们吓
了个半死，没见过这么花里胡哨且富态
肥美的超级女舞侠。
舞伴瘦而高，姐肥而圆，秤杆秤砣
两相宜，果然好搭档。音乐起，我姐和
她的舞伴一举手一抬足，全场瞬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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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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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萍

遇见从前的学生，学生一脸的惊喜，先
把我这老师夸得似朵花似的，接下去便兴奋
地掏出手机，要我的微信号。给呢，还是不
给？我犹豫不决。我的朋友圈只发原创文
字，我有一条雷打不动的原则：非诚勿扰。
可学生很执著，在她的热情面前我无可奈何
地投了降，
破天荒地加了。
学生开了一家创意婚纱店，从此，一波
波广告汹涌袭来，时不时地提醒圈友转发，
有时还特意微我一下，就怕我按兵不动。我
忍，我再忍，后来终于忍不住，只好得罪，果
断屏蔽了她。家与单位之间，恰巧得路过那
家店，于是我很忐忑，怕不小心碰见。在学
生面前，我这个骄傲的老师，莫名地有些羞
涩不安。
去参加同学会，一女同学扭着我们这个
年纪少有的小蛮腰，袅袅婷婷地来到我的身
边，开口第一句便是：加个微信吧！说完攥
紧我的手，亲热得不得了，我辨认了好久才
认出她。细细回忆，当初同学时期彼此相处
得不冷不热，没有睡过上下铺，没有半夜里
说过悄悄话，甚至结伴去食堂吃饭都只寥寥
几次，早相忘于江湖。我挣扎着想拒绝，终

微我一下，
就怕我按兵不动。
学生开了一家创意婚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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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束手无策
加了你，
我于心不忍
不加你，
◎

省公司 2016 年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在荆
州举行，申工、曾工、王工、左工，还有我，5
个 50+考评员悉数被邀，一年一度的“鹊桥
会”
在美丽古城上演。
2006 年，我们相识于武汉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那年，我们还只是 40+，王工最大，不
过 46，我最小，刚刚 40，她们仨差不多 42、43
的样子。彼时，我们肩上的工作担子很重，
孩子上高中上初中，上有老下有小，见了面，
彼此间客套几句，便投入紧张考评，来也匆
匆，去也匆匆，也因此赢得良好口碑，年年被
邀请。再后来，一年一度的相遇，我们慢慢
熟络。由于工作、家务一路做减法，闲下来
的我们，
开始有了聊不完的话。
王工去年退休了，而今偶尔去单位给年
轻人做些技术指导，日子过得天马行空。一
见面，就不管不顾地派发喜糖。原来她儿子
国庆节刚举办了婚礼，她有生之年又一件大
事圆满收官。我们怨她这大喜事也不请我
们去捧场，明摆着没把我们当朋友。王工依
旧一副小女孩被误解的娇羞样儿，说话开始
吞吞吐吐，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这不是担心
劳烦你们吗。
我们真心羡慕她，真心为她祝福，儿女
成家立业了，接下来等着享清福吧。而她却
说歇啥歇，我正报班学习英语口语，计划明
年春暖花开时去欧洲看看。随团受约束，准
备自助游，所以，当务之急，必须攻下口语
关，压力山大哟。左工快人快语，说这有啥
纠结的，带上儿子媳妇，有你那博士儿子硕
士媳妇导航，还要你操哪门子心呀。人说，
不跟年轻人搅和，
给彼此留点空间。
申工绝对称得上职场“学霸”，在全国仪
表行业小有名气。本来说好逗留一天，一起

杯咖啡，
在阳光下徜徉…… 50+
，
是人生的高潮，
暮年的精华，
一样有美好未来候着咱。
戴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老年是一艘触礁的船。
﹄既然触礁无可避免，
那就让它来吧。喝一

也
+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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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挡不住她眼里的热切，加了，尽管心里有
千百个抗拒，可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心甘情
愿的样子。
她嫁了个富豪，怀揣老公的银子到处看
风景，一路看一路晒，晒了，就不停地求赞，
很多同学都赞了，不仅赞了，还留下评论，各
种吹吹拍拍，她激情四溢，晒得愈欢。看得
我眼花缭乱，想自己是赞呢，还是不赞，赞
吧，怕言不由衷，且应付起来确实力不从心，
不赞吧，又觉自己不合群。我不敢轻易就把
她屏蔽，毕竟同学会有了第一次，说不定哪
日又开第二次，到时见到无疑是自个儿打自
己的脸，
还是悠着点。
别以为都是被人逼着加微信，偶尔也有
自己主动加的。一位以前好得要死要活如
今各奔前程早已失散于人群中的朋友突然
降临在我的面前。她事业有成，路过我所在
城 市 ，想 起 过 去 的 好 时 光 ，便 非 想 来 见 见
我。虽然都老了些，但从前过往一幕幕像放
电视似的，一会儿近距离，一会儿远距离，弄
得我心潮起伏。
我们相谈甚欢，说的全是青春时期的淘
气事、欢乐事，还有那些模糊的爱恨情仇。
因为有别的紧要事，她只呆了两个小时就要
走，感觉她还意犹未尽，就这么分别，颇觉遗
憾，我这东道主似乎得有所表示，便提出加
个微信，思念时，聊聊。这次轮到朋友迟疑
了，
但迟疑只是一晃而过，
还是加了。
我以为她回到她那个城市马上会跟我
联系，谁知十天半个月过去了竟毫无她的
任何音讯，朋友圈也没见她发。我冲动了
一回，主动联系：最近好？等了好久，才姗
姗而来一个字：好。然后便再无下文。我
顿觉索然。
学生是个商人，到底是脱不了大多数商
人的品性，哪管我曾经是她的老师，只想把
钱赚到手。女同学以前平庸，光芒被盖住，
压抑了很久，现在华丽转身，在同学中脱颖
而出，炫耀是最能扬眉吐气的事，自然不肯
放过。朋友只对我们的过去感兴趣，今日教
书的我与从政的她，中间早就划上了一道触
目惊心的生活痕，我的此时与未来，与她不
再有共鸣，哪能奢望再畅谈肺腑！那天相
约，
只是缘于她的心血来潮。

默，
像是听了谁的指挥一般……
央视播了个《不如跳舞》的节目，几个现
实生活中各种不顺、灰头土脸的大叔大妈大
爷们，
就爱跳个广场舞。一天打拼后，
开馆子
的晚上坚决不干活，开出租的晚上坚决不出
车，
做家政的晚上坚决不守夜，
这是他们特特
给自个儿留的免打扰时间段。
一到点，脱下油渍麻花的工作服，换上
出门才上身的干净衣衫，尽可能地把头发
捋 捋 顺 ，再 系 上 丝 巾 。 他 们 踏 歌 而 舞 ，浑
然忘我，管它踩不踩着点，跟不跟上拍，我
的地盘随便舞。这一刻忘了满身劳累忘
了满腹辛酸，这一刻神采飞扬、衣袂飘飘，
换了人间。
土耳其谚语说：
“上帝为每只笨鸟都准备
了一根矮树枝。
”
跳舞就是我姐这样的笨鸟们
脚下的树枝，
是他们重荷之下的泄压阀，
跌宕
路上的苦中乐。
岁月黏稠，
人生沧桑，
不如跳舞吧。

马樱花

姐前不久退休了。几句话概括前半
生，早年下岗，中年打工，嫁了一汉子，生了
俩闺女。
姐是个大意人儿，没耐性，做事快、糙、
蛮，从来不懂啥慢工出细活儿。她唯一成功
坚持了几十年的事业就是减肥，其实天天挂
嘴边上的减肥大计，不过是吓唬吓唬这一身
肉罢了。姐上菜都一盆一盆的，
一盆鸡，
一盆
鱼，一盆排骨汤，每坨肉都有拳头大，再随便
配俩小菜，
吃去吧，
来多少人都撑得住。外面
吃惯江浙系清淡雅致小盘小碗的闺女一回
来，
直皱眉，
这是饲料呢食料呢？
网络时代嘛，
姐只算前朝遗老，
智能手机
只管接打电话，其他功能全搁置不会用。最
近勉强学会看微信，微信视频不是可以省话
费吗？
说话不把风，
直炮筒子啥都往外端，
她亲
家母都知道她存折上的数字，还精确到十位
数以内，她时刻让人觉得真该给嘴建一个秒
删撤回功能才好。
懒娘养勤快孩子，糙娘养精致闺女。偏
俩闺女吃穿住用都极讲究，姐洗个衣服拖个
地铺个床，闺女都会给她重新来过……姐在
家人面前真没啥威信，
地位挺低的。
有一点很能唬着人，
姐有舞功，
八段以上
级别。就是在深圳打工的苦日子里，她也没
停下舞步。一天累下来，
上场舞几曲，
化淤解
闷，再出一身透汗，
“整个人都轻松活络了”。
她说：
“跳舞就是我的个乐子。
”
如今，经常有大妈大婶拎着牛奶糕点之
类的，到家来请她传授舞艺。退休的日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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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无聊，说快活快活。她早早起来洒扫庭
院，买点小菜做个中饭，跟舞友们切磋下舞
艺。下午有牌局，一屁股坐到 6 点，急吼吼回
家。7 点要上场了，这是她一天的重头戏，华
彩时分，一刻也误不得。穿上闺女给买的时
新舞裙，蹬上 6 寸高的金黄色舞鞋，描好眉梳
好髻，
抹点香水，
风摆杨柳出去了。
我姐入舞场如入无人之境，明星嘛，把
门的人看着她嘴都笑豁了。然后有徒弟接
过她的外套，拎过她的包，一帮子人围着她
嘘寒问暖，这个夸她衣裳好，那个说她项链
亮。
“ 都是闺女给买的，你们觉得好，下次让
她捎。”姐拍着胸脯子豪情万丈。大家纷纷
在她身后排队预约，
“ 姐，恰恰跟我跳。”
“伦
巴带我吧，昨天学的动作没太会。”
“ 我喜欢
牛仔迪克，姐……”
音乐一起，但见一枚华丽丽的胖子或起
或立，或跃或翔，四肢如蔓如翅如练，身形如
电如箭如虹，整个场景如梦似幻。场外围观
的人不自主地屏住呼吸，怕一口气呵出来一
不小心乱了她的节奏，动了她的气场。多虑
了，
这样一位站如松坐如钟的重量级人物，
七
级台风刮过来试试，
怕也未必能撼动。
邀请我姐上家来很费了一番力气。胖
子大都懒，
能坐着不走着，
能呆屋里绝不出外
头。吃方面不用考虑，胖子一般对吃都不敏
感，
玩也没兴趣，
再好的山水对她来说不过是
牛嚼牡丹，拉拉家常叨叨闲事简直是对牛弹
琴，
说不了两句耳边已经起鼾声了。
“我房子下面就有人跳舞，
我小区场子可
大了可好了，
可她们跳的啥呀，
交谊舞鬼扯鬼
扯的，
简直赶不上你一半的一半好，
你来给她
们亮个相搞搞震，让这些低手们看看高手的
风采和舞姿……”
我姐立马兴奋起来了，隔着手机都能看
到她两眼闪闪发光、两脚蠢蠢欲动的样子。
“是吗是吗，
你们那连一个高手都没有吗？
”
“要神马高手，
你来才有高手。
”
“可是，
没有高手，
我和谁搭档跳舞咧？
”
“……要不，你教我跳呗，把我教熟了不
就有高手了吗？
”
“你？跳舞也要基础的。”从手机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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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逛荆州古城。哪知第二天一早她就变卦
了，说得赶回去，周四有一个全国性的研讨
会点名要她参加，周五有个科技项目前期审
核会……我们挤对她，别给年轻人挡道了，
让年轻人上。人家嗤一声，说他们不主动去
学，还要我上杆子追着教啊，我丫头我都没
这么上心过。
话说她丫头，完全继承了她的强大基
因，目前华科研究生在读，9 月赴法国某知名
学府交换学习。我说你这是要跟你丫头齐
头并进比翼双飞的节奏呀。她上来掐我一
把，说哎哟喂，你上次考的那个注册建造师
在哪儿报名呀，
明年我也来考下看看……
左工最霸气，也最有范儿，跟中国新声
音那个台湾歌手官灵芝一样一样的，特别自
信特别幽默。她这些年在专业上一直在啃
老底，心思悉数转移到健身美容上。每天不
是瑜伽就是喝茶，剧透最近在考察美容健身
市场，明年退休后准备开一家集健身美容美
食于一体的高端会所。曾工说你别想着行
贿腐蚀官员呀，她说你们想歪了，我绝对以
服务以品质吸引客户，下三滥的东西碰都不
会碰。我们聚会这几天，天天描绘会所美好
未来，鼓动我们投资，说保准稳赚不赔，比炒
股靠谱。
曾工和我都是资深股民，十来年了，虽
说本金没亏，但此本金是建立在不计银行利
息的基础之上。2006 年，老姐喊我一起在武
汉买房，我舍不得退出股市，结果嘛，就不用
我浪费口水啦。
曾工心态好，说不就是钱嘛，我们坚持
炒股，从某种意义上是在支持中国实体经
济，不像某些人发投机财。王工不乐意了，
嗨嗨嗨，说得比唱得还动听，我就不信你炒
股不是为了赚钱来着。哈哈，话说财赶人，
王工就是个典型。七八年前，她为了不驳房
地产朋友面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在武汉买了
两套房，谁知不出几年，房价节节高升，人家
是赚得盆满钵满。不像我，思前想后犹犹豫
豫，前些天武汉半夜出新政，这下好了，即便
砸锅卖铁凑足房款，人家也不卖我了。可怜
我那闺女，租间胶囊房度日……不过，我和
曾工坚信，股市总有回暖之日，面包会有的，
房子会有的，
未来是光明的。
50+，不再是老之将至，而是真老了。戴
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
“ 老年是一艘触礁的
船。”既然触礁无可避免，那就让它来吧。喝
一杯咖啡，在阳光下徜徉……50+，是人生的
高潮，
暮年的精华，
一样有美好未来候着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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