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浪的女儿
○孙爱雪

有的人
○庞余亮

宋建设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作
品微笑。书法是宋文江代表老家伙送给
老宋会长的新婚礼物：“一对老新人/两
台旧机器/不做不服气/做了直吭气。”

宋文江对着宋建设竖起了大拇指，
说，好小子，你比你干老子聪明得多，
真不愧是我们宋会长的干儿子。

老宋会长并不喜宋文江安排宋建设
做他的干儿子，说，你不要乱开玩笑，
人家宋建设也是有父亲母亲的。宋文江
说，哎，会长，你不要多心哦，你真想
认下这个干儿子，就怕你家的大小姐二
小姐也不答应呢。提到大小姐二小姐，
老宋会长黑了脸。两个女儿曾旗帜鲜明
地反对他和董校长结婚。她们还在镇上
宣称，如果这两个老东西非要结婚，那
老头子的生死就与她们无关了。

麒麟镇的雨多，雨也是麒麟镇的日
子，一滴雨接着一滴雨，从云上飘下
来，落到麒麟镇的老屋顶上，又顺着老
屋顶上瓦楞往下滴，在檐下滴出了一个
个凹槽，凹槽里慢慢积满了污浊的水。
后面的雨滴会在这些水汪里砸出许多水
泡。水泡走动，一瞬间又破灭了。

宋建设已和麒麟镇成为一家人了。
连董校长的儿子刘豆子都把儿子送到了
建设这边。对于董校长和老宋会长搬到
了一起，刘豆子不反对，也不支持，他

并不经常来，他媳妇会把董校长的孙子
送过来，送到宋建设这边。开始以为宋
建设不会带孩子，恰恰宋建设是个会带
孩子的人。

老宋会长跟董校长说，豆子是在剥
削人家宋建设的劳动力呢。董校长笑着
说，难道宋建设就是你一个人的干儿子
吗？

老宋会长也真是喜欢宋建设这个干
儿子，他让董校长把他的旧衣服改改让
宋建设穿。董校长不同意，要去为宋建
设买几套。老宋会长说，我知道你退休
工资比我高，但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样
吧，宋建设不是准备顶那个宋七世的缺
吗？既然顶缺，那我们就给他开工资，
你拿他的工资给他买衣服。董校长说，
那你怎么跟研究会的那些老将们说？他
们都不是省油的灯呢。老宋会长说，我
们民主集中制，明天我把理事会的人集
中起来开个会，举手表决，大家同意给
宋建设开工资的话，不就全解决了嘛。
董校长说，万一他们不同意呢？老宋会
长说，不同意，好像不可能，我告诉
你，我宋明德开过的会，大大小小的，
也应该有一千次了吧，没有一次不成功
的。再说人家宋建设正落难呢。董校长
说，说不定呢宋建设能将来中了状元。
老宋会长感慨说，真不知道你一辈子怎
么教书的？整天小姐啊公子啊状元啊。
董校长说，我也就是跟你说说嘛。

宋建设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有听
懂，一脸无辜，更酷似照片上的英雄宋
建设。英雄的照片是初中毕业照。一寸
黑白照放大的。小平顶，招风耳，抿着
嘴，小眼睛里满是犹豫和羞涩。

董校长喜欢唱越剧，她的嗓音很绵
长，如同一根长长的盒式磁带，被风扯
了出来，挂在了树枝上。建设透过侧房
的玻璃窗，看到了那隐形的婀娜的闪闪
发光的带子，正绕着麒麟镇逶迤不已。
建设记得一个数字：86米。盒式磁带
的带子如果全部拉出来，足有86米。
仅仅比那条煤渣百米跑道少14米。

“……须知我也是心头常牵挂/牵挂
你舟车鞍马路凶险/牵挂你混乱时局全
身难/牵挂你渴时谁人捧茶盏……”

每次，董校长在院子里唱越剧的时
候，宋建设就坐在那里听，满眼的泪
水。宋建设是知音。真正的知音。麒麟
镇上的知音。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知音。

这天，宋建设由董校长和小豆子一
起陪着去招商城买衣服。走到半路，戴
着厚眼镜的宋七世出现了。他握着一把
杀猪刀指着宋建设问小豆子，小豆子，
他是谁？小豆子说，是我儿子的干舅舅
啊。董校长笑道，什么干舅舅？小宋你
别听小豆子瞎说，他是我们家老宋请过
来的。宋七世说，好的，我听说不是请
而是骗过来的。建设说，没有骗子。小
豆子笑道，你听见了吧，人家建设说没
有骗子。宋七世推了推眼镜，对宋建设
说，我叫宋征途。宋建设对他点点头，
算是记住了。

等宋七世宋屠夫走远了。董校长
说，宋建设啊，你看这个人面相，比白
脸曹操还奸，他还有一把杀猪刀，你以
后要少跟这个宋七世说话。建设抬头看
看董校长，似乎不懂，又似乎懂了。小
豆子补充说，他们原来是十八罗汉，后
来这个宋七世要造反，要抢权，十八罗

汉成了十七罗汉。小豆子又说，镇上人
都说宋建设就是新十八个罗汉。董校长
说，他们说得也有道理。

宋建设并没有如期递补成研究会的
第十八个罗汉。这里面的缘由老宋会长
并没和董校长解释。但董校长估计老宋
会长内心还是怵这个宋七世的。宋征途
又叫宋七世是因为他高考复读过七次。
每次进复读班并不是复读，而是疯狂地
追求复读班的女同学。他每天都给女同
学写求爱信，复读了七年，他既没有追
求到女生，也没有考上大学。第八次，
根本就没去考，拿起他老子的杀猪刀做
了屠夫。后来，他凭着一把屠刀一张案
板和一台电子秤，娶了个四川妹子，还
生了两个女儿。生第二个女儿时，必须
交罚款。宋七世一分钱罚款也没交。当
初老宋会长还在人武部，负责罚款，宋
征途让四川老婆拿绳子到老宋会长家上
吊。后来没交罚款，但必须结扎。是男
扎，宋七世结的扎。宋征途和老宋会长
结下了杀子之仇。

宋屠夫宋七世虽没考上大学，但他
可自认为是麒麟镇最有文化的人。他宣
称，我杀过的猪很多，但读的书更多。
麒麟镇历史研究会成立时，老宋会长见
他读书多，有见识，就让宋文江做宋七
世工作，让他申请加入历史研究会。但
宋七世有野心，他要做副会长，还要做
常务副会长。本来定好了的常务副会长
宋文江很不舒服，老宋会长更不舒服。
后来，宋七世勉强做了个理事。每次理
事会宋七世都不参加，宣称，我才不做
宋江呢，我不会被招安的，我做我的草
头皇帝。 （六十三）

长篇小说

非虚构

我回到医院经过粮管所时我换了挂
面，走到邮局时我找小刘看看有没有我
的信。小刘递给我一封信，是刘老师的。
我打开看。刘老师告诉我，我的小说《长
明灯》将发表在《扬州文学》，小说《婚事》
发表在《大风》，两篇都发表哪一个先发
出来，那一个便是你的处女作。这一刻，
我热泪盈眶，喜悦充塞我的心。我觉着天
地都是新的，乌黑的天空洞开了一道光
明的缝。

最艰难的时候，最困顿失望的时候，
在医院这个沉闷压抑的空间里，在我心
情低落到最恶劣的时候，小说的发表无
疑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抚慰，我最深切的
愿望是小说发表了，还会有稿费，稿费在
这个时候是多么重要，我如此需要钱，我
能够用我小说发表的钱给父亲看病，对
于我来说不用发愁作难了，也充满了对
父亲的敬意。刘老师的信给了我希望，也
给了我力量。刘老师在信中写到：你看到
曙光了，继续努力。是的，我看到曙光了。
我的未来还会有光明，我一定会继续努
力。只是现在我面对的是我父亲的病情，
我需要钱给他治病。他还是不能吃饭，还
是吐，靠吊水维持着。这样的情况我不能
安下心。

中午我的朋友袁倩来了。她来看我
父亲。村里媒人也来了。来给我介绍对
象。他说你也不小了，你父亲老了，你不
能执拗你自己的思想，该了老人的一个
心愿了。他的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的

话，我也没有听进去，他不止一次说过这
样的话，其他人也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
话。我不想介绍对象，我说我喜欢写作，
不想早结婚，在农村，结了婚，就不可能
看书写作了。从十六七岁，从我刚刚长高
个子，很多人打我的主意，想把我廉价地
娶走。我知道他们的目的，他们看到了我
的弱小，看到我父亲的年迈残疾。我抗拒
着，从内心反感这样的婚姻。他们以为我
出身贫寒，随便找一个人家把我嫁出去，
捞取他们的好处。并给冠以以后你有家
有人疼爱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劝说我，
我一概不理。

这个时候媒人又来，当我经历了一
些世事后，在医院里，在为钱所困中，
也在父亲衰老的病重中，我第一次把婚
姻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次。孤弱的我
在医院，面对黑夜，身无分文，床上是
奄奄一息的父亲，我无亲无故，没有一
个人给我支撑沉重，没有一个人可以商
量可以倾诉可以把担忧害怕诉说。我知
道了更深的孤苦。我知道了此世的炎
凉。知道了没有人管没有问的滋味。村
庄里也有所谓亲近的人，都是一个个冷
漠的脸，没有人来问一句，这时候，至
少近亲应该来看看，还有我父亲躺在屋
子里的地下，病了多久？没有饭吃，一
块干馍在碗里长醭，没有人知道。倘若
我不回来，我的父亲闭上眼，也不会有
人知道。如此境地，如此凄凉，我还有
什么理由活得有滋有味地去搞写作？我
应该以父亲的病危为重，了却他老人的
心愿。而我的心，在如此的凄凉里，也
想有一个肩膀靠一下。那一刻，我模棱
两可地算是答应媒人看一下。袁倩也说
有合适的说一个吧，你父亲都这样了。
我叹口气，突然泪如雨下。袁倩也眼圈
通红，她揉着眼说：不好就不愿意，不

能过分委屈自己。我想哭，想大哭，泪
就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哭，我想大
放悲声。我知道我不能出声，我不能把
哭声喊出来。

下午打针的时候父亲的胳膊胀起
来，针头动了。我喊护士来重新打针，
护士在左臂上打了四针都没有打进去，
我看着针插进父亲长着老年斑的手臂，
护士说他的手臂浮肿，打不进去。接着
换右臂，右臂打进去，滴一阵，又胀，
针头从血管里出来，臂上鼓起来。我去
喊护士，刚才的护士不敢来打，换另一
个护士打，她看看父亲的两个手臂，她
说：手上不能打了，两个胳膊都肿了。
护士说只能打脚上。我掀开父亲的脚，
把脚面露出来，父亲脚面上的皮硬硬
的，像皮鼓一样硬。护士在脚面上找血
管，来回擦着那僵硬的皮，看不到血
管，护士凭经验插上针，嘱咐我看好，
再不能打，她也没有好办法的。脚上血
管粗，水滴进去。

看着父亲浮肿的双臂，我沉重的心
更深地往下沉。我再次被不祥的预感折
磨着。我很怕，心里充满恐惧，住院三天，
打了三天水，没有减轻一点病情，还加重
了病，我怎不忧心？同屋的小孩下午回
去，他们住了四天，回家再打两天针，是
脑膜炎，感冒引起的，这么严重的病四天
就出院了，父亲打了三天没有一点好转。

村里人来看父亲了。全稻来了，魏楼
的广金来了，父亲看到他们，眼睛里是绝
望。广金黯然神伤，他拍拍父亲的肩，指
指正打的水，意思是病能好。光金和父亲
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对广金说：熬不过
去这一回了。后来，来了好多人，我问医
生父亲的病情，医生躲躲闪闪。一切迹象
都让我心怀不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在
我心里忐忑。我拒绝这个念头出现，我不

去想。不，不会。我的父亲能够看好，不会
有事。他不会有事，我一定能够给他看
好，我有钱了，我手里有一百多块钱了，
我还会有稿费，我要带他去城里，去北京
看病，一定给他看好。他不能离开我，不
能！

黑夜来临，我看着把脸扭向一边的
父亲，内心充满悲哀。病房里没有一个
人。出院的出院，转病房的转病房。剩
下我和父亲，在无声的夜里听一种可怕
的声音在房间里游走。仿佛有一双手要
把父亲带走，仿佛父亲听到了另一个世
界的召唤，他平静的时候，脸上露出安
详。我的心一刻比一刻紧张。晚上他只
喝了两口水，什么都吃不下。我怕，我
怕极了。病房里空荡荡的，斑驳的墙壁
掉着白色的石灰，另外的两张床像两个
空的壳，抽走了人的身体。冰凉而僵硬
地横在一边。我躺在父亲床边的另一
侧，不敢合眼，一遍遍在心底祈祷着，
我祈祷上天慈悲，让我的父亲快快好起
来吧，我愿意做牛做马，我愿意以我的
阳寿换取父亲的生命。

夜里父亲说：臭妮，这样睡累，到那
边床上去睡一会吧，我没有事。过了这个
月就好了。我没有动，我知道父亲心里还
是有希望，他觉着能好。

我不想睡在那边床上，我就斜倚在
父亲旁边。父亲又说：盖上点，别受凉。我
拉被子盖上腿。我穿着衣服，不觉冷。

我在想，父亲在，他在，他在啊，在我
面前，在我回家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他
聋，但他能和我说说话，他能关心我冷，
他能问我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他不
在，谁和我说话，谁管我冷不冷？我出去
时，谁问我回来不回来？

夜无边，泪水一次次从眼眶流出，流
到耳边，流进耳朵里。 （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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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二月初的风像拳头般，砸在了林姑
娘的脸上。到了月底，风又成了打在脸
颊上的巴掌。来上海三个星期了，林姑
娘还是一大早就起来洗澡。她觉得，身
上一直有股鱼腥味。早上洗澡好啊，鱼
还没睡醒，摆脱它们不是难事。可她一
死，它们就在地下齐刷刷地等着她。两
颗白眼珠，一张红嘴巴，把她吃得只剩
下骨头渣。

关于人死后，是炸了烤了还是生吞
了，林姑娘不太清楚。在抖音上，她看过
韩国人生吃章鱼，觉得中国人还是挺温
柔的。后来，在微博上，她看到了日本人
体盛寿司，又觉得咱中国人要脸，有面
子。结果没过几日，在今日头条上，她看
到了广州的狗肉屠宰场。她哆嗦了一
阵，把今日头条卸载了，仿佛它也是同
谋。

林姑娘觉得，上海是她的同谋。她
就喜欢上海，红的上海，蓝的上海，西装
笔挺的上海。她就是上海人，前半辈子
迷路了而已。现在，她离开了云官镇，上
海准备和她联手，把她那些破烂的、摇
摇欲坠的、鱼腥味的过去通通抹杀掉。

洗好了澡，林姑娘换上一身玫红色
西装。这是她刚来时，在上海的一家精
品店里买的。她就喜欢玫红色。二十多
年前，她那个上海的表姐回云官镇，就
是一身的玫红，镇上人的眼珠子都转得
咣当响。林姑娘一直期待着，总有那么
一天，他们的眼珠子，会因为她的归来
而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林姑娘戴上精品店买的原单迪奥
墨镜，甩甩头，太阳就被甩没了。正是上
班的好时辰。林姑娘喜欢这个词，“上
班”，此上班非彼上班也。当年她在供销
社做计量员，供销社没了，又去了造纸
厂做工，把自己的腰压弯了，这个叫“谋
生”。因为是谋生，所以要付出代价。上
班就不同了，上可，下也可，多自在，多
适意，哪怕只是个保洁员。林姑娘推了
推墨镜。在黑色镜片的作用下，上海蔓
延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流金碎光。

来了，凯瑟林？安吉拉热情地喊着。
在上海的公司，人的名字都和云官镇的
不同。安吉拉、莫妮卡、伊利亚、薇薇妮
可。这些都是她们小年轻的叫法。安吉
拉人美嘴甜，说叫林姐太普通了，就叫

“凯瑟林”好了。林姑娘晕晕乎乎的，没
想到一来上海，跟了她几十年的名字也
变了，变得洋气了、国际化了。她昂着头
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想着哪天，把昆子
也换了，找个英国绅士，与国际接轨。

和昆子没啥说头。他肯定无法理解
“凯瑟林”的妙处。他一天到晚游走在鱼
群里，逮到一条杀一条，头发梢都沾着
莹莹的鱼鳞。要是到了晚上，还不把人
吓到了，浑身银闪闪的，乍一看，还以为
哪个鱼塘的鱼王索命来了。

真是羞得很。林姑娘跷着兰花指，
想把墨镜摘下，修长的中指一勾，墨镜
架到了鼻尖处。来者何人？不正是公司
经理盛如风吗？林姑娘微微一喘，好一
个心肝宝贝乱跳。这个时刻，她要是患
上了什么哮喘、心绞痛、迎风倒就好了，
她这么袅袅一扶腰，就落在了盛如风的
怀里。盛经理轻轻地托着她，她也将两
只小手抽出了玫红色的西装，妥帖地安
放在他的胸前。

如风，你该换个领夹了。林姑娘捂
着脸蛋，对空气说道。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座不夜
城……放下拖把，林姑娘脚步轻巧地
走在淮海路上。走那么几步，就到了
上海市人民广场。霓虹一点又一点，
可把林姑娘看呆了。以前，她表姐对
她说过，她就是在这里看到外国人
的。外国人像鸡鸭鹅一般被塞在卡车

上，沿街的人们大喊着“古德莫宁”，前
面的人被踩到脚了，还不忘朝警戒线外
大喊：“好堵又堵！”林姑娘问她，外国人
啥模样？表姐说，白嫩仔鸡一样，细长的
腿，金色的毛发，眼珠像个蓝心的弹珠。
林姑娘陷入了深思。她觉得，嫁给一个
白嫩仔鸡，总比嫁给镇上那些歪脖子公
鸡好。表姐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想什
么想，他们去人民广场转了一圈，又被
卡车拖走啦。林姑娘眼轱辘一动：怎么
着？有人摸到他们手没？表姐横撇了一
嘴：广场上跳舞的，可是排练了三个月
呢。林姑娘又陷入了深思：摸一下手就
要排练三个月，那亲一下嘴呢？结一个
婚呢？林姑娘摇摇头：古德拜！古德拜！

凯瑟林，凯瑟林！身后响起了安吉
拉的声音。凯瑟林姐，我约了美容院做
脸，那边还有调理身体的项目，马上要
三八妇女节了，有优惠活动。怎么样，一
起啊？

在上海的街头，玫瑰香的安吉拉挽
着林姑娘的胳膊，朝着灯红酒绿去了。
林姑娘嗅着安吉拉的香水味，又抽了抽
鼻子，生怕一口气吸走了她的魂魄。上
海姑娘就是好啊，冬天都在穿裙子，长
得细的白的腿，看起来像白鹭大迁徙。
迁到哪里去呢？迁到古琦去，迁到香奈
儿去，迁到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去。

安吉拉换上一身睡服，平整无误地
躺在了床上。林姑娘也讨了一套睡服。
美容小姐在安吉拉的脸上抹抹弄弄，另
一个美容小姐让林姑娘翻过来。林姑娘
要的是身体调理套餐，三百多块钱呢。
不过，店家说，有三八活动。林姑娘翻了
个身。美容小姐往她身上抹油，火辣辣
的。林姑娘刚想唤一声，小姐的手在她
身上拓展开来了。这边是鸭绿江吧，这
边是珠穆朗玛峰，这边是爱琴海，这边
是好莱坞……林姑娘低低地沉吟着。倏
地，小姐的手探入了东非大裂谷。林姑
娘一个激灵，反身甩开了她的手，弹坐
起来。小姐惊道，怎么了你？林姑娘吭哧
吭哧地喘着气，抹掉额上的汗珠：伤，有
伤。

林姑娘的腰伤，不仅仅是被纸张压
弯的。还有个男人。这个男人不是昆子。
当年，她和农科站的农科员好上了。结
果，她怀孕了，农科员家里不同意。林姑
娘腆着大肚子追他，大冬天的，农科员
往莹河里一跳。林姑娘对着河水大喊他
的名字，他却游到了河对面。林姑娘作
势也要跳下去，镇上人拦住了她。推搡
着推搡着，她孩子没了，腰也坏了。林姑
娘不为她的第一个孩子感到惋惜，她只
为没跳下去感到惋惜。如果那天她也跳
了河，人生有了分岔，说不定她早就回
上海了。

那个全身调理项目，林姑娘也没做
完，店家要了她三百八十八元。林姑娘
说，不是有三八活动吗？怎么还这么贵？
店家说，活动是第二位半价，那边躺着
做脸的姑娘，已经付过她自己的费用
了，半价。林姑娘啪地坐在沙发上，看着
美容小姐用补水仪往安吉拉的脸上喷
水雾。

凯瑟林，我快好啦，你等我会儿，等
会请你喝奶茶。安吉拉说着。美容小姐
剃去了她嘴周隐约的唇毛。

林姑娘没喝上奶茶。她觉得，腰疼
的时候不要喝奶茶。安吉拉也没喝奶
茶。听说，奶茶会刺激唇毛疯长。安吉拉
挽着林姑娘的胳膊，晚风徐徐吹来。林
姑娘感觉自己年轻了二十岁。如果她回
到那个年纪，她一定会离开云官镇。去
电影院卖瓜子，去百货大楼卖皮鞋，都
比嫁给一个杀鱼的好。林姑娘深吸了一
口气，安吉拉身上玫瑰花香得浓郁。这
个世界就是这样，永远有人比你年轻二

十岁。
许是安吉拉觉得有些愧疚，第二

天，她就带来了一副塔罗牌，说什么都
要给林姑娘算算。林姑娘不老土，她听
说过塔罗占卜，但从没有见过真的。

你跟我来，安吉拉把林姑娘带到茶
水间，让林姑娘脱下了袖套。安吉拉掏
出了一块白水晶，一束月桂叶，一根白
羽毛。她让林姑娘捧着白水晶，白羽毛
插在她的发丝间，用月桂叶沾了点水，
在林姑娘额前轻轻一点。林姑娘感到了
久违的清凉。这种感觉，就像夜晚穿过
雨后的杉树林。在她年轻时，她经常在
夜里，一个人撑着小
船，穿越云官镇旁边
的水杉林。杉树笔直，
绿意葱茏。她摇着橹，
唱着歌。穿过水杉林，
就到了坟地。那里有
她的妈妈。她想和妈
妈说很多话，而且都
是夜里才能说的悄悄
话。她还会唱歌给妈
妈听。

好了。安吉拉排
开了塔罗牌。你闭上
眼睛，想着你最想问
的事，然后抽三张。

林姑娘抽了三张
牌，分别是命运之轮
逆位、吊人正位、皇后
正位。

安吉拉思考了一
会，告诉林姑娘：凯瑟
林，第一张意味着你
的过去。你过去运气
不好，有过很多次挫
折，一些东西被破坏
了。第二张是你的现
在，你处于人生的转
折期，向左或向右，都影响着你的以后，
但生命力会引领你重生。第三张意味着
你的未来。你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女性，
你会有很大的成就，婚姻也会非常美
满，是一个进步的、有感染力、有影响力
的女性。

太准了！林姑娘紧紧抱住了安吉
拉。谢谢你，姑娘，你真是一个好人，好
人一定会有好报，我真幸运，能有你这
样的朋友。

安吉拉掸了掸衣服上的灰，收起了
塔罗牌、白水晶、羽毛、月桂叶。似乎觉
得很脏似的，她洗了好长时间的手。

林姑娘套上了袖套，开始拖地。
盛经理不在办公室。她为他抹干净了
桌面，擦干净了橱柜，又将烟灰缸洗
了三遍。她哼着欢快的小曲，将烟灰
缸晒在窗沿，目光却落在了盛经理桌
面的瓷杯上。听别人说，这是骨瓷，
价格昂贵。上海的大经理，怎么可能
用大路货呢。林姑娘捧着脑袋，摇了
又摇。昨晚，她躺在床上，看完了
《霸道总裁夕阳花》，讲的是个年轻有
为的总裁爱上了比他大十岁的女人。
这个女人，中等姿色，学历不高，家
境普通，却有一颗比金子还要善良的
心。菩萨总是保佑心地善良的人的。
林姑娘对自己说。小说里的女人，经
历了离婚、失去抚养权、丢失工作的
过程，终于在她林姑娘这般年纪，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总裁说，一辈
子太长，要和珍惜、知足、善良的人
一起过，其他的都不重要。小说结
尾，女人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总裁的
吻。

等林姑娘反应过来，盛经理的骨瓷
杯杯口已经吻上了她的嘴。不是她要吻
的，可能是磁场问题，也可能只是天意，

命运，挡也挡不住的缘分。林姑娘笑得
花枝乱颤。安吉拉都说啦，她的未来，是
她最想要的人生。

烟灰缸已经干了。林姑娘将烟灰
缸、骨瓷杯各回各位。

到了下午，骨瓷杯引发了一场大风
波。秘书为盛经理沏好了茶，部门领导
围坐在桌子旁，等待着他下达任务。这
是一场妇女节前的预备会议，盛经理准
备表彰一些优秀的女员工，并且为公司
的女性客户准备接下来的回馈活动。他
们都知道，三八妇女节是女性消费的高
潮，而最近公司正和一个女性品牌的国

际大客户商谈，如果成了，今
年的年终奖不是问题。部门领
导握着派克笔，端坐着等待。
盛经理环视了一圈，清清喉
咙，啜了一口茶，却噗地喷了
出来。

谁也不知道，盛经理的茶
中，为什么会有一股刺鼻的鱼
腥味。会议也没进行下去，盛
经理扶着墙干呕。秘书把他送
去了医院。后来，一切指标正
常，而秘书被降级成了前台销
售。那个白净匀称的骨瓷杯，
被盛经理摔碎在了地上。林姑
娘俯下身子捡拾碎片，安吉拉
挤了进来。她给盛经理送来一
个珍珠瓷的瓷杯，比骨瓷杯还
要漂亮，圆润。盛经理抚摸着
杯子，眼里全是笑意。

公司似乎进入了节前的
狂欢。盛经理吩咐，三八妇
女节前，要把公司的窗帘全
都换洗一遍，给公司的女性
们一个清清爽爽的环境。林
姑娘搬来凳子，一个个地卸
下窗帘钩。清洗公司的人来
了，没过两天，窗帘送回来

了。林姑娘挂好了窗帘，拧干了抹
布。林姑娘踩着凳子，握着刮水器，
来来回回。刮一下，窗子外的建筑物
清晰了。再刮一下，窗户外显现了林
姑娘的脸。这是怎样一张脸啊。当她
还年轻时，云官镇的人都说她就是林
黛玉，杏眼柳眉，鹅蛋脸，樱桃唇。
要不是被那个跳河的男人骗了，她会
嫁得很好。现在，杏眼小了，柳眉弯
了，鹅蛋成了蛋饼，樱桃只剩了核。
林姑娘用抹布擦了擦那张虚幻的脸。
一个恍惚，脸小了。再一恍惚，脸没
了。一切只剩下了灰烬。山水是灰
烬，高楼大厦是灰烬，数不尽的人来
人往，也都会成为绵延的灰烬。他们
说，宇宙是寂静的。可是，如果她在
宇宙说话，那她是说给谁听的呢？

林姑娘摇了摇头。一瞬间，灰烬里
矗立起了房屋、船只、各色各样的旗帜。
一瞬间，又一种生物布满了地球。他们
也许像人类，也许并不像。可是，她所见
到的，真的就是呈现的吗？她见到的，只
不过是她的感官感受到的东西，她感受
到了，还要被自己理解。那这个世界对
于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吗？她不明白
的是，大自然为什么要给我们一双眼
睛？我们为什么要拥有视力、听力、触
觉？我们既然一起存在着，有着共同的
宇宙与感受，那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区分
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年老的女人只有老
去，年老的男人还会有第二春？为什么
女人一到年纪，就必须嫁人？身为女性，
就只能依靠那些满嘴谎言的男人吗？为
什么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为什么
我们要被这些雄性激素的动物驯化，为
他们洗衣、做饭、生孩子？为什么我们没
有话语权，为什么我们不能让男人们为
我们生孩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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