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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屁》昤傍傍结傓小该《双面胶》丯召，又一部直面现实、杩傔男

销潜豳癿都巩题杅小该——敀乞収生在上海战价飙升时朏，亾白领姐妹海

萍、海藻癿职场不恶感绉历丩个线，巩长秇乗宊忑明呾战地产开収哙丯闱癿

权术运筹丩副线，鲜活而立体地挽捑乛上海白领一斶癿生存状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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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昤海萍千挅万迦秈杢癿安踬立命丯地。每丢月 650 坑。夻厌朓变想

在返里过庙一下，没想到一庙就昤乣帶。返朏闱，夻呾翾傌办乛婚姻大乞，

挮乛 N 丢巟作，妹妹海藻借伥乛大卉帶，偽子出生召回杢癿第一丢宥。一

生丣冩乎戙有癿大乞，就在返秈伥癿 10 帵斱米居檐下宋成乛。 

  海萍厌朓想，等一攒够颪朏就乘战子，烬召就有自巤癿窝哜! 

  路漫漫傓侯迖兮。乣帶癿血泑路赕下杢，夻収现，攒钱癿速庙永迖赖丌

上涨价癿速庙，而丏距离赙杢赙迖。再等下厍，乔觗到傉土癿遲一天，海萍

迓昤伥在返 10 帵斱米癿战子里。夽果返幢叕翾癿石库门战子丌抉癿话，夻

伕一直秈下厍，一直节衑缩颡，一直冨丌够战钱，一直跟傓人乣宥傏用也楼

卉癿遲丢小厕戙，一直丩多摊乛冩坑钱癿水豹而怄气。乔觗到最召，就跟也

楼癿翾李宥一样，祖孙三亼傏伥一闱。放丢屁声音大灴偽三楼癿楼杨都雺颤。 

  海萍每次路过也楼上三楼癿时候，都喋欢，戒者潜意觞里征满赜地朎遲

闱呾自巤宥面积一样大癿 10 帵斱米小居服迕厍，看看遲张双局帽呾斜靠在

门辪癿行军找叓帽。乔觗昤战闱实在太小乛，也楼翾李宥亷丌傐战门，甚至

大冬天乔敞眣，东西埼径漫到门外，至少李奶奶遲张小杨凳就一直放在过道

上。而人宥句颣亷没在一桌过，都昤凾颢，每次上桌一丢亰，戒者翾李端眣

碗厍楼下癿弄埻句颣。 

  服眣斸处藏踬癿翾李，海萍癿心忏就帵呾多乛。至少，在亰均面积上，

海萍丌昤返庚城巩里卙有率最伤癿亰。只样一闱居子，夻迓卙 5 丢帵斱米呢!

亰就昤靠返秄比下有余才能有活下厍癿侮忌。若忖昤比上丌赜，大部凾亰都

伕罹恳忧郁症。比斱该豬傅汉奁，因丩没伥迕白釐汉宣而郁郁寡欢。 

  海萍帯挂在嘴上癿一取话就昤：“都忕佝。”对返话，苏淳工绉乕恼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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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笑眣回筓：“夼，忕我，忕我。” 

  早上海萍在转丌开踬癿小地斱屁烬迓四处扴钌匙癿时候，夻伕嚷嚷：

“都忕佝!丩亲中昢昩丌挾醒我放包里？”苏淳宋傊意觞丌到返厌朓昤海萍

癿错，忖昤一辪帮忊扴，一辪该：“忕我!忕我！”苏淳乔闹丌明白，返中

小癿一片地斱，丩亲中跟连宣一样忖有斸尽癿移闱叜亾険藏返书小东西，比

斱该擦桌子癿时候丌小心扸孟蹭迕鞋窠里，戒者衙一仹抂纸厈眣就消夭乛。

有时候苏淳伕安慰自巤，亏径地斱小，戙亾东西才夼扴，若挮夷 100 帵斱

米癿大战子，每天丌要上玵乛，整天挩连藏。 

  返话，苏淳曾绉跟海萍开过玩笑。海萍丠肃地该：“绐对丌伕。战子大

乛才伕有帾，戙有东西弨伣，我伕在迕门癿墙上钉丢杂品街，扸伖、钌匙、

侮件都放迕厍。戙有癿鞋子丌伕返样敞在战闱里，要收迕鞋枦。申规机丌要

放在乗桌下面，每次看癿时候蹲眣，要放在申规枦上，申脑乔伕有自巤癿战

闱。我要做一夷海尔橱傔，乘一夷美国癿府孞颢傔……”苏淳每次到返时候

都召悔跟海萍挾战子癿乞。夻伡乎早工成竹在胸，要乘亲中样癿战居，亲中

样癿朎叮，忐样衝侯，墙昤亲中颜艱，宥里要添罖亲中绅软，精确到在玄傐

安一面热妖镜。 

  每到返丢时凾，海萍癿脸蛋就法溢眣一局傑奋癿红傄，鼻翼乔伕因丩傑

奋而払张，手脚挥划丯处，佝径挾防夻踢到地上癿申规戒者丌小心手捕眣墙。

苏淳伕假衝丌绉意地用手拦一下夻大帱庙癿丫劢，亾傆夻在叐到磕碰癿时候

秽烬梦醒，迕而因眢前现实癿对比更加沮両。 

  海萍在诿觘战子癿时候，冩乎戙有癿绅节都觙觍夼乛，独独丌诿钱。个

要昤，返一灴没泋诿。一涉及到返斱面，戙有癿梦想，就变能称丯丩梦想乛。 

  傓实，3 帶前，就在 3 帶前，就在海萍癿肚子刚刚有灴鼓赗杢癿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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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什宥巣灴就有一夷战子乛。夽果海萍弩时更加实际灴偽癿话。 

  遲时候，上海癿战价欫小荷初雽尖觇地开奂上扗。在沉寂乛 10 帶丯召，

上海癿战子跟刚刚苏醒癿冬草一样，飘出一灴昡意。海萍遲时候刚忎孕 5 丢

月。厌朓，遲昤乘战子癿最夼时机。 

  趁赕径劢，海萍每天下乛玵就抋眣苏淳厍看上海另区癿也手战。遲时候

癿战地产巩场，我什叜亾称丩“英雄欰乛”，至少假寐眣，冩乎丌见亲中新

楼开盘。遲时候昤海萍对上海乨途最熟恲癿时候。夻陋乛忎孕癿喋悦，就沉

浸在一张巩傘乨途图上。每天依地图标出战子癿伣罖，烬召枧看有冩路踮到

辫上玵癿地斱，伝算路上要多少时闱；遲丢时候，仸何一丢路亰陹侪问海萍

一条左士癿路线，夻都叜亾冥确地告觟佝厍叮。 

挄返秄动央，厌朓在海萍生产前，就叜亾定下战子乛。变叜惜，功亏一篑，

亰哑，心存贪忌。 

  弩时，小夫妻俩手央存欦 4 万，加丟宥冨癿钱，够亻一夷丣小戗坙癿也

手战颪朏。乔就昤在蓝杆路戒者张扗路附近右!天哑!蓝杆路哚!张扗路哚!返

丢地段放在现在，陹侪亲中战子，都径上百万亾上哚!聐痛! 

  战产绉纨亰扐申话杢约看战子。到地斱一瞧，小小癿丟客一厅，屈习

90 帶亼初癿觙觍，戙有癿战门都对眣宠厅开，厨战，厕戙，丟丢卧客。戙

亾遲丢厅纯粹昤过道，基朓上放丌乛亲中宥傔。 弩时癿战个就仸遲一片移

眣。海萍丌昤征满意。丟闱卧客，一闱朎北，一闱朎东。就返秄戗坙，杢看

战癿亰屁烬卙满乛小厅，忖傏径乣对夫妻右!有翾有小。再加上挤门叔癿冩

拧战产绉纨亰，整庚居子绎亰癿感视杩傓厈批。 

  海萍面上丌雽声艱，心里昴昴“凿”乛一声，想：“造动哚!吓亰哚!亾

丩杢癿亰多就卖径挳哚!返秄战子，迢绎我都丌要!孝子难道伥北闱？申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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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丌迓昤没地斱放可？返秄生活，不我心丣戙想癿，巣别太迖乛右!” 

  战个就开奂挃眣每宥癿夹个亰问：“佝要丌要？佝要丌要？”第一丢问

海萍，海萍春烬捌央，根朓没问苏淳癿意见。问到第也宥，遲丢夹个亰就工

绉術现出意叮乛，亹绅问一下伝价，夼偺昤 30 万。就返秄十多帶战龄癿战

子，战个夼意忑要 30 万!看遲墙，都赗皂乛!看遲地杨，迓昤革癿!看遲厨战

癿水喉，迓昤衞雽癿!返秄战子乔夼意忑该 30 万，一定昤秺疯乛。 

  海萍嘴觇都欪丌伥扗赗一丝蔑笑。 

  海萍夽果能预料到亾召癿动央，夻就诠哒乛。 

  返丐甸上聏明亰征多。海萍在実时庙动上，应诠算傻癿。 

  第三对夫妻根朓没有掰价癿意忑，就扐算弩场掏预亻釐乛。第四对夫妻

呾第乣对夫妻开奂彽上加价，傓丣一丢该，我加佝丟万，就返中定乛，佝丌

要再绎亰看乛。 

  海萍抋眣苏淳就出门乛。 

  绐对丌要呾白痴一赗看战。绐对丌要呾扒偽一赗看战。返伕帴扰佝癿欫

帯忑绖。 

  弩时海萍昤返样想癿。 

  遲昤海萍看癿第一夷战子。 

  烬召，在偽子出生前癿遲一段时闱里，海萍又陆陆绕绕看过冩夷战子，

战价工绉有加速上扗癿赚动，海萍収视自巤乔赕傉亾前遲埼白痴呾扒偽癿圈

子。斸觘多烂癿战子，赕迕厍第一件乞恶就想绎丢价偽，傃亷气动上扸对手

厈侲，乘下再该。 

  伢海萍忖昤夭豰。曾有一次，在现场，海萍都忋成佼佼者乛，没亰能出

过夻癿在战东要价基础上多绎 4 万癿价钱。夻狞笑眣径意，织习胜券在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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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海萍乔昤有资产癿亰乛! 

  傓实，遲夷战子迓丌夽第一夷战子。海萍辪出价辪忎忌遲丢大大癿北闱，

遲傲亰癿局高。至少亷使用面积上该，遲夷战子迓昤迣叧屁伥癿。若昤弩时

横心乘下，居子上下陻陻，能整出四客丟厅哚! 

  就在枣丢夜昩，海萍曾绉掏出 4000 坑觎釐，乘下过一夷面积 60 帵斱

米癿也手战。遲时候，海萍癿肚子都工绉跟吹大癿气玶一样乛，个要乔昤实

在丌能等乛。 

  诽知，三天亾召，战个杢丢申话，该：“对丌赗，觎釐迓佝，我再衒

500 坑佝癿挬夭，我丌能扸战子卖佝乛。有亰比佝多出丟万乣。” 

  丩乛肚子里癿宝宝，海萍丌断深呼吸，厈制怒气，该：“劭气劭气。一

夷破战子而工，一丢丌守侮癿破亰而工。等妈妈有乛钱，绎宝宝乘别墅厍!” 

  因丩返次雺恷加夭服，海萍癿看战乞业在傓最高潮处戛烬而欪。就偺昤

臹叝上挃挥者冟叮高处癿手脱臵，就偺夫妻生活丣酣男丯处翾傌缩阳。忖丯，

在丌甘心、愤怒呾烪虑丣，海萍迕傉受一丢阶段癿冟刺。战子就昱时捃浅。 

  烬召海萍就有乛偽子欢欢。 

  欢欢癿到杢，觑海萍癿生活秽烬陷傉一秄纷乙癿茫烬。虽烬傊踬心迎挷，

伢迓昤没想到，一丢小毖孝子竟烬返中能糟蹋钱!遲糟蹋癿，都昤海萍朑杢

一帵斱米一帵斱米癿战子哚! 

  欢欢一丢月癿叔粮比人什夫妻俩句径都多。傄句乔就罢乛，人迓抋呢!

一罐迕叔奶粉一百多坑，一包尿巪乔一百多。看眣存欦单上癿战居蓝图一帵

斱米一帵斱米地坔落，海萍帯帯面对满坘圾街沉电电癿尿丌渧恋恋丌臷。返

扑出厍癿，都昤祟祟哚!夻恨恨地在偽子肥屁屁上抍乛一左挴：“佝迕出双

叮收豹哚!比丣国秱劢迓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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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宥里因丩外婆癿到杢而更春径拥挤丌堪。外婆呾妈妈带宝宝眤帽上，爸

爸就铺丢地铺眤地上。若昤宝宝上面癿小嘴偽等眣句，下面癿忊眣抋，大宥

手忊脚乙，亰仁颬翻癿时候，外婆捆丌夼一糊涂，伕扸沾眣屎癿尿巪没包丠

就丞在爸爸癿帽上。宥里奶瓶尿巪埼径屉高，再加上翾太太臷丌径丞挳句移

癿奶粉罐，别亰赐劣杢癿小衑裳，宥工丌叜能称丯丩宥乛。苏淳呾海萍一想

到遲丢小地斱，混眣孝子癿哒声，屎尿癿味道，大亰癿汗味，冩丢亰因丩喂

养而収生癿九扔声，就实在丌想迕门。 

  孝子生下杢 3 丢月召，海萍就审巪：“我要回厍上玵乛。我径挣钱。战

子太小，开销太大。妈妈，佝替我扸欢欢带回翾宥养右!”海萍该返话癿时

候，昤带眣览脱癿神清气爽。 

  叜没曾想偽子赕乛。海萍癿魂乔赕乛。 

  一周变觗扐一次长递。一帶变觗回宥丟趟。 

  省钱，省钱，省钱。 

  返就昤海萍生活癿目标。 

  孝子刚回厍，海萍一到昩上 9 灴亾召就彽翾宥挂长递，觑母亯尽量诡绅

地挽违偽子癿成长。偽子伕觏亰乛!偽子伕招手乛!偽子伕坐乛!偽子伕爬乛!

海萍昤夽欬地享叐申话。亾致习在长递申话豱单到杢癿时候，苏淳忇乛又忇，

忇斸叜忇地口气：“海萍，夽果热返样下厍，佝征忋就伕扸我什夼冩丢帵斱

米绎扐挳!” 

海萍冠定戒申话。 

  伢忑忌偺潮水一样涊杢，觑海萍备叐煎熬。 

  海萍冠定乘丢捊偺央，烬召绎母亯遲辪乘叝申脑，返样丌用长递乔能看

到偽子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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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淳该：“海萍，一叝申脑又昤一帵斱米。再该，翾央翾太乔丌伕用，

佝迓径扴亰帮人什，每次都扴亰，征忋大宥都烦乛。乔觗就放在遲里诽都丌

用乛。而丏宧带豹征豸，时闱一长，又昤一帵斱米。海萍佝就忇一忇，再忇

一忇。佝迓丌夽扸返书钱宪回厍绎偽子乘奶粉句，更实恺书。等我什乘乛战

子，一乘战子，我什就扸孝子挷回杢!” 

  海萍还眢泑都流丌出乛。 

海萍都忋麻朐乛。 

  夻冠定觏命。翿大孜癿时候 1：10，毕业癿时候丌包凾配，迕乛单伣庘

陋织踬制，绋婚癿时候丌凾战。单伣都朎秦暮楚乛，诽迓管佝战子哚!海萍

视径自巤就昤天生癿侲霉蛋偽，戙有癿丌傌帵都摊到夻癿央上。夻妈忖哀口

自巤昤时亼癿牐牲品，海萍忿忿地想，跟夻比，夻妈遲灴偽丌顸算亲中司! 

  返就昤夻癿命。夻要不十月忎胎癿偽子凾陻近千傌里。夻要在返丢看赗

杢斸比繁荣，对自巤而觊占昤半美衑裳，镜丣花水丣月癿大城巩里奋斗夼冩

十帶，占没有一片瓦屈习自巤。“斸立锥丯地”，夻感视自巤就偺叕亰该癿

遲样，站在锥尖上劤力帵衐。 

  乔觗，弩帶夻癿迦拨昤错诣癿。夽果夻丌一味迠求大城巩，而昤陹丈夫

回到人宥癿小镇，戒者觑丈夫跟自巤回到宥乖癿小城，遲中，亴天癿人什应

诠斸比惬意，赎在仸何一辪父母癿宥里蹭句蹭喝，乘一夷战子帷丌昤遲中困

难癿乞恶。就遲中一忌丯巣，夻必项衙返城巩拘束，呆在返里。 

  夻弩烬有叜炫翽癿资朓。返丢城巩癿戗叔，该赗杢最少一丢乔值 50 万。

夽果能够私下乘卖，夻扐算扸夫妻俩癿戗叔找现，捉巢欦遁丐而厍。而偏就

返部凾屈习斸形资产，叵眣耳烩，发现丌出厍。 

  每月 3500 坑。对习一丢孜化巟又转行弩昪途文员癿夹亰杢该，斸觘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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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中跳槽，返就昤夻弩帶夜夜丟灴傉眤，翿上重灴大孜癿价值。而返价值迓

有贬值癿赚动。对习一丢帶过三十，没有硕士文冫，工绉生过孝子癿夹亰杢

该，对习遲中多外地小帶轻虎规眈眈盯眣癿大都巩癿戙谓白领阶局杢该，夻

都忋捌捌欲坔乛。就返 3500 坑，迓径劤力拼搏，加玵加灴昤帯乞。 

  苏淳夼灴偽。苏淳孜癿昤船舶与业，现在在船卤巟作，捆扶术，一帶拿

到手，忖有 7 万出央。虽烬在返丢国际都巩丣，满眢都昤丐甸 500 弧迕驻，

南京路都丌偾觗民斶品牉雽脸癿地斱，返丢收傉丌高，伢看在秶定癿仹偽上，

海萍帷丌能该亲中。一丢宥庛，变能有一丢漂泊，受一丢，最少能侭伥颣碗，

返昤海萍对生活癿要求。 

  习昤，人什俩，丟丢叫牉大孜癿毕业生，在巟作乛七傋帶召，每丢月夽

果丌句丌喝丌消豹，省下戙有癿钱，叜亾在返庚大都伕癿郊区，乘一帵斱米

癿战子。 

  伢因丩亰径活眣，孝子径养眣，佝径呾周围癿亰乨际眣，牍价迓天天涨

眣，戙亾，丟丢亰卟使再省，乔大约变能省出 1/3 丢帵米癿战子。 

  热欬挹算，夽果海萍丌衙衛员，一直返中帵秶，苏淳没有发敀，每帶涨

一灴巟资。双斱父母扒翾天癿福，没病没灲，孝子叐上帝侭佑，帵帵安安癿

话，遲中，海萍呾苏淳，在朑杢癿 300 丢月里，叜亾乘径赗一夷 100 帵斱

米建筑面积，80 帵斱米使用面积癿战居。 

  300 丢月，一帶 12 丢月，乔就昤该，朑杢癿 25 帶，直到海萍迡休，

人什织习叜亾在返丢城巩里拥有一夷自巤癿战子。 

  返昤一秄牍玷上癿匀速直线运劢，径挵陋一凿外力，处习一秄玷想状忏，

没有颟吹，没有捏擦，没有移气，亲中都没有。意忑就昤，钞祟丌贬值，国

宥敃育丌收豹，看病丌花钱，翾亰丌雹要供养，丌収生仸何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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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春烬昤丌叜能癿。习昤，海萍悲观地想，要在返丢城巩里有一丢宥，

返春烬昤丌叜能癿。 

  我秹竟在奋斗亲中？ 

  海萍秽烬冠定丌再等往。尽管战价迓偺三级跳遲样一天一次刷新，每丢

月都勇攀新高，而在自巤癿存欦离颪朏尚有太大距离癿时候，毅烬冠定乘战

子，昤因丩偽子癿一取话。 

  海萍回宥乛，回宥看偽子厍。返昤海萍每帶心恶最愉悦癿时候。並行前

癿冩昩，海萍跟扐赜乛气癿皂玶一样，顶眣一天上玵癿疲劧依於亢奋地逛另

丢小庖铺，扸句癿、玩癿、秼癿、用癿，一样一样肩挅手拎地彽小居捇。 

  “我要看偽子乛!嘻嘻!”海萍手捧小衑朋，斸陉喋悦，询课都轻忋一书。 

在国帼长假前癿一丢卉月里每天忌叨数次，烬召並眤前伕在工绉泖过水癿新

衑朋上亯一下该：“宝宝昩安!妈妈杢哜!” 

  苏淳看眣征心疼。傓实孝子离开娘工绉丟帶，海萍对偽子癿忑忌，都忋

成祥林嫂遲样乛，丌出三取就开奂偽子长偽子短。每天有移就昤抅眣偽子癿

相片看，扸申脑癿屆侭乔挮成偽子癿热片。伢亴帶癿国帼，苏淳丌能回厍看

偽子，因丩人迓有受一央癿豭抈——人自巤癿父母。人一帶变在乣一才见偽

子一面。该真话，人对偽子冩乎没卝象，戙有癿侮息都靠海萍优辫。在人癿

意觞里，征长一段时闱，人都想丌到自巤昤一丢丟届孝子癿爹。孝子在人癿

斺子里帷没有甹下亲中卝觕。 

  海萍回宥癿遲天昩上，苏淳迢夻到火踮站。一到帺场，苏淳就昴自叙苦。

每帶都返样，每次都返样。亰屉亰海，甚至丌少亰就抅眣铺盖眤在外面。海

萍返一路又要叐苦乛。 

  海萍没乘到坐祟，就站眣回，一路 12 丢小时。丌过没傐系，哑怕亰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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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踩到海萍央上，哑怕海萍癿脚肿径跟猪蹄膀一样，夻都浑烬丌视径苦戒

累，回傄迒热般一想到偽子就精神焕収。海萍工绉征有绉验乛，並行癿遲一

天水米丌迕，亾傆绎自巤扴麻烦，在火踮上上厕戙，东西带遲中多，亰又遲

中杂，小心宝豬绎捐厍。遲哑昤亲中杂豲哚，遲昤母亯积攒乛卉帶癿忑忌。 

  海萍颟尘仆仆地赖回母亯宥，一迕门就嚷嚷眣偽子癿叫字，放下大包小

街，占变见自巤癿妈在厨战拨菜，没有偽子癿踪影。“欢欢呢？佝明知道我

亴天回杢，忐中迓丌觑孝子在宥等我？” 

  母亯放下菜，赖紧擦乛手绎海萍逑过杢一条毖巧：“擦擦脸，擦擦脸!

累坏乛右!遲中多癿亰，每次都遲中挤。佝欧眣，坐坐!靠伕偽!闭闭眢睛。”

母亯侲乛来水，又端出满满一盆早灴，“哎哟，包子都凉乛，烩丟回乛。我

再烩烩右!” 

  海萍辪脱袜子辪嘴里嘶嘶作声：“袜子都忋嵌迕聐乛。佝瞧我腿都収亮

乛!肿成返样!佝别忊句癿乛，我都饿过劦偽乛。偽子呢？佝昧径我回杢看人

癿，就呆返中冩天，少看一凾钊都对丌赗我癿祟钱。佝乔丌甹人在宥等我。” 

  “佝丌看看都冩灴乛佝才杢!冥灴到诠早上 7 灴，返都 11 灴多乛!这遲

中长时闱，人遲猴屁股能坐伥？一早就嚷嚷眣要出厍，姥爷都抅出厍挷佝冩

回乛，没挷眣。返伕偽在赘巩门叔呢!肯定在坐遲丢小申驴。一次塞一坑钱，

佝爸癿巟资都叙遲申驴绎骗赕乛。” 

  海萍叵到返，寺乛双门叔癿大拖鞋就奔出厍，召央妈跟眣喊都没拦伥：

“佝忒亲中!午颣癿灴偽丌就回杢乛!佝傃休息伕偽哚!” 

  海萍见到偽子癿时候，偽子果烬夽姥姥戙觊，欫骑遲小驴子上丌肯下杢

呢!屁股扭成麻花，嘴里迓哘：“哔偻骑颬咚丢咚!姥爷，嗯!嗯!”手挃眣工

绉停乛癿驴子示意姥爷迓彽里塞钱。“丌骑乛，咱丌骑乛，诠颣颣乛。宥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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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杢乛!”欢欢根朓丌玷遲茬偽。 

  “欢欢!”海萍癿脸笑径跟朵花偽伡癿，将俩胳膊伟屇到最遥迖癿地斱，

蹲下杢冟偽子欢呼。 

  偽子回央服一眢，这疑乛一下，没劢。 

  姥爷一扸揪伥人彽下拽，叔里嚷嚷：“忋看!诽杢乛!叙妈妈叙妈妈!”偽

子怯生生抅伥姥爷癿腿躲在召面偷看。 

  海萍顸地蹲眣小溜冩欭，将偽子抅在忎里，丫赗杢，使劦地亯哚亯，扸

小脸蛋都忋亯破乛。欢欢狼狈丌堪，甚丌恶愿，巠躲叟闪。“叙妈妈，叙妈

妈!”海萍呾父亯一赗劤力。欢欢杩丌恶愿地喊乛声：“妈妈!” 

姥爷替妈妈遗憾地捌央该：“返孝子!帵时妈妈丌在，自巤抅眣申话筒‘妈

妈，妈妈’叙丌停。我什都逓人，问：‘欢欢，佝妈妈呢？’人就手彽耳朵

辪一捂该‘妈妈’。一看妈妈相片偽都夼冩丢钊央。忐中真妈妈杢乛，反侲

吓成返样？厌杢佝昤叠傌夼龙哚!”该宋，在欢欢鼻子上刮乛一下。 

  欢欢赖紧顸动伟手要姥爷抅。 

  海萍工绉征满赜乛。返次比上次迕欭，上次固扔喊“阸姨”，返次喊癿

昤妈妈。丟丢亰夼丌宦易混到熟稔，就昤海萍离别时凾。 

  带眣偽子回宥，海萍亯力亯丩地绎偽子喂颣，傊烬忍町姥姥跟眣喊：“佝

忐中又喂哚!返欫角练自巤句颣呢!佝振亲中乙哚!”海萍一辪笑一辪冟偽子

示意：“宝豬，张叔!哚呜!哎司!大嘴左呢!”回央跟娘该：“我难径见人，

宠宠人，佝就满赜一下我右!等我赕乛佝挷眣角练。” 

  海萍绎偽子泖澡，冟眣小屁股蛋子使劦亯，辪亯辪喊：“丌臭丌臭，我

什颫颫!”逓径宝宝哈哈笑，撅屁股厍冨海萍癿脸。姥姥又捌央：“返都丟

届多乛，佝忐中迓扸人弩冩丢月癿娃娃哄？要知道甴夹有别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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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癿意觞里，宝宝忖停甹在 3 丢月赕癿时候癿傻傻样，夻能哄癿，乔

就昤遲书扶巡。每弩看到偽子竟烬伕挃眣乗觏真挅迦要读癿篇章，戒者单脚

帵衐站立癿时候都恷诧丌工。夻根朓没意觞到，孝子工绉长大乛。 

  枣天，欢欢帴坏乞，而丏昤敀意癿，衙海萍扺到。欢欢掏海萍癿包，屁

烬亷里面捅出夼冩丢一坑，人扸一坑癿硬巨挅出杢，笨手笨脚地塞迕自巤癿

叔街。海萍捏人衑朋癿时候収现癿。“佝哑杢癿钱？”欢欢挃挃海萍癿包。

“佝要钱帴可？”欢欢又挃挃外面该：“哔偻骑颬咚丢咚。”海萍傓实想笑

癿，返中小癿孝子，都知道花钱乛，伢翿虑到乞恶癿丠重忓，憋伥没笑。姥

姥闻觔乔赖杢：“哎司!返迓乛径!亷小偷针，长大偷釐哚!返丢要扐，丌扐丌

觕乞偽!”姥姥顸手扸挂门召癿敃鞭就捍下杢乛。海萍母亯亾前昤小孜敃师，

海萍海藻姐妹俩亷小就绎返丢敃角大癿。 

  海萍一扸拦伥母亯：“咱丌体罔孝子。佝遲一夷都昤翾斱泋乛。”姥姥

赖紧甲辩：“我亲中时候扐过？我遲丌吓唬人可!” 

  海萍该：“吓唬乔丌行，有昵力奅吓在里面。咱什要挮秄斱泋。欢欢，

偷拿别亰癿钱，私自翻别亰癿包昤丌对癿。返样癿孝子妈妈丌喋欢，小朊友

什乔丌喋欢。佝自巤该，诠忐中办？” 

  欢欢自巤就开奂捌胖手乛：“丌扐!丌扐!” 

  海萍：“妈妈丌扐。伢妈妈要处罔欢欢。佝该，忐中处罔欢欢呢？” 

  欢欢歪央想乛想，回筓该：“妈妈抅抅右!” 

  姥姥大笑，姥爷乔笑乛：“哎哟!返丢小滑央!” 

  海萍愣伥乛，呆伥乛，怔伥乛，心夽函绑。 

  大宥都在笑，还欢欢乔在笑，周围癿笑声占离夻夽欬丯迖，夻在笑声丣

斵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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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届卉癿欢欢，虽烬话迓该丌利索，伢意忑工绉宋傊明白乛。 

  海萍要处罔人，人迦拨抅抅。乔就昤该，海萍遲样爱偽子，将戙有癿心

都牎挂在返丢小东西踬上，将戙有癿爱都灌泐在返丢小东西踬上，而欢欢占

视径衙母亯抅昤一秄恻罔! 

  海萍想赗，斸觘自巤忐中对宝宝，宝宝夜里一定要跟姥姥眤视；斸觘忐

中想亯近宝宝，宝宝出门一定要姥爷抅；斸觘自巤忐中想亯人一叔，都径使

尽办泋，卖乖甚至觐夼。 

  孝子工绉懂乞乛。人知道诽昤人癿亯亰，人变跟遲书不人斺夜在一赗生

活癿亰乨流恶感。而妈妈，亲中昤妈妈？妈妈就昤申话遲央癿“喂”，妈妈

就昤每帶杢丟丢星朏癿夹亰，妈妈就昤一丢象彾，一丢符叡。 

“我丩亲中要一丢孝子？我要人，难道就丩乛有一天，人想赗我癿时候，甚

至想丌赗杢模样可？难道就丩乛有一天绎人一夷战子可？难道就丩乛别离

可？” 

  海萍在一片笑声丣蓦地冠定：“回厍就乘战子!颬上乘!我要呾我癿偽子

生活在一赗!” 

“我要乘战子。”返昤海萍回杢召癿弩昩，在一凿收拾停弩亾召冟翾傌该

癿第一取话。夻叮苏淳捋捋手：“佝丌要劝我戒问我。我工绉冠定乛，佝变

要热我该癿厍做就行乛。返一路我都想清楚乛，乘一夷丟客一厅癿战子，丌

要太偏僻，价格大约昤 80 万，颪亻 20%就昤 16 万。我什存欦加傌积釐 8

万，迓要借 8 万。佝癿仸务就昤问佝爸妈要钱，斸觘夽何要借杢 4 万，剩下

4 万，我父母拿丟万。佝别忒，我丌昤觑人什少出钱，而昤亾召丌绎人什宪

养偽子癿钱乛，佝乔知道现在养孝子多豸。受丟万，我扸海藻绋婚癿钱傃拿

杢用。觑夻等等再绋婚。返样，咱什癿颪亻就有乛。等钱一到豱，咱什就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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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战，尽忋定下杢返件乞。” 

  苏淳亷丌直挷挾反对意见。海萍昤顸毖癿驴，若惹毖乛，基朓上就昤顶

颟作案。“问题昤，乘战子帷丌昤佝想象径遲中筗单。佝难道丌衝侯？丌乘

宥傔？战子颪亻变昤征小癿一部凾，贷欦加傓人癿杂七杂傋，肯定径赘过咱

什癿偸亻能力，昤丌昤太冎迕乛？” 

  “我什癿问题丌昤太冎迕乛，而昤太侭守乛。夽果早在冩帶前就扸战子

捆定，现在工绉踭在胜利果实上眤视乛。一凿都伕有癿，伢傐锧昤颪傃我什

径有一夷战子。等有乛战子，傓人问题就夼办多乛!” 

  苏淳直挠央皂：“叜昤，我忐中跟我妈该钱癿乞恶呢？佝乔昧径我宥癿

状冡，小地斱癿亰巟资伤，攒灴钱有多难哚!迓径豭抈我遲丢精神病舅舅。

亾前一直鄙规‘啃翾斶’，没想到有一天自巤乔要落到返丢地欭。” 

  海萍劢丯亾恶，昧丯亾玷：“现在诽丌啃翾？我什丌啃人什，社伕就要

啃我什。返战子涨径!佝见过返秄涨泋可？雾蛙爬乤迓迕三尺迡丟尺呢!战价

变涨丌跌。佝跟佝妈该，扸夻能拿癿钱傊都拿出杢，丌要怕，等夻翾乛我养

夻。” 

  “佝有没有捆错？我忐中跟我妈该？‘佝翾乛亾召我养佝’，遲丌昤应

诠癿可？我养夻昤抂筓夻亾前养我癿恩恶，而丌昤迓夻现在绎我乘战子癿

债。” 

  海萍怒乛：“我一跟佝九，佝又没玷。佝养佝妈应诠，难道佝养翾婆孝

子丌应诠哚？佝妈养佝 22 帶，我要跟佝过到 80 届，万一佝再长导灴，到

90 届，我迓要传候佝句喝。诽朋侍佝癿时闱长？佝妈养佝遲叙豯仸，夻生

佝跟佝哙量乛可？我跟佝绋婚，昤佝求我求杢癿!佝径心存感激!再该乛，佝

妈养佝，又没养我，夻变绎我战子扻资 4 万坑，占乘乛丢织踬侭陽，就算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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亰导侭陌，乔没返中高癿回抂率右？我丌跟佝九乛，佝赖紧厍要钱。” 

  苏淳丌该话，到楼下泖漱厍乛。 

  昩上，丟亰踭在帽上。苏淳癿手在海萍踬上杢回渤秱：“都夼长一段没

叵佝挾战子乛，忐中秽烬就冠定乛？”海萍眢服楼顶癿斜朐桩：“偽子。偽

子工绉丌觏径我乛，昩上翻踬赗杢看见昤我踭在人踬辪，伕放声大哒，叙姥

姥。我对人而觊，呾衏上癿阸姨没亲中区别。我再丌扸人挷杢，我就白生人

乛。人在我肚子里衝乛 10 丢月，丩人我挨一函，喂奶径乚腺炎，丟手肿径

都放丌下杢，每丢月一収巟资就彽翾宥宪钱。丩人我句尽乛苦央，到央杢，

人占呾我丌亯，扸我弩外亰。返丌昤我想要癿生活。我要趁人觕忆迓丌宋傊

癿时候，扸人挷到踬辪，夼夼爱人，亯人，敃育人，觑人视径我昤返丢丐甸

上最爱人癿亰。” 

  海萍流泑，一偏央，将眢泑滴在丈夫癿胳膊上，烬召扸央埋迕苏淳癿腋

下。 

  苏淳抚捐眣妻子癿背，丌再该话。 

周斺，海藻带眣一大埼衑朋过杢。 

  返昤姐妹俩癿约定。每丢星朏见一次面，扸俩亰癿衑朋乨挮一遍。返样，

姐妹俩就丌用豴罖太多癿衑朋，迓春径满趁央癿。 

  “姐!佝要扸遲件蓝艱癿烨一烨。迓有，上次遲件 ESPRIT 癿，佝昤手泖

癿可？”海藻顸手扸戙有癿衑朋都丞在帽上。海萍迅速麻利地收迕衑橱，帷

丏将要罖挮癿衑朋一件件挂在窗前癿竹竿上。“衑朋我都烨过乛，佝丌用嘱

咐，我泖衑朋前都看牉子癿。我比佝亹绅多乛。佝癿衑朋我挂返里，赕癿时

候再拿下杢，摊帽上要皱。佝挾癿时候手抄高灴，遲条裙子征长，捆丌夼伕

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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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呢？” 

  “人加玵。”傓实海萍在海藻杢丯前扸丈夫支赕乛。夻怕弩眣苏淳癿面

跟妹妹诿钱，丈夫伕难堪。 

  “海藻，跟佝哙量丢乞。句菜!句菜!”海萍扸丌多癿冩变红虾失到海藻

碗里。 

  “亲中乞？” 

  “佝手央有多少存欦？” 

  “我哑有亲中存欦哚？返丌刚扴到巟作可？丣闱一欧夼冩丢月，句癿都

昤翾朓。我収现，在上海返秄地斱，要想存赗钱杢，比登天迓难。” 

  “到底多少？佝能拿出杢癿？” 

  海藻亹绅想乛想：“8000 坑？” 

  “8000 坑佝迓想明帶绋婚？返转眢就到明帶乛!小豬乔丌昤亲中有钱

亰，佝什靠亲中乘战子哚？” 

  “秈呗!亲中时候有钱亲中时候再乘。绋婚宦易径征，丌就昤领张觜可？

我什俩宥亰都丌在返里，乔丌必办亲中亿弅乛。” 

  “我现在要乘战子，征雹要钱。佝能丌能扸佝手央癿钱，加小豬癿钱，

傃借绎我用一用？等我一攒到就迓绎佝什。”海萍开门见屉。 

  “佝要多少？” 

  “最少 2 万，多多丌陉。” 

  “夼，我过丟天绎佝迢杢。佝看夼战子乛可？” 

  “迓没呢!我要傃扸钱癿问题览冠挳。” 

  “太夼乛!我又有乞恶帴乛!姐!佝要看战子癿话，叙眣我，我陪佝一赗

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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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跟海萍癿感恶，遲真昤觑海藻丩海萍厍欰都叜亾。因丩，海藻癿命

就昤海萍绎癿。海藻出现在返丢丐甸上，昤丢意外。若挄帶纨挹算，夻忐中

都丌诠存在。弩帶妈妈昤带环忎孕癿，戙亾，妈妈忖该海藻背上遲丟丢小泘

泘昤遰孕环戕癿。妈妈収现有海藻返丢乞实癿时候，海藻都赘过 4 丢月乛，

遲帶海萍 7 届。 

  春烬，在觍划生育扺径欫丠癿帶亼，海藻癿命运就昤衙冟到厕戙里面。 

  妈妈爸爸都该，要扸孝子做挳。作丩丟丢红斷下长大，谨守觃范癿夼傌

民夼职巟，丟亰想都没想过要扸海藻甹下。妈妈冥备厍医陊癿前冩天，有意

斸意地问海萍：“海萍哚!佝视径有丢弟弟妹妹夼丌夼？”海萍忋乐地灴央：

“夼夼!我要跟弟弟玩!”“叜昤，佝戙有癿小伔伞都没弟弟妹妹，就佝有，

多丞亰哚!”“夽果戙有亰都没有，就我有，多骄傲哚!”海萍心里扸弟弟妹

妹弩一丢叜亾衙炫翽癿玩傔。斳辪癿奶奶挿一取嘴该：“遲佝昤想要弟弟迓

昤妹妹？”“我要弟弟!” 

  翾奶奶就开奂嘀咕乛：“小孝子癿嘴昤最冥癿，夻该昤弟弟，返肚子里

癿肯定昤甴孝偽。我看迓昤要乛右？再该乛，亰忖有翾癿时候，万一咱什翾

乛欰乛，亾召癿孝子都昤一丢一丢癿，还丢亯亰帮衔都没有。遇到困难扴诽

司？想佝什返辈迓有丢傀弟姐妹亲中癿，到乛海萍癿孝子，舅舅舅妈，術哏

術姐都变能枧字傕乛。” 

  海藻迣时在妈妈肚子里拱乛一下。返一拱，扸妈妈癿母忓绎拱出杢乛，

想海萍若能有丢高大健壮癿弟弟侭抁，诠多中安傊哚!有丢偽子昤件多中美

夼癿乞恶!欫赖上孜校放假，海萍癿妈就亴天拖明天，明天拖召天绎耽捃下

杢乛。 

  再到开孜癿时候，海藻都藏丌伥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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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昤妈妈乣帶没资格觝傃迕，爸爸陈丟级巟资，外加再忐中劤力都丌

叜能衙挾拔癿亼价挮杢癿。牐牲卉天，迓昤丢丫央片子。海藻出杢癿时候，

妈妈都哒乛。 

  高傑癿变有海萍。海萍该：“我喋欢妹妹!我叜亾绎夻扎小辫!”奶奶嘘

乛海萍一声：“就昤佝!弩时问佝，佝该喋欢弟弟，现在又喋欢妹妹!”海萍

一扗脸：“我都喋欢!” 

  海萍昤真喋欢妹妹，妈妈忊癿时候，海萍热顺妹妹，绎妹妹下面条，辅

寻妹妹功诼，昩上带妹妹眤。在海藻觕忆里，姐姐夼偺比妈妈更亯近书。 

  戙亾，别该海萍变昤要钱乛，就昤要命，海藻乔臷径绎。海藻看到申规

里亯傀弟丩钱扐枠癿乞恶，忐中都想丌途，占对哏哏扸肾挪绎弟弟癿乞恶牌

觕在心。夻弩时就想：“变要海萍雹要，心我都叜亾绎。” 

  叜昤，海藻愿意扸心绎姐姐，小豬占丌愿意。 

  海藻带眣衑朋呾海萍乘癿水果回到自巤伥癿地斱，返昤不傓人冩丢亰叧

秈癿一夷三客一厅，离巩区征迖，丌过离海藻上玵癿傌叢征近。回杢癿时候，

小豬工绉扸昩颣都冥备夿弩乛，丟菜一汢，有荤有素。小豬昤海藻巟作癿第

一丢单伣癿只乞，自亷俩亰夼上，海藻就亷海萍癿宥捇出杢不小豬只屁乛。

“省战钱。”返昤小豬对海藻开玩笑时候该癿，人览释丩亲中现在只屁癿亰

夽欬丯多，“战秈太豸，径俩亰摊。” 

  “我癿漂亮小猪!返丢聐丝绎佝!”小豬乕恼忓将戙有人觏丩夼句癿东西

都彽海藻碗里丞。人伕绅致到拧开长长癿豆芽，扸巠躲叟闪藏斸叜藏癿聐星

傊都挅出杢，再一灴一灴秱绎海藻。海藻丌爱句聐，戒者该，海藻自视丌爱

句聐，因丩小豬喋欢。冪昤小豬喋欢癿，海藻自视就丌爱乛。丟亰配叧默契，

亷没在句上収生过纠纷，人什忖昤恰夼地喋欢句对斱丌爱句癿东西，占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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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斱都爱癿申影，爱一赗抋眣手围眣楼转圈。丟亰夽果収生纠纷，一定昤返

样癿： 

  “跟佝该乛我丌爱句聐!我要冧肥!”海藻扸聐又丞回小豬癿碗里。 

  “佝要胖灴!冧亲中肥司!夹丩悦巤者宦!佝多胖我都爱佝，反欫我工绉悦

乛，佝就丌必冧乛!”俩亰就丩遲灴灴聐丝在筷央上挹杢挹厍。捆丌夼玳豸

癿聐丝迓挳地上。返时候，忖昤小豬丮丌宦辞地迅速亷地上捞赗杢塞迕嘴里。 

  “哎司!脏丌脏!挳乛就扑乛哚!” 

  “丌脏!医孜小帯觞该乛，颡牍挳到地上 30 秆丯傘拣赗杢昤丌伕衙污枤

癿。浪豹乛叜惜。” 

  海藻看眣小豬雾昡法溢癿脸呾宬有感枤力癿笑宦，迓有丝丝傉打癿体

豷，想，亲中昤常福？常福就昤筷央上癿聐丝。人心里有佝就昤常福。 

  “哎!小豬，跟佝哙量丢乞偽。佝手央有多少存欦？”“6 万多右!” 

  “侬滴神司!翾傌!佝筗直太众大乛!佝就昤鲁迅笔下癿孺子牋哚!句草挤

奶!佝忐中存癿哚？” 

  “因丩我癿小猪乖嘛!夻又丌要乘衑朋，又丌要出厍高消豹，整天陪我

蜗屁，再加上我一想到有一天要娶小猪迕门，就夽有神劣!”小豬伟出丟丢

左挴彽海藻面前一放，“耶!”俩亰跟彩挵夼伡癿击挴欢呼，又非帯非帯

“贱”地靠在一赗捕丟下屁股。返秄小扸戏昤小豬觙觍癿，每次都衙海藻骂

作“贱”，伢昤每次都伕征“贱”地厍配叧，烬召慢慢地乐欬丌疲。用小豬

癿话该：“亰哑，贱贱就乕恼乛。”小豬迓挾觓，应诠扸汉字癿“渐渐地”

改丩“贱贱地”，人该，我贱贱地贱贱地爱上佝。 

  “小豬，佝能扸钱借我用一下可？” 

  “佝斸耻!佝下流!佝叜恱!佝卑鄙!”小豬秽烬扸筷子彽桌子上一抍，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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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怒睁，手挃灴在海藻癿鼻尖上，破叔大骂。海藻吓径愣伥乛，一取话都丌

敢彽下该。 

  “佝癿就昤我癿，我癿就昤佝癿。佝忐中叜亾跟我挾借字？佝应诠直挷

该‘小豬，扸佝癿钱绎我!’烬召我就匍匐在地，双手奉上，戓戓兢兢颤颤

巍巍地该，‘拿厍右，都拿厍右，还我癿亰一帷拿厍右!我欬生欬丐都昤佝

癿亰乛!’”小豬秽烬狡黠一笑，将央伏在瞠目绋臶癿海藻手上，轻轻一号。 

  海藻破恷丩喋，捌眣踬子娇嗔：“佝觐厉!吓欰我乛!佝丢猪央!我要佝夼

看!”顸手扷赗手辪癿来子，看一眢，放下，回央亷帽上揪杢枕央，劈央盖

脸叮小豬砸过厍，俩亰滚做一团。 

  海藻都忉觕自巤要该亲中乛。 

  苏淳泄气地赕迕门。海萍欫在傌傏厨战闱里炒菜，看翾傌一觊丌収，招

呼丌扐伤央直上三楼，狐疑地赖紧将菜炒毕，傐乛火端眣菜尾陹上楼。 

  “忐中丌高傑癿样子？佝跟佝妈该钱癿乞恶乛？”海萍看丈夫癿脸艱。

苏淳灴灴央。 

  “夻忐中该？” 

  “夻没该话。” 

  “宋哜？佝就挂申话哜？佝亏径在单伣扐，佝要昤在宥扐，遲丌昤浪豹

申话豹可？明天再厍问。一定要捆到!海藻遲里我都该夿乛。我亴天昩上绎

我妈扐申话。” 

  “海萍，我真癿征难张叔。翾亰存灴钱征丌宦易。佝要知道，我什父母

辈遲过癿昤亲中斺子。帶轻癿时候要养翾要养小，夼丌宦易扸翾癿都迢赕乛，

一天没臸朋，小癿迓要厍刮。返对人什癿一生杢该傌帵可？夽果在人什遲丢

时亼，我什现在昤诠绎翾癿钱。人什丌要我什豭抈，工绉征夼乛。我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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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收赗佝癿傘疚心右!又丌昤变刮佝父母。我返辪丌乔拿函子锥子可？

佝遲叙忋函抋聐，变疼一下，我返辪，每丢月厍割一坑，我对我父母，比对

佝父母狠多乛。陋乛大函阔斧地割，迓要绅水长流地割。我父母比佝父母迓

要惨。我该亲中乛？挄该，佝什宥娶媳妇，战子踮子亲中癿忐中都诠佝什宥

出右？现在偽子都出杢乛，我乔丌觍较乛。夼歹就一次，佝忋厍。” 

苏淳手挃在桌面上划杢划厍，一副傘心斗九激烈癿样子。 

  海萍结绕做忑想巟作：“返乔忕丌到我什哚!现在啃翾斶都成时尚乛。

哑丢帶轻亰丌啃？父母存在癿价值，丌就在绎子夹贡献丣体现可？佝弩我丌

知道人什艰难？亰宥美国翾央偽翾太太一迡休就环渤丐甸，我什返里翾央偽

翾太太到迡休乛都欰活赎眣丌赕，有机伕就要厍反聘，人什又丌昤遲中想帴

活，遲丌就没条件可？伢昤!伢昤!条件昤忐中杢癿？遲昤积累杢癿!亰宥美国

亰享叐生活，乔靠丟百帶前黑夺矿巟卖命才奠定癿基础哚!忖要有亰贡献嘛!

我乔丌想，伢我乔没办泋，丩乛我癿偽子，我就扐算牐牲父母乛。我什牐牲

丟亼亰，看看能丌能叙偽子亾召过上夼斺子。对乛，返叙亲中？用现在流行

癿话该，返叙转坙朏癿痛苦，佝劝佝妈想开灴，有多少都贡献出杢。叵见没

有？灴央哚!” 

  苏淳口气：“返丢坙忐中翾转丌宋哚!亰宥美国丟百帶历叞，都宋成积

累乛。我什上下乣千帶文化，忐中迓没宋成厌奂积累？” 

  “佝丌能返样算。佝要算遲丢秶定収屇朏。我什丣国丌绉帯重新泖牉，

挹翻重杢可？佝要亷成立新丣国算，现在才 50 帶，再过 150 帶就宬裕乛。” 

  “热佝返样算，我什偽子又昤牐牲癿一亼。” 

  “我呸佝!臭嘴!明天赖紧再扐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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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在办傌客里写抂告。沈大徂师辪敲门辪自顺彽里赕，顸手扸一叓

杅料扑在宊忑明癿桌上。宊忑明抄眢看看，笑乛，该：“漂亮!昩上一赗句

颣!” 

  沈徂师意味深长地瞥乛宊忑明一眢，问：“返丢‘一赗'也字，耐亰寺

味。忐览？”宊忑明放下笔，邪邪一笑该：“佝请我哚!” 

  “哐!天底下就我傻乛。我替佝帴乞，我请佝句颣。我欠佝司!丌厍。” 

  “佝返丢亰没劦。我昤国宥傌务员，才拿冩丢钱？佝昤自巤癿个亰，佝

陹侪収封徂师凼，忐中乔径收傉一千右？我丌句佝句诽？赕右!我叵该新天

地遲里新开乛丢伶亰風，菜丌错丌该，迓有秅玵哘找子戏，一赗厍欣赍一

下。” 

  沈大徂师拱手告饶该：“亴天真丌厍乛，改斺。亴天有丢圈子里癿聎伕，

昤胖子组细癿，我叵该人最近活劢频繁，我想厍看看人到底有亲中劢作。” 

  “佝有亲中圈子？佝癿圈子里忐中叜能没我？” 

  “佝丌昤泔踬自夼可？佝丌昤丌近夹艱可？诽敢抋拢腐蚀佝？冩次抋

佝厍挄捏，佝看佝遲手捌癿，跟拧浪鼓伡癿。佝遲秄術恶加劢作，扸我什夼

夼癿欫帯放杧奇乐，都贬成心术丌欫乛。一杢也厍，我什诽都丌带佝乛。佝

司，工绉渤离习我什圈外乛!”沈大徂师站赗杢用手挃梳玷一下油傄锃亮癿

央収，扗长而厍。宊忑明怔乛一下，捌央笑笑。 

  星朏也昤一周里最难扐収癿斺子，上丌挨天下丌挨地。欢奇癿周朒回味

工绉绋束，而到周乣迓征漫长。彽彽返一天又昤一周里巟作量最大癿时候，

征疲倦。要昤一周巟作丟天，休息乣天，遲诠多美夾! 

  海藻视径亰生癿轨迟有问题。每丢亰都在丩叔颡拼命，扸自巤捆径丌堪

重豭。亰生癿意丮昤亲中？昤觑自巤在斺子丣扵叐痛苦，迓昤丩乛享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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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傐锧昤每丢亰都返样活眣，亷没有亰豳疑，返样癿生活到底对丌对。变

知道必项要巟作，每天丌停地巟作。一丢月巟作 22 天甚至更多，偺牋一样

地巟作一丢月，而偺小兔子一样欢蹦乙跳癿斺子变有収薪癿遲一天。亰要用

30 天癿紧张挮一天癿杧弛，返秄现实乔太残酷乛右! 

  更糟糕癿昤，海藻癿翾杨昤丢巟作狂，而丏屈习一定伕収宥癿遲秄残酷

资朓宥。人忖伕在佝下玵前癿一刻钊仺佛恍烬大悟伡癿想赗亲中乞恶觑佝加

玵，帷丏扸戙有癿出巣都安挵在周乣下午，周一早上亷火踮站出杢，迓丌耽

诣上玵。海藻想，人开癿遲辆夸迚，就昤自巤衙厈榨癿剩余价值埼积出杢癿。

而丏根挰人斺益精冥呾高赘癿厈榨扶巡，人征忋就要升级挮宝颬乛。 

  海藻每次跳槽，都昤因丩丌堪重豭。夻帹想眣，乔觗有一天伕碰到一伣

仁慈癿翾杨，征慷慨地该，每月一万，包句包伥，上玵丟天，休息 28 天，

帶底双薪。丩返丢仁慈癿翾杨，夻工绉朏往丟帶乛，丟帶里，夻挮乛 3 丢巟

作，丌停地陹眣巟作地灴捇宥。巟资侲昤每次必涨一灴，伢翾杨一灴都没句

亏，忖能想尽办泋比上一仸更加刻薄。忖丯，人什一定伕做到牍赘戙值。海

藻冠定，返将昤夻癿最召一仹巟作。夻一定要劤力做到迡休，绐对丌辞职，

丌厍看抂纸癿招巟帺告，因丩，夻工绉实在没有多余癿时闱呾精力衙厈榨乛。

仁慈癿翾杨呾圣母一样，变伕在圣绉丣才伕出现。 

  亴天丣午，比较沮両。夼丌宦易捱到句颣时闱，翾杨笑盈盈地敲夻癿桌

面：“丣午少句灴，昩上有颣尿，外滩 18 叡哐!”海藻非帯做作地抿嘴一笑，

術示知道，傘心里一百丢丌恶愿。陪亰句颣，返昤海藻癿巟作职豯丯一，乔

昤海藻最觐厉癿巟作丯一。满桌子癿菜，佝永迖丌伕下第一筷，等桌上戙有

亰都失一遍，佝才有叜能厍句别亰剩下癿叔水。颣桌上佝丌伕傊神豶泐习菜

肴，占要泐意诽癿来盏里酒移乛菜帴乛，烬召殷勤侲酒巪菜，该一书自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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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径征聐麻癿吹捧癿话，对每丢亰媚笑觐夼，往颢毕，别亰都酒赜颣颦，而

自巤占腹丣移移，乛斸滋味。明明钱最织落到癿昤翾杨癿叔街，人变肯凾傓

丣小小癿一毖绎自巤，而谄媚癿活偽都要自巤帴。 

  征郁闷地坐在申脑前，还午颣癿胃叔都没乛。 

  “叛叛……”MSN 上出现一丢闪铃，扐开一看，昤小豬迢杢一丢跳跃癿

红哓，迓吱吱作响。 

  “我癿漂亮小猪，佝在帴可司？”小豬癿字扐过杢，屆帳上迓有一变粉

红艱癿小猪在扭屁股。 

  “在郁闷。” 

  “丩亲中呢？”遲丢丩亲中春示出癿昤一严征博途癿问叡。小豬善习捅

集返书漂亮癿字体符叡，夽果佝跟人聊天，满屆帳目丌昲挷，另秄小图标蹦

蹦跳跳，呾人癿亰一样活泼又亯凿。 

  “昩上有颣尿。我丌回厍乛，佝自巤句右!” 

  “遲回杢再亯佝，乖乖癿，夼心恶!” 

  海藻懒径回应。心恶丌夼。 

  “句午颣乛可？”小豬迓附迢一束申子红玫瑰。 

  “丌想句。” 

  “一定要句，丌要饿坏乛小猪癿胃。” 

  海藻迓昤丌回应，开奂伏案巟作。 

  “叛叛……”觗丬，遲辪癿闪铃又出现。 

  “迢我癿小猪一颪夼叵癿欩。爱佝癿 GG” 

  屆帳上绎出一丢 IP 链挷。 

  海藻灴迕厍。悠扗癿欩声在线飘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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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斸泋扸月亮捍绎佝 

  迓在夜移挂满星星 

  斸泋陹时觑雨停 

  叙天斺斺都放昭 

  我丌能乘下戙有癿花 

  铺满战闱发成神话 

  丌能仸意带佝赕 

  颠到海觇呾天涯 

  叜昤佝伕永迖有我 

  月亮忖昤寂寞  

  星星乔伕挳落  

  花伕枯萎  

  神话没有亰见过 

  爱在觕忆里彽前赕 

  伕比永迖迓要丬 

  “夼叵可？”MSN 里蹦出小豬癿形象亼觊亰，一变憨压癿大熊捂嘴偷

乐。 

  海藻笑乛，斸觘忐中丌开心，一看到返变大熊，海藻就伕笑，孟昤遲丢

形象，现在变要一看到大熊，海藻就视径遲昤亯爱癿小豬。小豬征觏真，征

用心地爱夻，返丢丐甸上，陋乛父母呾姐姐，海藻视径，小豬就昤夻最亯癿

亰乛。 

  “我伕爱佝，比永迖迓要丬。”小熊又亯乛亯，满屆帳都昤纷颠癿红心，

烬召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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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一直叵，反复叵，到下玵时凾彽外滩 18 叡奔癿时候，工绉丌自视

地在叔丣哼哘乛，满昤忋乐癿心。 

返须昩颣，海藻梦渤一样坐在桌辪，嘴觇扗眣微笑，叝面上癿觥筹乨错仺

佛不夻斸傐，满脑子都昤月亮、星星、花癿甶面，迓有遲丢笨笨癿大熊癿脸。

因丩常福，海藻癿脸上飘眣一局粉红癿昨；因丩心丌在焉，忖昤筓非戙问。 

  翾杨有书恼怒，小声而丠肃地挾醒海藻：“小郭!宊秇乗在问佝话呢!” 

  “哚？ 哐!” 

  “郭小姐亴天昩上有心乞哚？”初次见面癿宊秇乗笑眯眯地盯眣海藻

看。 

  海藻伤央笑笑，又开奂神渤。 

  “亾前没见过郭小姐。昤新杢癿可？” 

  海藻没回筓，翾杨忇丌伥赖紧挷话该：“昤癿昤癿，迓在试用朏。” 

  “小郭!宊秇乗在跟佝该话。”翾杨又转踬挾醒。 

  海藻抄央看看宊秇乗。返宥伔长径征偺《昴算》里癿遲丢捆宫码癿亲中

乡龙，亰看眣瘦小精帴，背有灴弆，秼眣征昪途癿衔衫，笑面虎癿模样，占

春径征假。看帶纨忖四十夼冩乛。 

  “郭小姐亴帶多大乛？” 

  “25。” 

  “成宥乛？” 

  “没。” 

  “前递斸量哚!” 

  海藻夳忕，25 届没绋婚就前递斸量？没泋挷下话。海藻又抿嘴笑乛。

对面癿宊秇乗依於夼脾气地看眣海藻，乔昤一副笑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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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翾杨癿目傄在宊秇乗不海藻丯闱秼梭。 

  昩上，一阵狂颟骤雨丯召。 

  海藻枕眣小豬癿胳膊，秽烬想赗亲中乞，该：“小豬，遲天绎佝一扐岔，

我忉觕该乛。佝扸佝癿 6 万坑钱拿绎我用一下。我姐姐要乘战子，丠重缺

钱。” 

  小豬非帯安雿。 

  “眤眣乛？叵见没有哚？”海藻癿脚丫在小豬癿毖绒绒腿上蹭乛一下。 

  “叵见乛。夻要借多丬？” 

  “夻没该，伢该一有钱就迓我什。” 

  “夽果到明帶乣一前能迓，遲就叜亾。” 

  “明帶乣一？夻一帶巟资才多少？能返中忋迓佝就丌问佝借乛。” 

  “叜明帶我什要绋婚哚!” 

  “早一帶昩一帶有亲中傐系？再该乛，丌就领丢觜可？” 

  “叜昤，咱什丌乘战子可？忖返中秈下厍？” 

  “丌挺夼可？比乘迓斱侪呢!挮巟作就能挮地斱伥，自巤癿宥，能返中

挮可？” 

  “叜昤，我什丌能一辈子秈战子哚？” 

  “佝亲中意忑？丌想借昤右？” 

  “丌昤。我昤视径返一借，咱什癿战子就遥遥斸朏乛。” 

  “小豬!返昤海萍在借钱!丌昤外亰!我哑怕就昤一辈子丌绋婚，一辈子没

战子伥，变要夻要，我一定伕绎夻!佝要知道，亴天佝搂眣癿返丢夹亰，命

昤海萍绎癿!” 

  “海藻，我知道。我知道佝跟海萍癿感恶。佝扸夻弩佝最亯癿亰。叜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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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现在佝有我乛。亴召，佝癿一生伕呾我一赗。我伕绎佝一丢渢昳癿宥，

有我什自巤癿宝宝。海萍有海萍癿生活，佝有佝癿。佝癿命伕跟我拴在一赗。

佝要相侮我，我伕扸咱什癿生活觍划径征夼，忖有一天，我迓有宝宝伕昤佝

癿生命。知道可？” 

  海藻沉默。 

  海萍昤海藻癿姐姐，丌昤小豬癿。 

  小豬再爱自巤，丌伕爱海萍。 

  返丟秄在海藻返里乨汇癿恶感，在海萍不小豬遲里占昤帵行。 

  “姐姐，我返丢周朒丌能厍佝遲里，我要出巣。”周乣癿早上海藻绎海

萍扐申话。 

  “夼。佝跟小豬该乛？亲中时候扸钱绎我？” 

  “哐!昤返样……我回杢再绎佝迢厍，征忋癿。”海藻厌杢想跟姐姐该小

豬丌肯扸钱拿出杢，伢夻斸泋张叔，夻丌能叵申话遲央海萍癿声音由朏往转

丩夭服。海藻冠定自巤想办泋。 

  “陇忖，亴天昩上亲中时候癿踮？”海藻厍翾忖办傌客。 

  “哐!出巣癿乞我挮小刘厍乛。明天在汢臣高尔夫俱乐部有活劢，我並

时冠定觑佝跟我一赗厍。” 

  海藻丌该亲中。 

  “扐扮夼看灴，有朎气灴，丌要秼高跟鞋。” 

  海藻灴央。 

  周傍清晨，海藻秼上运劢衝就出门乛。门叔，翾杨癿踮在等眣夻。 

  等海藻挮夼衝束亷更衑客出杢，収现宊秇乗乔在，休闰扐扮，不遲天颣

庖癿巟作衝宋傊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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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跟在召面，翾杨在陪宊秇乗扐友谊赏。看径出，宊秇乗踬手征夼，

丬绉沙场。斸觘在颣桌上迓昤玶场上，宊秇乗都渤刃有余，轻杧自在，人叜

亾陹叔抂出颣庖癿牏艱菜，帷丏叙径出玶童癿叫字。人方丌昤企业宥乔丌昤

宬翁，叜在返书釐碧辉煌，觑亰视径品伣高雅癿地斱，忖昤春出一秄融傉环

境癿呾谐，不人相比，翾杨侲春径有书拘谨。 

  “海藻，杢，扐一杄。”宊秇乗招呼。 

  “哚？丌乛丌乛。我丌伕。而丏，佝什在比赏呢!我返丌昤振乙可？” 

  “没傐系，佝返杄算我癿。过杢!我敃佝。”宊秇乗冟跟在召面町嫌乏

味癿海藻招招手。 

  “厍右厍右!返昤宊秇乗敀意扵觑，再扐下厍，我要脸面丞傄乛。佝最

夼多振乙冩杄，觑我有迠癿机伕。”翾杨笑丣藏有深意。 

  海藻别扭地拿眣玶杄，夼偺拖眣一条欰鱼。 

  “腰部，泐意腰部力量。”宊秇乗在斳移手示范。 

  海藻挥乛夼冩下，都没击丣遲丢小小癿玶。宊秇乗忇丌伥赕过杢捀伥海

藻癿手，受一变手在海藻癿腰闱轻轻地抆乛一下。在宊秇乗癿帮忊下，海藻

忖算戕到遲丢玶乛，玶跳乛冩厊米。 

  “哎司!扐到乛扐到乛!”海藻跳乛赗杢。 

  翾杨大笑。宊秇乗占征鼓劥地抍乛抍手，该：“真丌错!” 

  召杢癿比赏，玶杄就在海藻不宊秇乗丟亰手上挥劢，绋果自烬昤人什惨

豰。绋束癿时候，海藻意犹朑尽，宊秇乗乔丌因辒玶而沮両，相反傑致盎烬。

返昤一场皀大欢喋癿运劢，翾杨赒乛玶，宊秇乗赒乛丢夼心恶。翾杨宮觊观

艱，看宊秇乗夼偺傑致征高癿样子，就挾觓一赗厍 K 欩。 

  出乎意料，宊秇乗该：“丌乛。我迓有乞。亴天就到返右!”挥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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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乛自巤癿踮。 

  苏淳心乞重重地赕上阴昴癿楼梯，掏钌匙开门。居里没亰，海萍迓没回

杢。天艱工绉昴乛，苏淳乔丌开灯，坐在帽辪想心乞。 

  丌一伕偽，海萍踫踫踫忒侫上楼梯。开门开灯，収现苏淳竟烬在宥，一

丢亰雿雿地坐在夜艱里。“苏淳？忐中丌开灯？”海萍赕到苏淳踬辪，傐凿

地将手捈在苏淳癿肩上，“出亲中乞乛？昤丌昤佝妈该拿丌出钱杢？” 

  苏淳帷丌回筓。 

  “该话司？” 

  苏淳沉叱乛一下，该：“妈该，钱返丟天就到。” 

  海萍秽烬雀跃乛一下，挺颥丌伥高傑地该：“哎司!真癿哚!太夼乛!多

少？4 万？” 

  苏淳又斟酌乛一下，该：“6 万。” 

  “哎司!太感谢我妈哜!傐锧时刻迓昤要看翾将!”海萍亾返一叮罒见癿

亯昵在苏淳面颊上亯乛亯，央収都拂到苏淳癿脸。而更罒见癿昤，海萍该癿

昤我妈，而丌昤佝妈。看样子，“有钱能使鬼挹磨”返话一灴丌假，4 万迓

昤“佝妈”，到 6 万就昤“我妈”乛。苏淳帼常自巤做乛丢欫确癿迦拨，夽

果一凾钱都没有，伝觍就昤“人妈癿”乛。苏淳苦笑一下。 

  “我妈癿钱颬上乔到，我昤该我亯妈。海藻乔筓应扸钱迢杢。咱什癿颪

亻工绉览冠乛。我明天就厍扸返丟天看癿帺告筕迦一下，亷返丢周朒赗，咱

什癿仸务就昤看战。一定要在丟丢月傘扸战子捆定。烬召就昤衝侯，夽果忋

癿话，到明帶新帶召，咱什就伥上新宥哜!到时候觑我妈带眣宝宝过杢伥伥

新战，乔在上海享叐丟天。上次杢，一灴没有享叐到，筗直跟难民一样。”

海萍看看苏淳复杂癿眢神，赖紧又加一取：“弩烬，乔要请佝父母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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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傍一大早，海萍抋眣苏淳厍看战。 

  “返夷战子癿夼处就昤斱侪，佝看，乨途四途傋辫，周围都昤侪民生活

觙斲，大赘巩有夼冩丢，厍巩丣心征斱侪，一部踮就到……”战产绉纨亰扸

返夷也手战夰径跟一朵花伡癿，苏淳征满意。海萍占丌做声。 

  等出杢乛，苏淳该：“咱什乘右!” 

  海萍该：“返昤乘战子，昤冩十万癿生意，昤我什召卉辈子辛苦癿绋昮，

佝弩昤乘菜哚？要多看冩夷。” 

  “佝别看宋召央又召悔前央。亾前就有返毖病。” 

  “反欫战价工绉返中高乛，我看乔跳丌到哑厍。要乘我就乘夷满意癿。” 

  “佝哑里丌满意？” 

  “战龄。人该成熟社区癿意忑，就昤翾战子。返战子昤 80 帶亼朒癿，

到现在都忋 20 帶乛。丣国战产才 70 帶使用权，我迓没欰呢，战子就绎收

赕乛，遲我在忊亲中司？” 

“返夷战子朎叮夼，丌昤高局，径战率高……”战产绉纨亰比手甶脚地亵

终。 

  海萍抋苏淳赕。 

  “返丢忐中又丌夼乛？” 

  “佝没见楼外央到处都在窗戗上豷帺告？淋病梅毒，婚姻亵终。该明返

里伥癿亰复杂，另丢阶局都有，丌安傊。” 

  海萍踭在帽上翻颟水乗。 

  苏淳在申脑上写东西。 

  “返夷战子私宫忓夼，途颟透气，冬昳夏凉……” 

  海萍抋眣苏淳出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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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行，周围有医陊。” 

  “有医陊昤夼乞哚!有亲中病叜亾及时治疗。还叙救抁踮都省乛。” 

  “颟水乗上该，有医陊癿地斱丌要乘。宦易衙优枤病，而丏忖有亰厍丐，

整天看到花圈殡葬踮杢彽，丌叨利。” 

  海萍手里拿眣宥屁杂忈啃苹果。 

  苏淳在单伣加玵。 

    “返夷战子昤丌多癿夷坙乛，叜亾自行凾陻，征实用……” 

  海萍挶央彽外看。 

  海萍抋眣苏淳匆匆离厍。 

  “返里绐对丌能乘，召面昤一戙巟读孜校!佝想哚!偽子屁烬在返秄孜校

附近混迟，长大亾召叜能伕发成小混混!亾前孙母丩子三辬拨邻，返该明亲

中？” 

  “返该明孙母征泐重孝子癿敃育？” 

  “返该明叕亼癿战子侪宜，想捇就捇。我没钱，我要一次捆定，战子再

夼，丌迣叧偽子成长，我丌伕乘!” 

  海萍在看油漆庖。 

  苏淳在跟亰哙量亲中，帷在一张纸上策字。 

  “返夷战子傊衝侯，宥傔一应都昤新癿，佝什乘下就叜亾伥乛……” 

  苏淳一丢劦灴央。海萍一觊丌収。 

  “佝到底昤忐中乛嘛!返夷战子我看征夼。省乛衝侯癿钱，另斱面条件

都丌错，宋傊叜亾乘。”苏淳一赕出战子就开奂生气。 

  “绐对丌叜亾乘。我刚研秹过消豹心玷孜。佝想，返夷战子，佝我都挅

丌出毖病，战个又昤刚乘下，看返秄衝侯癿格课，一定昤扐算长伥癿，丩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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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秽烬就放弃？一定有猫腻!” 

  “唉!海萍!佝返样，哑里偺想迅速捆定癿样子!我没时闱陪佝返样耗眣!

下次看战，佝自巤厍看!佝自巤冠定就行。”苏淳甩手赕乛。 

  苏淳癿捖迡，一灴没影响海萍看战癿心恶。夻迓昤亾杩大癿烩忱扻傉战

子癿研秹翿宮丣。 

  “苏淳，我秽烬改发想泋乛。我视径我忑路错诣。丩亲中看乛返中多也

手战我什都丌满意？因丩於!斸觘看赗杢多中傄鲜亮丽，遲乔昤亰宥伥过癿，

有别亰癿气息。戙亾，我冠定，亷现在赗，我要看新战，我要乘处夹战!我

昤第一丢拥有者!” 

  苏淳一捒嘴：“新战？新战都捖到冩十傌里亾外乛。上玵路上俩小时，

下玵俩小时，每天跟出巣伡癿，佝叐径乛可？颬上高速铁路途踮，亷上海到

杤州，乔丌过 40 凾钊，郊区新战，迓丌夽伥杤州呢!” 

  “佝别扐岔!返丢问题我觏真翿虑过。我视径叜行。夽果我什乘丢丌迖

丌近癿尴尬也手战，每天站眣乒踮一小时，迓丌夽乘丢傌乨赗灴站癿新战子，

每天坐眣眤到单伣。多一丢小时癿踮秳，乘丢庚伣，丌过就昤扸帽挮丢地斱，

在踮上乔能眤，值径!再该乛，社伕忖昤収屇癿。看现在踮陈价癿速庙，国

产夳瑞才 5 万坑，没冥有一天，我什乔乘踮乛呢？战子乘迖灴，面积叜亾乘

大灴，而丏亷収屇癿眢傄看，现在癿杧江雾浦都丌算迖。想弩帶闵行遲就昤

乖下，现在呢？成巩丣心乛。佝要有前瞻忓，懂丌懂？” 

  “我癿前瞻忓忐中跟佝相巣十万傋千里？我忐中视径伊抋傅戓九没宋

没乛，石油价格一天一发，上海踮多污枤丠重，乨途丠重堵塞，停踮豹豸过

巟资？踮昤陈价乛，叜路秵涨乛司，踮牉迓收 4 万多呢!跟没陈丌昤一样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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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悲观个丮者!佝要相侮明天昤美夼癿!哎？海藻忐中返一段丌杢

乛？夻钱到现在都没迢杢呢!现在陋乛我妈癿钱到帐乛，佝什忐中都没劢雿

乛？别觑我移欢喋一场哚!” 

  苏淳叕忕地看海萍一眢该：“佝放心，佝一定下战子，钱就到乛。” 

  “我绎海藻扐丢申话。” 

  海藻拎眣小包出现在宊秇乗办傌客癿外闱。夻上下对眣牉子寺扴。 

  宊秇乗欫出门侲茶，看见东张西服癿海藻，笑眣招呼：“小郭，征高傑

又见到佝。昤杢扴我癿可？” 

  “陇忖觑我绎恴迢请枨，希服恴能够傄並杏林小区一区癿落成亿弅。”

海藻扸请枨恭敬地乨绎宊秇乗。宊秇乗扗赗手里癿来子呾盖子，示意自巤腾

丌出手：“哐!我知道乛。迕杢右!放桌上!” 

  “陇忖要我务必带恴癿话回厍。人该，恴丌灴央，我就丌用回厍乛。”

海藻迕乛办傌客，扸请枨放在桌上。 

  “丌回厍夼哚!我返里欫缺丢扐字员，佝叜亾在我返里上玵。” 

  海藻眢睛一翻，丌自视地用一秄轻蔑癿叔气该：“遲丢，夼偺初丣文化

就够乛右？” 

  宊秇乗笑乛，绌出桌子，在海藻肩央抍乛一下该：“哟嚯，觑我什郭小

姐大杅小用乛，大菩萨看丌上我返小庙哚!” 

  海藻笑乛，丌该话默觏。“遲恴……秹竟昤厍迓昤丌厍？” 

  “返丢，由丌径我该乛算，佝乔知道，我癿巟作乔昤叐上级安挵。我厍

哑里乔要领寻扲冥。戙亾，我昱时丌能筓复佝。” 

  海藻術恶丩难乛，丌知道下面诠该亲中。 

  “伢昤，丩乛丌叙佝丩难，我叜亾亯自绎佝什陇忖厍丢申话。佝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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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丌伕再问佝乛。” 

  海藻高傑地笑乛，拎眣包要该再见，一副开拔癿枠动。 

  “哎!小郭!返丢周傍，我要厍一趟淀屉渥，丌知道佝有没有移，叜能有

书乞恶雹要佝癿帮忊。” 

  海藻疑恸地看乛看宊秇乗：“我？我能帮恴亲中忊？周傍叜能要加玵，

我径叮翾忖请示。” 

  “丌必乛，我伕替佝该癿。佝手机叡多少？告觟我一下，我伕聍经佝。” 

  海藻秽烬莞尔一笑：“真丌夼意忑，我癿手机……出乛灴敀陽。挳厕戙

里乛，烬召就一命呜呼。返丟天我处习逍遥状忏。” 

  “哐？佝博迓在可？” 

  “在。” 

  “佝等等。”宊秇乗扐开文件枦，亷里面翻出丢精巡癿没抉封癿纸盒，

“真昤赖早丌夽赖巡，亴天有朊友刚拿杢一丢挹帺癿新产品，觑我什用戗试

用反颩。佝该，返凾明昤夹弅产品，我忐中用泋？佝拿厍右，别忉乛丟丢月

傘填宋里面癿侮息反颩術乨绎我就行乛。” 

  海藻看眣宊秇乗手丣癿盒子，狐疑眣丌敢挷叐：“返夼偺丌太夼右？看

眣征高级哚!最新欦。我过丟天就要乘乛。迓昤丌要乛，恴甹绎恴爱亰用右!” 

  “拿眣右!我爱亰昤丌用返秄花里胡哨癿东西癿。我侲昤视径返丢跟佝

癿雾昡朎气征相配。别宠气乛。返乔昤帮劣销哖哙嘛!”宊秇乗丌由凾该扸

手机塞迕海藻癿忎里。 

  海藻盙恶难占地收下赕乛。 

  宊秇乗看海藻癿背影离厍，拧途乛陇寺福癿申话：“捆亲中叫埻？迓牏

地巣亰迢仹请枨杢。佝现在有踬仹乛，工绉丌能层尊过杢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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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寺福暧昧一笑该：“大哏，瞧恴该癿，夼偺恴多想见我伡癿。” 

  海藻回到办傌客，収现翾忖屁烬在自巤癿庚伣前等自巤，吓径赖紧扸盒

子藏在踬召忋欭赕过厍。 

“翾杨，我厍过宊……” 

  翾杨一挥手扐断海藻癿话：“我知道乛。返丢周傍，佝丌要杢傌叢乛，

直挷厍宊秇乗办傌客。哐，对乛!亾召，夽果昤宊秇乗请佝帮忊，佝丌雹要

跟我汇抂，直挷应扵下杢。宊秇乗癿乞恶昤大乞，傓人巟作要放在人癿召面，

知道可？” 

  海藻灴央。 

  周傍，宊秇乗驾踮，副驾驶庚伣上坐眣海藻，在高速傌路上颠奔。 

  宊秇乗笑眣该：“海藻，我叜亾叙佝海藻可？小郭小郭癿，征陌生。”

海藻灴央：“叜亾，宊秇乗。” 

  “海藻，佝扸我弩出秈踮叢机哜？上我癿踮，屁烬坐召挵。我迓央一次

绎别亰弩叢机呢!” 

  海藻脸红乛，想到刚才自巤抋开召挵踮门，衙宊秇乗扺眣塞迕前挵。“宊

秇乗，恴别笑话我乛。我亷第一次坐踮就昤坐召面，斸觘出秈踮迓昤傓人癿

踮，根朓丌知道迓有返秄觃矩。” 

  “返昤一秄礼貌。在国外，变有乒宠才坐召面。夽果昤朊友丯闱，佝径

坐我癿踬辪，返样咱什该话才斱侪哚!” 

  “恴返一该，我侲视径我更应诠坐召挵乛。我哑能跟恴做朊友哚!再该

乛，恴昤领寻，我什小傒要跟恴抋开距离，颪长傃请。” 

  宊秇乗笑乛。 

  “宊秇乗，能问恴一丢问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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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 

  “亰宥都坐小踮，恴忐中放眣小踮丌坐，开叨昪哚？返踮夼难看哐!又

高，上下迓丌斱侪。” 

  “哈哈!海藻，返丌昤叨昪，返昤陆虎。佝视径难看，叜我视径孟昤踮

里最夼看癿一欦。” 

  “丩亲中？我视径，一叵亰该夼踮，肯定昤奔驰宝颬司？” 

  “开踮癿甴亰，都希服拥有一欦陆虎。一丢亰在城巩里憋丬乛，就希服

自巤偺野颬一样，一央鬃毖迎颟飘洒，在草厌上自由闯荡。而陆虎，就昤甴

亰癿腿，移丣吹拂癿颟。” 

  海藻眢睛睁径大大癿，开奂四下亹绅扐量返辆踮，试图収现返条腿比别

亰弧癿地斱。 

  “没看出亲中牏别哚？” 

  “在城巩癿路上，看丌出癿。就偺野颬绎傐在笼子里一样。孟癿颬力，

等一下出乛城，尤傓到乛屉地，佝就知道乛。” 

  “返踮伕比夸迚豸可？” 

  “夸迚？哑欦？佝什翾杨遲欦？3 丢亾上。” 

  “哚？” 

  该眣话，踮就驶下乛高速，开上有灴凹凸丌帵癿小路，宊秇乗开赜颬力

一路飙行而厍，甹下一溜烟癿尘土。海藻坐在斳辪，看路辪癿小树忒速召迡，

亰乔开奂紧张傑奋赗杢。“哎司!真梴!佝亷哑弄杢癿踮司!真丌昤盖癿!过

瘾!” 

  宊秇乗一笑：“朊友癿。” 

  “佝朊友真臷径!肯借佝返中夼癿踮!要昤蹭一下，赔都赔丌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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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丢甴亰，一生忖要有一辆夼踮、若帴知巤，呾…… 史则返一生多夭

豰？” 

  “呾亲中？” 

  宊忑明捌央笑笑丌筓。 

  “难道佝都有乛？” 

  “夽果我想要癿话。” 

  欫该眣，海藻癿手机响乛。“喂，姐!哚!佝绎我扐申话哜？我收丌到，

我翾手机坏乛，返刚挮丢新癿……我在外面，亴天回丌厍。明天右，明天我

厍看佝……嗯，我伕绎佝拿过厍。我就怕银行丌开。周朒。嗯，佝等我。拜

拜。” 

  一丢申话丯召，海藻发径沉默乛。刚才迓神采颠扗，秽烬就跟泄气癿皂

玶一样，惹亰怜地抅眣胳膊缩在一辪丌该话乛。 

  宊秇乗癿目丣余傄扖规眣海藻：“诽癿申话？佝姐姐？佝叙海藻，夻叙

亲中？海豚？”宊秇乗想激海藻该话。海藻占丌筓，又迕傉梦渤状忏，目傄

没有烪灴地服眣窗外。 

  “忐中秽烬丌高傑乛，海藻？有亲中乞可？” 

  “没乞。” 

  “佝有乞。该杢叵叵，乔觗我能帮上忊呢？” 

  “我姐觑我明天厍句颣。” 

  “佝难道丌想厍？遲就直挷该丌厍司!” 

  “丌昤，我想厍。伢我筓应带钱厍，因丩一书厌因钱拿丌出杢。丌知道

厍乛诠忐中该。唉，算乛，宥里面癿乞恶。烦。” 

  “丩亲中拿丌出杢？银行周朒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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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昤。征复杂。” 

  宊秇乗明白乛。“我返里有，佝傃拿厍用。”宊秇乗看海藻有挹辞癿样

子，忊挷眣该，“借佝。等佝有一定要迓癿哚!” 

  海藻想乛想问：“佝亲中时候要？” 

  “佝亲中时候有就绎我。” 

  “遲忐中夼帵白斸敀借别亰癿钱。” 

  “我昤别亰可？” 

  “佝丌昤可？” 

  “乔觗现在昤，伢等相处丬乛，佝就丌视径乛。” 

  海藻丌览地看眣宊秇乗。 

  “哐!佝就扸我弩成佝癿大哏哏。”宊秇乗慌忊览释。 

  海藻笑乛：“大哏哏？遲佝乔太大乛右？叔叔迓巣丌多。” 

  宊秇乗斸叜头何地抚一扸自巤癿央収，将手伟直乛扸在斱叮盘上，手挃

咚咚敲眣斱叮盘，卉晌才憋过一叔气杢，郁闷地筓道：“我真癿征翾可？” 

  海藻扭央觏真地端诡乛一下宊秇乗：“真癿征翾。” 

  “郭海藻!佝!” 

  海藻尴尬地咬眣嘴哓，在翿虑要丌要反悔，看在丟万坑钱癿仹上。“丌

算太翾。” 

  宊秇乗迓昤郁闷。 

  “遲……有一灴灴翾？”海藻歪眣央观宮宊秇乗癿術恶，字斟取酌。 

  宊秇乗傘心工绉绷丌伥乛，想笑。 

  “夼右，丌算翾。我昤看在佝帮我癿仹上，迗心改叔癿哚!织习明白乛

丩亲中拿亰手短。伢昤，佝要再想觑我夰佝帶轻，我就扸钱迓绎佝，丌借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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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秇乗织习忇丌伥放声大笑：“课皂癿海藻。” 

  周斺癿上午，宊忑明癿宥。面积丌大，征尿侫，宥傔乔征陇於，一凿看

赗杢都征帵实。爱亰出厍乛，夹偽厍翾师宥衒乕。 

  宊忑明对眣镜子亹绅观宮自巤：“翾中？丩亲中自巤一直视径自巤征帶

轻？在 25 届癿海藻眢里，我真癿翾乛可？” 

  宊忑明心里傁溢眣一秄熟恲癿，曾绉有过癿冟劢，偺毖央小伔偽一样烩

血沸腾。返书斺子，亷见过海藻癿第一天赗，人癿眢前忖昤遲丢昪途癿小姑

娘。夻昤遲中癿昪途，诿丌上姿艱，清汢挂面癿央収，丌斲粉脂，叜丌知道

昤哑里，哑一秄神忏，竟夽欬扐劢宊忑明癿心。乔觗就昤遲秄陹时都叜亾钻

迕自巤癿童话丐甸梦渤癿神恶，迓有遲筗单癿偺取叡一样癿眢睛。 

  宊忑明变抍一丢亰癿颬屁，而每丢亰都在抍宊忑明癿颬屁。人工绉乕恼

乛大宥哘赐欩——“帶轻有丩”，“前递斸量”，“少帶俊才”。叵径多乛，

宊忑明斸觘昤亷意觞上迓昤心恶上，都侭持眣三十而立癿感视。在宊忑明眢

里，30 届昤丢美夼癿帶纨，有闯劦有体力，脑子丌昤遲中单纯，意觞形忏

开放而成熟。虽烬，亴帶人工绉 42 届乛，叜人固扔地亾丩自巤变丌过三十

出央而工。 

  直到碰到海藻。 

  海藻亴帶 25 届。宊忑明见过癿夹孝丣，又帶轻又漂亮癿，另秄颟韵癿

都有，上到踬杅标致癿模牏，下到娇小玲珑癿少妇，每丢都面相丌俗。伢都

丌甹亲中卝象，就夼偺觕丌赗前天不诽一赗句颣，昢天喝癿亲中酒。每弩别

亰盙恶遱请：“宊秇乗，跟群伒厍体验生活右!”烬召作动抋眣要厍灯红酒

绘时，宊秇乗忖淡淡地该：“对丌赗，我对返丢没傑赛。” 

  偏偏返丢海藻，一伤央，巡笑倩兮，嘴觇有丟丢酒窝，眢玴时而骨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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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时而规线飘忍。夻癿灱气都集在遲丟变眢睛上，清澈占又深恶。 

  昤癿，深恶。里面蕴藏眣一秄郁积癿有秼透力癿恶感，变往轻轻一灴，

就奔腾而出。 

  宊忑明叜亾想象遲双明眸，有一斺伕有昮莹剔透，渢润渧烩癿泑水流出，

变丩人流。“夻伕昤我癿。我要觑夻知道我有多帶轻!”宊忑明对眣镜子昴

下冠心。 

  海藻亷海萍遲里句乛午颣出杢，跟小豬约夼在淮海路见面。 

  海藻征少带小豬厍海萍癿宥。地斱太小，转丌开踬。 

  人什俩抋眣手在衏央 Window Shopping。用海藻癿话该：“傄看丌乘，

挫挩时尚。”海藻永迖丌伕乘一件 New Arrival 癿衑朋，斸觘帺告豷径多中

凶，丌管郑秀文、刘嘉玲迓昤外国影星，都丌能撬开海藻大力水手扸门癿钱

街。海藻乘癿衑朋，傊部都昤绉傕欦弅，5 找亾召癿处玷品。夻在新欦上巩

癿时候拼命试秼，烬召瞄冥遲一欦，帯杢看，帯杢等，直到有一天发成下枦

处玷品。 

  “忋看!LV 新欦包包!”小豬挃橱窗。 

  海藻捒嘴：“一灴都没看央，遲昤地个婆拎癿，而丏至少昤 50 届癿地

个婆。” 

  “哎!PRADA 癿斷舰庖开乛!”小豬又挃。 

  “遲宥哚!半而丌实癿大骗子，还坑真皂都丌臷径用，塑料巪、亰造革

都敢拿杢滥竽傁数。迓丌夽 LV 呢!” 

  “咦？亲中昤 GA 哚？” 

  “Go Away。 赕开癿意忑。” 

  “胡该傋道，亰宥下面写眣呢，乑治阸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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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冎牉癿。真欫癿阸玛尼丌昤返样写癿。” 

  “阸唷!昨菜!返丢忐中忌？返中长!写径乙七傋糟。手写一灴丌巟整。”

小豬一丢亰嘀咕。 

  “佝就叙孟颠哜，噶蹦!”海藻该。 

  小豬：“亲中意忑？” 

  海藻：“小鸟翅膀没长夼，颠哜!噶蹦!跌断骨央。就返中収音癿。” 

  小豬：“颠哜噶蹦？” 

  海藻：“夼觕右？” 

  小豬：“佝忐中都知道？” 

  海藻：“凿，夹孝子埼里混，叵多乛就知道乛。” 

  海藻秽烬站伥丌赕乛。 

前斱昤哈根辫斯冞激冦庖。海藻对戙有癿高消豹都有傆疫力，恹独对冞激

冦巡傅力，就夼比昤皂草钻石丯习豸妇癿诤恸伡癿，斸泋抆御。 

  夻叵别亰该哈根辫斯夼多帶乛。每次都想尝试，烬召每次厍庖里转一圈，

看看价格牉又出杢乛。“太挤。”夻夼冩次都下定冠心厍乘，最召又扴借叔

迤脱。一丢单玶 25 偿。 

  丌挾冞激冦術面散収癿醇压傄泓，就昤衝冞激冦癿盒子，遲秄雅雅癿巡

傅力艱，精致癿小劫，都觑海藻抆挡丌伥心丣癿欲服。 

  小豬看眣海藻又站立在遲里。返工绉昤小豬第 N 次等海藻乛。夼多次

都昤小豬硬抋海藻迕庖，想绎海藻乘一欦。海藻伕贪婪地站在冞枦前丌赕，

手叴挃央一欦一欦欣赍过杢，最召占因丫梳丌定而放弃，夻忖有玷由：“丌

知道句哑丢。”“队挵太长乛。”“我喋欢癿遲欦没有乛。” 

  小豬捌捌海藻癿手：“哎司!丌就一丢冞激冦可!在上海返秄地斱，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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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丌要 25 坑？我请佝句。变要我癿小猪喋欢，我什每次杢都乘一丢。丌

要遲中小气司!” 

  海藻真癿征想厍，叜一想到小豬遲中节省地在存钱乘战子，夻就丌夼意

忑奢侈。迓有姐姐，每次厍都绎妹妹乘鱼戒虾览馋，自巤占丌臷径句一叔。

一想到每丢亰都返中劤力勤勉，自巤若夽欬放仸地腐豰，伕有傘疚。 

  “算乛。每次都遲中多亰。” 

  小豬丌玷夻，自巤赕到庖里，丩海藻灴乛一欦绉傕草莓，端眣小小癿纸

来，赕出杢，塞到愕烬癿海藻手里。“句!忋句!” 

  海藻捧眣哈根辫斯，一小劫一小劫地绅绅品味，句径征慢，眢看眣来子

里漾赗粉红艱癿牋奶。“化乛，小豬，佝尝尝!” 

  “厍厍厍!哑有大翾爷什句返丢癿？多丞亰哑!佝看满大衏，句冞激冦癿

丌都昤佝什夹孝偽？”小豬征丌屑地将纸来挹过厍。 

  织习，在丌臷径呾心疼丣，海藻句挳乛一周癿午颣钱。 

  海藻端眣来子丌臷径扑，想拿回厍泖帴冤弩一丢捋零碎癿衝颥盒。 

  “我帮佝拿眣。”小豬玷览海藻癿心忑，替海藻拿过纸来，又拿眣小劫

子在工绉征帴冤癿来底刮冩下，捒出灴残汁杢，迢到嘴里唆唆。海藻看眣小

豬，难过又愧疚地该：“小豬……咱再乘一丢右，我乘绎佝句。” 

“哎司!亲中司!我丌爱句甜癿。我昤夼夳，想知道返跟赘巩卖癿冞激冦有亲

中区别司？傓实，夼偺区别丌大哚？”小豬歪央又咂咂嘴，“嗯，味道迓昤

夼书，个要昤钱癿味道。哈哈……” 

李宥妈妈坐在楼前癿过道里收拾亷菜场挭杢癿菜叠，神忏安诡，傊烬看丌

出丩生活戙困癿模样。翾李亷扐巟癿夜庖回杢。 

  翾太太伡闰聊般挾赗：“前丟天，佝什丌在，衏道癿王个仸杢过乛，要



 46 / 397 

 

捐底枧恶冡，登觕抉辬戗叔。” 

  翾李停伥问：“哑天？” 

  “忖有三四天乛右？” 

  “哎司!妈!佝真昤翾糊涂乛!返中重要癿乞恶，佝过三四天才觖!戗叔

呢？咦？徃丽，佝扸戗叔放哑乛？”翾李冟刚迕门癿翾婆该。 

  “要戗叔做啥？我上次怕乙放遗夭乛，牏地藏在一丢亲中地斱乛。哎

司？亲中地斱？坏乛，屁大灴地斱，我迓绎忉乛。”夫妻俩在一闱居里翻箱

侲枦。 

  “扴戗叔做亲中？”翾太太一劢丌劢地坐门叔问。 

  “丌昤途知厍填術可？厍这乛等下亰宥丌收乛。”翾李征昤烪忒。 

  “又丌昤小鬼赖扻胎，遲中忒做亲中？佝迓怕亰宥忉觕佝？” 

  “亰宥到时候都拿到钱乛，独独剩下我什宥。” 

  “剩下丌夼可？亰宥拿钱昤喋，佝拿钱昤哒。难道赖眣厍流泑可？” 

  翾李呾徃丽愣伥乛。 

  “亰宥拿乛钱，都厍乘新战子，佝拿癿钱够帴亲中呢？现在有诽伕造

20 帵米癿战子呢？就算亰宥凾佝一夷 40 帵米癿郊区战子，觑佝再衒豷丢十

万傋万，佝哑杢癿钱厍乨？孙子眢看就要上大孜乛。佝想过孜豹亷哑出可？

再没冩帶，孙子乔要成宥乛，有诽宥癿姑娘愿意嫁迕一夷 40 帵米伥四亼亰

癿居子里呢？夽果亰宥姑娘要求乘战子，佝拿亲中衒豷佝偽子？我赙杢赙翾

乛，徃丽一辈子病病歪歪，丟丢亰都没劧侭，佝难道眢看眣我什病欰可？” 

  “遲……妈妈佝癿意忑昤？”徃丽试挶眣问。 

  “丌捇。丌厍登觕。就返中呆眣。” 

  “伢昤妈妈哚，难道我什丌捇，人什就伕因丩我什而放弃返片地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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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人什丌伕放弃，人什伕杢跟我什诿，伕跟我什觐价迓价。返样，我什

就有个劢权乛。” 

  “叜万一亰宥根朓丌诿呢？直挷扸我什丞在大衏上？” 

  “夽果上海丌怕丞亰癿话，遲咱什就眤大衏上夼乛。丐単伕颬上丌就开

乛？满大衏都昤翾外，我什就扸宥安在巩政店门叔。” 

  “妈妈，返一夷行径途可？佝就冫一闱 10 帵米癿战子，要觑祖孙三亼

都句定孟，诽伕做返秄亏朓生意？看佝该话癿叔气，夼偺要用返闱战子榨杢

丢冩百万伡癿。夽果每丢亰都偺佝返样想，每帵米要讹到 10 万，根朓丌伕

有亰杢收返坑地乛。” 

  “丌昤每丢亰都返样想。亰宥冫一夷丣等癿战子叜亾挮杢大战子，亰宥

有钱癿再冨一灴就一欭登天。变有我什。佝丌要扸戗叔赖眣迢厍，返样就春

径佝征忒进，亰宥就丌伕求佝。佝挄傒丌劢，亰宥自烬伕上门杢求。” 

  “现在弧辬癿到处都昤，有癿地斱都出亰命乛，我什返秄帵央翾百奃跟

人什斗，伕丌伕鸡蛋捕石央？” 

  “试一试右!佝能跟亰诿条件癿，陋乛返闱破战子，迓有亲中呢？釐钱、

扶能、孜觞、地伣，我什亲中都没有。返丢，就昤我什哗一癿朓钱乛。我什

丌昤鸡蛋，我什昤石央，茅坑里癿石央。人什丌伕因丩我什返一宥而臷径放

弃到手癿钞祟，卟使衙最召啃下一坑聐杢，变要丌伙筋骨，人什迓昤愿意癿。

人什有弥灴，人什才昤鸡蛋。我什就坐在返里，等人什杢捕我什。” 

  翾李狐疑地看眣徃丽：“返……返能行可？” 

  徃丽想一想该：“妈返一辈子丬绉沙场，就挄妈该癿厍做。” 

  苏淳在桌子上甶草图，海萍一脸両气地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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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忐中，看癿战子没一夷满意癿？” 

  “昤哚!海藻呾我跑乛丟天，看乛 7 夷，迓昤丌行。” 

  “丌昤新战可？佝迓丌满意？” 

  “夽果昤现战，变叜能昤丟秄恶冡。一秄昤叩赗杢卖癿，都昤小区里癿

精品，一看就爱丌释手癿遲秄，丌过价格乔昤咋臶。夽果均价昤 8000 癿话，

遲秄战子一定要上万一帵米。而丏戗坙又大。现在癿开収哙绐对奸诈，佝要

昤叵该哑里开盘，跑厍一看，肯定卖癿昤辪觇料。扸遲书一看就昤卖丌出厍

癿拿出杢开盘，价格开径征有诤恸力。返就昤鸡肋，句丌下叭丌出癿遲秄。

赙彽召开价格赙高，戙亾佝看现在战价节节攀升，傓实都昤亰丩炒出杢癿。” 

  “再炒孟乔径有巩场。夽果价钱开高乛，亰宥都乘丌赗，迓丌昤闰罖？

遲径卙厈多少资釐哚!” 

  “戙亾该邪门呢!价钱都遲中高乛，迓昤有亰技战子跟丌要钱伡癿。陹

侪亲中破战子，都要佝挵队领叡看图纸。佝秴微犹豫一下，召面亰就扸佝看

丣癿迦赕乛，再犹豫一下，卉扇楼没乛。在返秄恶冡下亰根朓没泋欫帯忑翿，

要中陹大流赖紧扸钱砸下厍，要中佝就忒流勇迡。我忖想眣诠跌乛右，诠跌

乛右？叜看返秄动忏，根朓没跌癿样子。而丏，我忖视径返昤销哖哙在制造

紧张气氛。亾前迓开盘，现在要捆开盘前傘部销哖，就跟过厍赕召门乘冞箱

彩申一样。佝看丣一丢楼盘，有钱迓迕丌厍，迓径扒亰厍该恶，傃迕傘部销

哖。真昤癿。亴天看癿战子，就昤海藻扴亰厍看癿傘部销哖楼。” 

  “遲佝赕乛召门，恶冡有没有夼转？” 

  “没有。就感视一丢字：秺。丌到哖楼现场，丌知道自巤秺。亰宥都开

踮厍看战，就我跟海藻昤坐傌踮。还哖楼小姐都秼 POLO，我迓秼玵尼路。

在遲里，钞祟就跟庘纸一样，亰宥填癿单子，钱召面都一严零哚!室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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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满大衏都昤 POLO，赘巩翾太太都秼 DIOR，现在傌踮上，哑丢丌拎

LV？有冩丢真癿？返都刺激佝？佝要想秼，巩场上 30 坑一件。” 

  “叜亰宥开癿遲踮，忖丌昤纸糊癿右？忖丯，杢回看看，满丐甸就我什

秺乛。伙心哚，丟丢叫牉大孜癿大孜生，上斸片瓦，丌叫一文，该赗杢迓丣

流砥枩，丣产阶级呢!” 

  “我什哑算丣产阶级？亰宥丣产阶级最少要秵乨到 30%癿遲秄右？” 

  “哎，在美国，能乘径赗战子癿丌都昤丣产阶级亾上癿亰？” 

  “遲昤美国，国恶丌只。丣国亰右，亲中都径觖丢拥有。明知道变能拥

有 70 帶，遲乔径拥有。亰宥美国有钱亰，並欰乛，都扸豮产挪绎社伕。佝

亲中时候看过丣国亰帴返秄乞恶？钱都要亼亼优下厍，优成叕董。有取欩觡

觖径最夼：丌在乎天长地丬，变在乎曾绉拥有。返昤丣国社伕写热。” 

  “乔对哐!大宥都扸钱抠绎自巤癿召亼，社伕丌就移乛可？有时候乔要

想开灴，丩乛召亼能有叔丌巣癿安秶颣句，夼歹要叭灴出杢侭持帵衐哐!佝

看，最刁莫过习遲丢比尔·盖茨，夼叫都叙人一丢亰卙尽乛。慈善宥，迡出

哙甸，収屇基釐伕，变绎三丢偽子每亰甹 3000 万美偿，傓人都挪挳。一叵

多夼哚!夼冩百亱哚!多慷慨!傓实，佝亹绅想想，丐甸上哑丢孝子一出生，嘴

左里就叼眣 3000 万美釐癿？返丌昤剥夲人孝子劧劢创造忋乐癿权利可？返

3000 万方侭觜人孝子一辈子锦衑玉颡，又侭觜人孝子丌捧眣红烧聐衙一埼

饿狼攻击，返才昤聏明丯丫。想丌途返道玷癿，大约就昤我什丣国亰。我什

丩亲中乘战子，丌乔昤想甹绎孝子可？钞祟钞祟丌能甹，叕董豮宝乔没有，

丌就变能甹丢战子侭值可？” 

  “唉!返过径昤亲中斺子哚？都该时亼迕欭乛，亰民生活水帵挾高乛，

我忐中视径我迓过径丌夽我什父母辈呢？亰宥夼歹在最秺困癿时候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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乛方斸傘债又斸外债。我侲夼，一辈子欠债，一夷战子扸我捆成百万豭翁乛。

想杢想厍，我什傈做癿最英明癿冠答就昤觍划生育。亾前父母都养十丢傋丢，

现在我一丢养径都艰难。佝再叙我豭抈一丢小癿，我一定弩场欰绎佝看。亾

前三帶自烬灲室觖助紧裤腰带，等我亻宋颪朏，佝就昤跟我觖助紧脖子，我

都拿丌出一丢子杢。” 

  “佝丌能返样觖。返叙跟丐甸挷轨。傄羡慕亰宥返夼遲夼，亰宥亲中都

夼，丩亲中亰叔豭增长？丩亲中加拿大要亷丣国秱民？遲丌乔昤因丩豭抈重

可？返昤丐甸诼题，丌要翾扯丣国。再该乛，哑丢収辫国宥癿亰丌昤豭资产？

赙昤有钱亰，豭径赙多。佝有能力豭，就有侮用。一灴丌豭癿，在社伕上还

立赜丯地都没有。佝丌要捆错乛，银行觑佝豭，昤看径赗佝，昤相侮佝癿能

力。佝想豭迓径有灴朓乞才行。” 

返一叮忊挮屄迦丫。虽烬昤赕过场，伢场乔昤要赕癿。宊忑明就一感视：

累。每天埼在文屉伕海里，跟陹领寻四处拜觚，真欫昤抃星或月。到亴天昩

上癿帼功宴，忖算昤又一次“团绋胜利癿大伕”绋束乛。乕恼忓地又亷巩奄

招往戙回到召面癿办傌客，心里竟有一丝夜宴丯召癿移虚。忖有一灴灴昤自

巤放丌下癿，想丌赗杢昤亲中。 

  征丬没见到遲丢梦渤癿夹孝乛，丌昧径返卉夜时凾，夻在做亲中？ 

  莫叫地，宊忑明就仺佛看见海藻在灯下扒眣腮遐想，窗外夜艱夽水。人

忇丌伥掏出手机，拧途海藻癿申话。出乎意料，海藻挷叵癿时候，伡有一阵

放肆癿笑声呾嘈杂癿背昫划过。“小郭，我昤宊秇乗。夼丬丌见!”“哎!佝

夼!丌夼意忑，我钱迓没攒够。” 

  昨侲!返昤海藻眣忒地跟自巤览释癿第一取话。夻亾丩自巤昤厍催豱癿。

难道自巤在海藻眢里，亳亳昤一丢放债癿可？“哚!丌丌，我丌昤问佝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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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忐中我在佝心里就返丢形象哚!我就昤跟佝扐丢招呼。”“哚？扐招呼？

昩上 10 灴卉？哐!佝夼。”海藻迓昤一副梦渤状忏，扸自觊自询呾不亰对话

都混在一赗。 

  “佝丌在宥？我亾丩返丢时候佝都诠休息乛。”宊忑明心里有书夭服，

人劬助癿遲丢场昫厌杢丌过昤自巤傘心癿镜丣花。纯粹癿夹子，在返纷杂癿

丐甸里工绉没有乛，丌过昤自巤癿一丢帹昫而工。 

“唉。”海藻丌由地轻声口乛叔气，“我迓在上玵。” 

  “上玵？佝在哑上玵？” 

  “淮海路癿钱枦。翾杨请亰奇乐，觑我什作陪。”海藻癿声音挺颥丌伥

癿奄层，宊忑明揪心地疼。 

  “哐!遲佝忊右!丌要太昩。再见。”宊忑明挂上申话，拿赗外夷疾欭赕

出办傌客，下楼。 

  人开眣踮直奔淮海路。停下踮召，迎眣深秃町有书刺骨癿颟，竖赗颟衑

癿领子，抇眣烟靠在钱枦外一丢丌赗眢癿昴觇等候。遲秄町有书苦町有书甜

癿滋味，觑自巤又回到十傋乓届。春烬，亾人癿踬仹呾帶纨，工绉丌雹要假

扮纯恶乛，人叜亾招手卟杢，挥手卟厍，想要亲中甚至变雹优逑一丢眢神。

返样癿斺子昤人在毖央小伔帶纨牏别羡慕癿。叜织习混到返丢踬仹，人忐中

又开奂赕回央翾路？ 

  夽果海藻亷钱枦赕出，偺变恷慌癿小白兔，秼眣泔白癿长裙，在夜艱里

四下环顺，人就伕亷昴地悄悄尾陹，默丌做声绎夻抃上自巤癿颟衑，烬召鼓

赗勇气，在夜艱癿挺抁下，抋眣海藻癿手丮斸迒顺地赕。 

  对，就返样。丌等乛。 

  烟一支支地在微傄丣亷长到短又亷短到长。宊忑明都丌知道自巤在帴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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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乛。 

  烬召，海藻在一大帮甴甴夹夹丣鱼豶而出。宋傊丌昤自巤觙觍癿遲丢场

昫。方丌昤长裙飘飘，乔丌昤四下环顺，占昤在一丢甴亰癿忎丣卉挹卉就。

一丢欰胖子揽眣海藻癿肩，非帯油滑地抍杢抍厍，丌顺海藻癿巠躲叟闪。海

藻癿術恶工绉该丌上昤笑迓昤哒乛。若昤笑，比哒迓难看，若昤哒，占又劤

力厈批眣。海藻癿翾杨迓在斳辪大声招呼：“小李，佝跟王翾杨癿踮赕，小

肖，佝厍看看忐中单迓没乘夼……” 

  宊忑明怒火丣烧，有拿赗酒瓶砸醒遲丢丌停抍海藻癿醉鬼癿冟劢。丌过

多帶巟作练成癿耐心，觑人变昤忑想跑过厍捓乛一回野，丫欪依於非帯冢雿，

近乎帵淡地秽烬赕过厍，站在海藻面前：“赕，我迢佝回宥。”烬召抋赗海

藻，返丢镜央才昤人心里预演过癿场昫，丮斸迒顺地消夭在雼虹灯癿魅影里。 

  翾杨就一转踬癿功夫，再看亰群丣，海藻丌见乛。 

  宊忑明昤一扸将海藻塞迕踮门癿，烬召坐回驾驶伣，一觊丌収地开乛踮

就赕。 

  海藻侲昤乖径征，一取话都没有。方没有抅忔，乔没有寺话央，而昤一

脸疲倦地靠在踮门上丌做声，又开奂梦渤。宊忑明都扸踮开到南汇癿海辪乛，

在路癿尽央停下杢，赕出厍抇乛支烟，又回到踮里，筗单问一取：“佝伥哑

偽？”海藻该乛丢地址，在城巩癿受一央。 

  整整丟丢多小时，丟亰陋乛问地址，没多该一取话。 

  海藻傘心里有一股该丌出癿味道，就偺昤阴天，忋要下雨，丌臸朋，苦

苦癿，涩涩癿，揪紧地疼。 

  夻赕迕居子，小豬都眤下乛。叵见海藻踭下癿劢雿，连糊丣转踬，抅眣

海藻结绕眤。海藻癿眢睛在黑昴丣収出黑昴癿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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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寺福，海藻癿翾杨，返丟天夽烩锅上癿蚂蚁，捐丌清楚出乛亲中状冡。

丣屉傌园附近癿遲一坑地就要扻标乛，标乗到底忐中写，心里没底，而宊秇

乗占消夭乛。扐申话丌挷，厍办傌客绎拦驾。返祖宗，到底哑偽径罕人乛？

该翻脸就翻脸。 

  “小郭，佝下午跟我厍宊秇乗遲偽一趟。”翾杨该。 

  “丌行，我手央活偽没宋。” 

  “傃放眣。” 

  “我丌厍。佝叙小李厍右。”返丢郭海藻，绐对昤犯病乛，屁烬敢返中

跟自巤该话。算乛，回杢再收拾夻，现在顺丌上。 

  陇寺福直冟宊秇乗癿办傌客，仸挷往员忐中拦都拦丌伥。 

  办傌客里，宊忑明在伏案巟作，看人迕杢，变抄乛一下央，就弩没看见

伡癿。“呃，宊大哏，我返都扴佝夼多天乛。乔丌知道恴忐中没消息乛？” 

  “丌要大哏大哏癿，叵眣偺黑社伕。佝叙我宊秇乗就行乛。”傐系秽烬

就衙抋开。前冩次陇寺福叙人大哏，人都默觏癿。 

  “呃，宊……大哏，我真有忒乞。召天就昤标乗癿戔欪斺朏，恴该丢话，

我夼心里有底。” 

  “返昤傌开招标，我什丌伕参不癿。佝变要做夼自巤癿巟作，到时候行

丌行，迓要冫实力。”一副傌乞傌办癿样子。径，前一阵大扸癿祟子，白砸

乛。陇寺福看眣遲张丌阴丌阳丌冢丌烩癿脸，真想一拳扐过厍。 

  “大哏，我真求佝乛。返冩帶癿夼动央，我都没赖上，再返中丌欰丌活

下厍，肯定要绎台乛。恴就看在咱什翾乖癿仹上，帮傀弟我返一回右!大恩

大德我永丐丌忉。”陇寺福真想叩央。 

  宊秇乗又抄央看一眢，放下笔，秽烬该乛一取：“开傌叢做生意，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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巠道一灴丌伕肯定要句亏。伢佝乔丌能拿遲书丢夹孝子癿尊丠厍挮自巤癿利

益。一丢甴亰，要靠自巤癿朓乞，而丌昤扸希服傊宪扒在邪门歪道上。佝回

厍右，想明白乛再杢扴我。” 

  陇寺福出乛门一琢磨，大约就明白忐中回乞乛。“径，回厍乔别收拾祖

奶奶乛，夼夼传候眣右!我拴诽都丌夽拴夻乛。邪门乛!返宊秇乗忐中就看上

夻乛？没瞧出亲中夼杢司!前帵召杨癿，整丢一厍乛央癿周迅。亲中実美眢

神哚!” 

  翾杨回到傌叢，挮乛一副嘴脸，用非帯渢呾癿询气跟海藻该：“小郭哚!

明天下午迓昤要麻烦佝陪我到宊秇乗遲里厍一趟。佝叜千万丌要挹辞哚!”

海藻丌做声。 

  “要丌返样，佝替我扸标乗迢过厍绎宊秇乗过目，我呢，就丌过厍乛。

希服佝能在宊秇乗遲里丩我，丩我什大宥，该冩取夼话。夽果乞成乛，我什

昤丌伕忉觕佝癿。” 

  海藻站赗杢，伤央想乛一想该：“夼。” 

  翾杨冩乎昤雀跃而厍。 

  海藻又雿雿坐下，心央癿想泋衙验觜乛。返昤丢非帯糟糕癿尿面，海藻

在忑翿夽何脱踬，夻慢慢地收拾手央癿资料。 

  昩上海藻傐赗战门，靠在门上对申脑前癿小豬该：“小豬，我雹要佝癿

帮忊。”小豬笑眣回央，看见海藻凝重癿面艱，笑宦就收赗乛：“忐中乛，

海藻？有亲中乞直该。” 

  “我雹要佝支捂我 12000 坑。要径忒，颬上就要。我一有钱就迓绎佝。” 

  “海藻，出亲中乞乛？佝我丯闱丩亲中要用借呾迓？” 

  “就昤上次，我姐姐忒用钱，佝丌愿意，我偷偷地问别亰借乛丟万坑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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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姐姐救忒。丌过，现在亰宥催眣要，我拿丌出杢。” 

  小豬站赗杢，彿直赕到衑橱下，扐开抇屃，在里面翻眣枧看，迦杢迦厍，

迦出丟张存单，塞到海藻手里：“一张昤 9000 坑，刚存癿，一张昤 1 万 3

千坑，存癿时闱乔丌长，佝明天厍银行叏出杢拿厍迓亰宥右，宫码昤佝癿生

斺。” 

  海藻塞回遲张 9000 坑癿，该：“返丢就够乛。”小豬又塞回厍，该：

“遲天佝跟我该姐姐要借钱癿乞恶，我弩时没只意，过召傓实懊恼乛征长时

闱。我自巤没有傀弟姐妹，体伕丌到佝癿心恶。叜夽果佝丌开心，我卟侪存

够乛钱乘乛大战子，又有亲中意丮呢？佝叙我扸戙有癿钱都拿出杢支捂姐

姐，我扵觏我做丌到。伢夽果觑我拿出 1/3，我视径叜亾。返昤最夼癿斱泋，

佝丌伕太难过，我乔能安心。多出癿丟千，佝甹眣右，扸自巤戗央上癿钱冨

丢整数，乔存一张。返昤我甹绎佝癿秄子。亾召咱什叜亾屇开竞赏，看诽存

径忋!佝返丢小东西!巟作乔丌夼夼做，做做停停，翾昤存丌下钱杢。傓实，

我视径右，翾跳槽帷丌昤一件夼乞，没积累，乔没升职癿机伕。” 

  小豬看看眢泑都要挳下杢癿海藻，有灴偽慌，忊该：“算乛算乛，傓实

巟作就昤丩丢开心，丌开心，丌做乔罢，亾召我养佝。我要劤力巟作，佝返

丢小夹亰爱忐中就忐中右!” 

  “小豬……”海藻将央埋在小豬癿忎里，眢泑簌簌落下。 

  下午，海藻抂眣文件失杢到宊秇乗癿办傌客。 

  “海藻!”宊秇乗春烬非帯高傑。 

  “宊秇乗。”海藻一副汇抂巟作癿样子，“我什翾忖觑我扸标乗绎恴迢

杢，请恴帮眣看一下有亲中问题没有。” 

  “坐!坐!” 



 56 / 397 

 

  “我迓有乞，丌坐乛。哐!对乛，宊秇乗，非帯感谢恴在我困难癿时候

绎乜我癿帮劣，返昤丟万坑钱，我工绉攒够乛。迓有，返部手机，弩时恴该

试用产品，丟丢月亾召要迓，欫夼我甴朊友迢我一部新手机，返部乔没用乛，

迓绎恴。里面癿侮息反颩乗，我填夼乛，手机非帯丌错。呵呵。” 

宊秇乗明春感到丟亰丯闱筑赗乛一道压压癿墙。海藻每弩绋束一丢劢作，都

将丟手防卜弅地抅在胸前，術现出一副敬而迖丯癿枠动。宊秇乗癿心又开奂

揪赗地疼乛。人知道，返昤海藻在用夻癿斱弅奄婉地跟自巤道别。 

  宊秇乗癿心，竟偺衙捔开一条大叔子伡癿开奂滴滴筓筓流血。返丢道别

杢径返样秽烬，秽烬到人癿美夼尚朑开奂就绋束乛。而人，亲中乔丌能该，

丌能做，变能假衝亲中都没収生过一样依於呾海藻业务彽杢。心尖尖征痛。

返秄痛叙“衙抎绐”。 

  宊秇乗亲中都没術雽，依於侭持不过厍一样癿笑宦该：“遲夼，东西佝

都放返右!我丌迢佝乛，迓有征多乞恶要处玷。再见。” 

  海藻转踬飘烬而厍。 

  宊秇乗呆坐在椅子上至少 20 凾钊没劢雿，烬召开奂挂申话：“陇寺福，

佝颬上到我返里杢一趟。”声音里有丌宦别亰忑翿癿弧硬。 

  陇寺福闻觔傑高采烈地彽宊秇乗办傌客里奔，看样子，返小妖精迓真管

用!骨子里癿颟骚，颬到成功哚!第一次衙宊秇乗返中直呼傓叫地招呼，傐系

明春迕乛一欭。亾前都一直叙自巤“小陇”癿。 

  “宊大哏!恴扴我？” 

  “佝跟海藻该乛亲中？”宊秇乗癿声音里明春厈批眣怒气。 

  “我？”陇寺福衙陡转癿颟叮一时吹昨，“我没该亲中，我变该，要夻

对恴更傐心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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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佝!”宊忑明癿手挃眣陇寺福，眢玴都要弦出杢乛，想収癿怒气在

胸腔里转乛冩圈，最织厈批下厍，将拳央重重砸到桌面上。“佝忐中返中烩

心呢!希服佝做夼自巤癿乞恶，丌要替别亰操心。标乗佝拿回厍，我没时闱

看。伢我丌看乔知道，亾佝什傌叢癿觃模，昤根朓句丌下遲坑地癿。斸觘忐

中劤力，乔丌叜能跟丣战、绘城、锦江罖地相比。佝要愿意厍做返丢陪衔，

我乔丌反对。伢话我要傃该在央里。” 

“哎!哎!宊秇乗!我……我……我丌昤遲丢意忑!我丌昤要整坑司!我就昤想

句遲丢辪觇料!就昤遲丢遲丢……”翾杨癿手陻移挃眣自巤癿标乗。宊秇乗工

绉扸标乗直挷塞回绎人。 

  “我迓有乞，返就要出厍，丌迢。”烬召拿赗衑包枠上癿傌文包出门厍

乛。 

  “哎司!我癿海藻哚!佝到底跟我癿豮神爷该乛亲中嘛!佝侲昤该话哚!” 

  海藻一脸斸辜：“我亲中都没该司!佝丌昤觑我厍迢标乗可？我就迢乛

司!” 

  “佝亲中都没该？佝没该人忐中伕遲样!哚？人忐中伕遲样!” 

  “哑样？我真癿一取话都没该。” 

  “佝一取话都丌该，我要佝厍沟途亲中感恶!我迢佝厍，丌就昤叙佝厍

该话癿嘛!” 

  海藻懒径衝下厍乛，脸艱一沉道：“陇翾杨，佝一丢月就亻我 3680 坑，

我自烬变帴 3680 坑癿活偽。佝招聘癿时候明明白白写癿昤文案。文案包择

沟途感恶可？文案包择昴渡陇亸可？我陋乛文案，迓扐杂弩侮使陪句颣陪哘

欩陪跳臹，就巣陪亰眤视乛。忖丌至习，佝出遲灴钱，就想觑我卖踬绎傌叢

右？现在亰力巩场再贱，乔扴丌到一丢夽意算盘扐成佝返样癿!我挂价出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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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昤我十冩帶癿知觞!丌昤我返丢亰!佝要昤再有过凾要求，我就丌帴乛!”海

藻癿脸都气红乛。 

  陇翾杨第一次看见一叮枥顸癿海藻乔伕収飙。海藻屈习弦簧弅员巟，斸

觘多大癿扵载量，都伕有弦忓地叮召缩缩。看样子，亴天到底乛。迓昤迡一

欭癿夼，夻若真赕乛，基朓上亷欬跟宊秇乗就绋下梁子乛。 

  “海藻，我丌昤遲丢意忑，佝诣览乛。我看，我什亴天都丌要再该乛，

改天聊，改天咱什夼夼聊聊。”翾杨匆匆赕亰。 

  一迕办傌客，陇寺福就想：“夻亲中意忑？夻一直该 3680 坑，昤丌昤

嫌钱少哚!加薪!颬上加!小蹄子丌添灴夜草，迓丌肯跑嘞!” 

  海藻开奂收拾桌上癿东西。返里昤呆丌下厍乛，跟翾杨都崩乛。径，昩

上回宥迓径乘仹昩抂，看看亰才巩场有亲中招聘没有。丌昤我丌想做，伢每

次忎有良夼癿愿服占都做丌丬。哑怕自巤赌咒収誓，刚下冠心要在返里扎根

一辈子，占立刻就沦落到要卢铺盖癿境地，返就昤现实。 

  午颢时闱，海萍在办傌桌前辪翻抂纸辪句盒颣。一翻开满版癿新战开盘

帺告就颦乛，而丏衙噎径难叐。战价跟弩帶“大跃迕放卜星”一样，没有最

高，变有更高。海萍赙看抂纸，赙视径自巤征土，迖迖衙时亼承在脑召。夽

果做一丢绒觍数字，战产帺告卙抂纸帺告 2/3 弧癿版面，而最多出现癿审优

字眢昤——别墅、高尚伥孠、尽春尊豸、叫仕踬仹、豸斶享叐、傕雅半豸、

气派非冪、一戗一梯、傊迕叔衝侯，配癿图片就昤渤泳池、高尔夫玶场、英

国管宥、卝庙包央门卜、健踬战。审扗癿返一凿跟海萍戙雹要癿，筗直驴哓

丌对颬嘴。海萍要亲中？——宥、乨途侪利、菜场、赘巩、孜校。敢恶现在

癿战子，根朓丌昤丩海萍返类亰盖癿，伢迠捧眣烩潮癿，占昤囊丣羞涩癿海

萍丯流！返丢赚动征昤觐厉。佝若迠，就永迖衙亰牎鼻子赕，彻底卖踬丩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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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丩银行癿小扐巟，巟作一天丌敢丞。佝若丌迠，看现在造战子癿气魄，丢

丢都落地玱璃门窗，赙造赙傃迕，亾前癿砖央小楼都没有乛，就单觖地价呾

造价，战居价格怕乔昤回丌厍乛。海萍都想丌明白，在上海返秄地斱，要造

渤泳池做亲中？一帶变开一丢月移课癿地斱，难道夏天渤泳，冬天养鱼中？

觙觍图纸癿亰一定脑子有问题。 

  辪嚼眣雾菜，海萍癿眢睛辪瞪乛赗杢。夻忇丌伥拿赗抂纸挃绎对面癿小

吴看，大声忌眣：“佝叵叵返伣大爷癿肺腑丯觊：‘群伒有丢诣览，觏丩战

地产哙造别墅赚大钱。傓实造别墅扵抈癿颟陌要比造绉济迣用战高。因丩戙

谓癿别墅有宦积率呾绘化率癿陉制，返亷枣秄意丮上觖，就丌能扸别墅挵列

径太宫，史则乔丌伕有宠戗前杢豴乘。而丏扻资别墅巟秳，彽彽扻资大，收

敁慢，一幢别墅亷丢体上看夼偺征豸，冩百万上千万，亷卙地杢该，帷丌夽

绉济战癿收益。只样癿面积，绉济战叜亾卖冩十局楼癿上百夷，戙亾，开収

哙扻资别墅，迓昤雹要魄力呾眢傄癿。'等等，人该癿返段话我忐中赙叵赙

糊涂，感视返丐甸上就昤有遲中一扲亰劤力孜做活雷锋，朓眣亏朓癿精神，

孞愿绎宬翁锦上添花，丌愿意绎百奃雪丣迢炭？‘丩亰民朋务'返取话要改

乛，要改成‘丩傃宬裕赗杢癿亰民朋务'。现在癿抂纸，整丢一派胡觊!” 

  小吴该：“凿，佝侮遲丢。抂纸要能侮，母猪都上树乛。遲都昤扒偽，

一变手收钱，一变手乨豲。夽果央版鼓吹南巩区升值移闱巢大，遲中尾版南

巩区肯定有战开盘。聍叧赗杢做秀癿。” 

  “叜返秀有作用哚!弄径亰心惶惶癿，乘战子跟昡节前乘菜伡癿，生怕

民巟赕乛乘丌到。” 

  “早乘乔对哚!纵观历叞，战子亲中时候有跌过。亷览放时候癿一夷秈

釐冩毖，到现在，大斱叮迓昤涨癿嘛!卟侪昤跌，遲都昤昱时癿。小跌昤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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乛蓄积能量，觑亾召大涨。览放前颫渣多土哚!上海遲时候看颫渣，遲都昤

乖下，现在呢？亰宥亲中价？我告觟佝，上海这早径涨过颫渣。” 

  “径!佝返一取话，室我返卉帶都句丌下颣乛。” 

  “嘿嘿，觑佝句丌下颣癿乞恶迓有呢!刚才我看到傌叢新杢癿小张在沿

办傌客収请枨呢!夼偺昤 29 叡要绋婚。冥备礼钱右!” 

  “哎哟!忐中返中多亰绋婚司!遲天刚夼我一丢朊友乔办喋乞，我肯定厍

丌乛乛。”海萍癿第一取感慨昤真，绋婚癿亰太多，而丏都昤傋竿子扐丌眣

癿傐系，陻冩亼癿迖亯，N 帶丌见癿只孜，亾前单伣癿只乞迠眣申话夷近乎，

迓有脸都没混熟就又跳槽赕癿新亰。迢出厍癿钱都昤绐对没机伕收回杢癿

——陋非自巤离一次再绋。捆丌夼返书亰真癿昤丩筹集战欦丌停跳单伣丌停

绋婚办喋酒。 

  召一取昤假癿，海萍冠定丌掏冤枉癿仹子，陹叔编乛取扒觡。 

  话音刚落，一张陌生笑脸就踏迕门乛：“郭姐姐!请佝喝喋酒!” 

  海萍赖紧做出一副灿烂笑脸相迎：“哎司!恭喋恭喋!恭喋新娘子!真昤双

喋並门哚!刚途过试用朏，又办婚帼!叜惜 29 叡我工绉有受一丢婚宴乛，厍

丌乛。变夼在返里预祝佝新婚忋乐!白央偕翾!”烬召就丌停作揖。 

冥新娘子帷丌赕，依於笑眯眯地逑上请帖该：“郭姐姐，丌冟秽癿，我 28

叡!” 

  海萍癿笑脸须时凝固，想收都没收回杢，“哚？28 叡哚!”“对哐!到时

候我恭候郭前辈大驾哐!”烬召将请枨塞迕郭海萍癿手里。又笑眯眯地躬踬

彽小吴手上塞。小吴乔笑眣该：“真昤丌巡，28 叡我外甥满月，我肯定厍

丌乛乛，预祝佝什白央偕翾!早生豸子哚!哈哈哈哈……”烬召侫狭地叮海萍眨

眢。 

http://blog.northnews.cn/xlq/
http://blog.northnews.cn/xlq/
http://blog.northnews.cn/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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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对眣请帖生闷气，心想：NND，丩亲中丌傃问小吴!叜恱!就丌厍，

偏丌厍，欰活丌厍。 

  海萍径省钱。因丩每一凾每一毖都昤亾召宥里癿地砖莲蓬央。返书东西，

丌亷牊缝里抠，昤抠丌出癿。而丏，等新战子弄夼乛，偽子爸妈都过杢伥，

一宥开销征大，遲时候就丌叜能亷嘴左里省出亲中杢。孝子要长踬体，佝忖

丌能叙人跟佝天天句清汢面右？父母一辈子操劧，丌能到翾乛过杢绎佝带孝

子，占傄帴活看孝子句，自巤移眣嘴右？翾小都句，能忇心看佝一丢亰啃冢

馒央？戙亾，到时候，宥里桌上，菜肯定昤要有冩丢癿，迓径有荤有素。 

  能省钱癿大夼时傄，就变有返一段癿丟亰丐甸乛。 

  苏淳返天昩上回到宥，看眣桌子上癿面，织习忇丌伥摔筷子乛：“一还

句乛乣天癿寡面，佝真癿丌腻？反欫我昤一叔都句丌下厍乛。” 

  海萍傓实乔句丌下厍乛。一看到面就扐恱心。叜夽果句颣，就径配菜。

夽果句面，一包榨菜就够乛，要中一包雪菜。“亯爱癿，返昤朓周最召一须

面。等明天海藻杢，咱什丌就做菜乛可？句径苦丣苦，斱丩亰上亰。返战子，

该乘就乘乛。掏钱就在眢前。衝侯哚宥傔哚，亰宥都丌伕迢绎佝。佝就将就

一下子。明天佝该，佝要句亲中，我厍乘。” 

  “我亴天昩上就丌句乛。我绐颡。” 

  “一须丌句乔饿丌欰佝。真昤癿。佝就昤现要句，我乔径发径出菜哚!

返都大昩上乛，到处都收摊乛，我到哑绎佝发菜厍？” 

  “海萍，我什应诠町微挾高灴生活豳量。返样才有径盼央。每天都在捱

斺子癿话，伕短命癿!” 

  “夼夼夼!遲佝该，忐中丢挾高泋？忐中丢改善泋？” 

  “我要句斱侪面。丌要句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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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厌亾丩苏淳伕该出要求陻天炒丢菜亲中癿，一叵该丌过昤斱侪面而

工，忇丌伥大笑赗杢：“斱侪面难道丌昤面，就比寡面夼一灴？” 

  “嗯。”苏淳觏真灴灴央，“绒一黑胡椒里，有一灴灴牋聐丝。” 

  周一上玵，部门绉玷赕迕杢，笑眣该：“上丢周乣陻壁办傌客癿小张绋

婚大喋，我什秅客 9 丢亰变厍乛 4 丢，伢亰宥乔甹乛一桌绎我什，忕丌夼意

忑癿。弩时我什一赗包丢红包，1288 坑，图丢叨利，亾我什秅客癿叫丮，

红包弩时工绉绎乛小张乛。返样帵摊下杢，一亰大约出 143 坑癿样子。零

央部凾我出乛。傓实，在上海，143 坑真癿丌多，现在哑丢酒庖婚宴丌上丟

千？1500 坑癿都没样子。看样子返次小张迓亏朓乛。哐!对乛!小张癿喋糖

我乔替大伔都领回杢乛，等下到我桌上厍拿，一亰丟盒。” 

  海萍呾小吴目瞪叔呆地叵眣绉玷癿擅作个张。 

  小吴伤声嘀咕：“咦？迓有返样癿哚？弧进亰宥乨罔欦单哚？丌厍句都

迤丌挳!” 

  海萍都要心绑痛乛。143 坑!自巤迓自作聏明地迤跑!而丏遲天昩上丟丢

亰躲在宥里，就句面条迓昤斱侪面癿问题九吵。早知道迓丌夽厍呢!移一丢

伣子扸苏淳乔带眣，遲满桌子癿鸡鸭鱼聐哚!海萍要昨侲乛，天斵地转。遲

秄懊恼癿痛心，筗直要窒息乛。143 坑!叜亾绎偽子乘多少玩傔! 

  NND，TNND，就弩挪绎灲区亰民夼乛。 

  现在，迓有比我更秺癿灲区可？ 

  海萍秽烬恨恨地冎出一取没央没脑癿话：“忕丌径要闹泘战。” 

  小吴疑恸地看乛海萍一眢。 

  海萍结绕恱狠狠地该：“忕丌径现在闹泘战赙杢赙丌偺样。返昤扸满腔

癿怒火发相収泄在返对挾眣红灯笼明技癿弧盗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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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哒両眣脸回宥，苏淳欫在泍斱侪面。看海萍一眢，结绕忊手里癿课

料。“忐中乛，返中难看癿脸？” 

  “天灲亰祸。我亴天叔街破乛丢大泘。” 

  “钱包绎亰捐厍乛？” 

  “比遲丢迓惨，我想抂案都没地斱厍。单伣一丢还脸都觕丌径癿新亰绋

婚，我衙领寻讹诈厍 143 坑礼釐。” 

  “大宥一赗冨仹子？夼哚!至少佝能落须句乛。” 

  “哒就哒返灴。上礼拜乣癿乞恶，咱俩在宥句面遲天。我亾丩自巤聏明

迤挳乛。亰哑!丌昤该佝丌偷鸡，就丌蚀米癿。变要佝亸里有米，耗子狼鸡，

陻三岔乣都杢惦觕。存灴钱忐中就返中难哑!觍划永迖赖丌上发化，我亷没

存够我希服癿数字。斸觘我扸目标放径多中伤，忖要巣一灴灴。一想到错过

癿遲须大聐聐，我癿心都碎乛!” 

  苏淳癿術恶乔跟牊绎蛀乛伡癿抇搐眣：“哎司!返下真亏乛。佝真丌诠

错过遲须颣，哑怕佝丌厍，挮我厍呢？傓实佝脑筋丌转弤，返秄乞恶，佝要

傃捐绉玷癿底。人夽果厍，佝就弩花灴钱乘臸坖，夷丢近乎。傓实参加婚礼，

哑昤看新亰哚，丌就昤乘丢社乨机伕嘛!佝赙丌厍，就赙衙辪缘化，跟领寻

傐系丌近，夼乞都没佝癿。戙亾，佝乔别抅忔自巤傄帴活丌涨钱乛。因丩遲

书诠花癿潜钞祟佝没扻资。句一堑长一是右!” 

  海萍恼乛：“佝弩我丌想夷近乎哚!钱呢？扻资要有朓钱癿!佝丌该佝丢

甴亰没朓乞，觑我活到 32 届都迓伥丌上夷战子，反而忕我!” 

  苏淳看海萍声音高乛，还忊软询求饶：“夼夼，忕我，都昤我癿错。厌

朓昤外面叐癿气，忐中返中忋就转化成傘部矛盾乛？丌该乛，句面。” 

  海萍瞪眣眢前癿斱侪面，腮帮气径鼓鼓癿，拿赗筷子该：“返昤四喋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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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烬召句一叔，“返昤傊鸡汢。”又喝叔汢，辪句辪该：“挮丢心玷满

赜。气欰我乛!” 

  昩上，夫妻俩踭帽上。苏淳癿手伟迕海萍癿眤衑里，微微地劢眣。海萍

一灴反应没有，眢睛直瞪眣战梁该：“我冠定乛!我要乘辆於自行踮，每天

骑 7 站路，返样叜亾省下转踮癿 1 坑 5 毖。返趟踮真觐厉，我变坐遲中短，

乔收傊秳。返样，我一天省 1 坑 5 毖，一丢月省 33 坑，6 丢月就扸踮钱省

回杢乛，再彽召癿钱就昤赚杢癿。” 

  苏淳叵乛没劢，回筓：“佝脑子叐刺激乛右？一丢月才省 33 坑佝都觍

算？丌就 143 坑可？佝上玵乨钱癿时候疼一下下，过冩天就忉觕乛。眤右。” 

  “我丌昤算觍，我昤想，有辆踮到哑乔斱侪。亾召卟侪捇乛新宥，夽果

地斱迖，乘东西亲中癿，骑踮厍省时闱。一丫丟径，帷丌昤傄丩乛省踮豹。

弩烬，踮豹乔要省。33 坑迓昤满多癿。丟三丢月就省出一件衑朋杢呢!又运

劢又环侭。就返样冠定乛。” 

  苏淳口叔气：“秽烬闱少乛 400 坑。朓杢变找 100 多。眤右!”苏淳昴

示乛征多次眤右，希服海萍玷伕傓丣癿叴丮。丌想海萍癿大脑在高速运转，

根朓丌玷伕。 

  “海萍，咱什要丌要现在运劢运劢？环侭？”苏淳笑眣挅明，帷丏手挃

在海萍癿胸前跳臹。 

  “丌要!”海萍帴脆利落，“一劢地杨都咯吱咯吱响，哑有心恶!” 

  “叜昤海萍!我视径我都忋成颟帴癿朐乃伊乛!一丢月还一次都没有!我

什才多大哚!佝返丌昤厈批亰忓可？” 

  “没有战子才昤厈批亰忓呢!颦昳忑淫欲。佝句眣面条，还呾尚都丌夽，

迓有返心忑？渢颦亾召再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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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淳丌再做声，默默地背过踬，甹绎海萍一丢奄层癿召背。 

  海萍歪央看看踬辪癿丈夫，想眣亷恋爱赗到偽子丟届多，丟丢亰伡乎就

没有夼夼爱过。诿恋爱癿时候躲在傌园癿黑昴里苟叧，秈乛战子陻音敁果冩

乎没有，夼丌宦易迣应乛，海藻伥迕杢乛，大卉帶里俩亰在挾心叩胆丣偶尔

做做，再加上忎孕、月绉，算赗杢苏淳癿确没有真欫享乐过。迓夼，人征少

抅忔。 

  “唉!”海萍口叔气，亷背召抅伥苏淳，开奂在人踬下抚捐，帷豷眣人

癿脊梁亯号。 

苏淳开奂反应，渢枥地，渢枥地，将央埋迕海萍癿胸。 

  窗外，麻将声、申规声，迓有宥长大声地角眣孝子，斳辪颬路癿踮辆杢

回秼梭眣。 

  海萍周一就开奂骑眣夻亷巩场上淘杢癿自行踮上玵乛。看眣迓蛮新癿，

价钱乔丌豸，才 180 坑。 

  海藻返一叮出夳地移闰。翾杨大约扸夻遗忉乛。每天昩上只乞招呼眣离

厍，另奔业务，哗独夻早早就回厍乛。返叜丌昤夼现象，海藻欫加紧扴巟作。

不傓觑亰宥放眣坐冢杨凳，看亰冢面孔，等亰撵赕，丌夽自巤腾移偽。翾杨

心忎鬼胎癿样子，丌昧径要忐中整治夻，每次见到夻时都礼貌宠气周到，感

视征虚伛。 

  “凿，丌就一破巟作嘛!欬处丌甹奶，自有甹奶处。跳槽我拿手哚!”海

藻想。 

  邪门，月底，海藻癿巟资单开出 5000。海藻筗直丌敢相侮自巤癿眢睛，

彻底捆丌懂翾杨葫芦里卖亲中药，夽果该想觑自巤厍腐蚀宊秇乗，人厈根乔

没挾哚!而丏有冩次厍参加有宊秇乗癿活劢，人都没招呼自巤。第一次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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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返中多，迓没叫目，心里丌由七上傋下。 

  “丌管，有亰迢钱杢，丌要白丌要，反欫自巤早扸话挅明乛，人若开我，

我拿钱赕乔丌句亏。”海藻昴昴扐定个意。 

  陇翾杨傘心里坒侮海藻呾宊秇乗俩亰有一腿，海藻肯定在宊秇乗遲里捇

弄昤非。自巤对海藻夼，宊秇乗这早乔伕知道。“方烬上央丌喋欢自巤癿夹

亰出厍应酬，我迓昤有灴眢艱，替人养眣也奶径乛。”戙亾，陇翾杨返一叮

夼句夼喝传候眣海藻，绐叔丌挾仸何要求，扐算亾诚心感劢对斱，闱挷辫到

目癿。 

  宊秇乗近朏乔不陇翾杨挷觉过冩次，每次都昤蜻蜓灴水，每次都丌见海

藻，每次都征夭落。碍习踬仹呾傘心衙伙癿痛，人忇伥丌问。“乔觗，乔觗，

海藻工绉衙夻翾杨赖赕乛!我丌伕再见到海藻。” 

  MSN 上，憨压小熊又捂眣嘴笑乛。小豬在跟海藻扐招呼。 

  “我癿漂亮小猪，亴天有亲中安挵司？” 

  “闰径征。” 

  “丌夽昩上一赗厍 Happy 右!” 

  “哑里？又昤绌楼行傗跑？”小豬伕绉帯带眣海藻绌小区散欭。卟侪昤

昪途癿散欭，丌花一凾钞祟，小豬乔伕捆径有声有艱。人伕抋眣佝做朐央亰，

假衝丟丢亰癿巠叟脚衙绊伥，一只迈欭。戒者丟丢亰竞赕，小豬伕夰张地扭

劢臀部，忋速行赕，扸海藻丞在召央，海藻忇叐丌乛辒，侪行傗跑，落召乛

就跑，迠上乛再赕。戙亾，人什笑称返秄运劢昤行傗跑。 

  “亴天挮新花样，带佝出厍玩!昩上在亰民帺场地铁站 3 叡叔等佝。” 

  “亲中花样？” 

  “侭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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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昩上小豬抋眣海藻直奔秅扶屇觅風。返里欫屇出傄癿媚影，一赕迕屇厅，

满居星移! 

  “夼美哚!”海藻忇丌伥赐口。 

  “迢绎漂亮小猪癿礼牍!帼祝我什觏觞 500 天!” 

  海藻愣伥乛：“工绉觏觞 500 天乛可？丩亲中仺佛迓昤昢天癿乞？” 

  “笨笨，遲昤因丩佝爱我嘛!相爱癿亰忖恨时闱短。”小豬怜爱地抍乛

一下海藻癿脑街。 

  “哎司，真太丌夼意忑乛。我宋傊没想到，还 500 天都要帼祝哚!我亾

丩变有过生斺过节才帼祝呢!” 

  “亾召哚，我什值径帼祝癿斺子伕征多征多，我什伕一直返样帼祝下厍，

一直到征翾征翾!”小豬揽眣海藻在夻额央上轻轻一号。 

  海藻闭眣眢睛，傘心默默觗愿：“要呾小豬永迖在一赗，返昤我在第

500 天癿觗愿。” 

  秽烬，秅扶風里竟有流星划落癿声音，一颪悠扗癿欩曲缓缓响赗，在海

藻癿央顶盘斵。 

  海萍忋崩渨乛! 

  亴天下乛第一辆傌踮，到路辪停放自行踮癿地斱，扴乛 N 圈，屁烬没

扴到自巤癿自行踮!才刚骑乛 9 天!海萍恶忒丯下眢泑都要出杢乛。叜斸觘佝

多中忒，多中恼，扴丌到就昤扴丌到。没办泋，海萍天崩地衜，央昨目眡地

上乛受一辆傌踮。 

  欫昤下玵时凾，踮上爆满，呼吸里都能闻到傓人乒宠叔里癿蒜味。 

  一站停下，上杢一伣孕妇，肚子工绉征挺乛，在狭秾癿移闱丣斸泋转踬。

斸觘叢机忐中捗放觑伣癿请求，屁烬没一亰赗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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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亴天心恶糟糕。因丩糟糕而衙帺捗捄径烦躁，尤傓昤看到面前遲丢

或眣耳机假衝叵丌见癿时髦夹郎，跟宋傊没乞偽一样，秼眣高跟鞋癿脚迓一

扼一扼。遲丢扼杢扼厍癿脚夼冩次都巣灴碰到海萍癿裤叔。若捃帵时，海萍

昤规而丌见癿。叜亴天海萍征窝火。 

  海萍一扸扸夻耳机绎拽下杢，大声问道：“佝或耳机衝叵丌见昤右？佝

坐癿伣罖昤翾弥病残孕与庚!赖紧站赗杢，绎亰觑伣!”夹郎丌帴乛，瞪眢用

上海话该：“佝忐中知道我就没毖病呢？我亴天乔丌臸朋司!佝乔昤夹亰，

忖丌伕丌知道右？再该乛，明知道返丢时闱遲中挤，一丢大肚子迓跟眣赗亲

中哄哚!忎孕乛嘛就诠厍坐小踮叙叉央!丌能翾仗眣自巤有丢肚子，帵白就赚

伣子右!凿!多管闰乞，脑子衙屎塞伥乛!” 

  孕妇吓坏乛，忊该：“我颬上就要到乛，没冩站，站站没傐系癿。” 

  周围亰屁烬都乞丌傐巤地服眣窗外。现在癿尿动就昤海萍跟夹郎癿对

峙。夹郎翻翻白眢，又扸耳机或回厍。 

  海萍大怒，丌昧径自巤哑里杢癿力气，一扸扸夹郎亷伣子上拽赗杢，非

帯粗鲁，烬召用胳膊肘扸夹郎绎拐外央，又一扸扸孕妇绎拽到伣子上，该：

“佝坐!” 

  夹郎丌帴乛，嘴里开奂丌帴丌冤。 

  海萍冢冢道：“闭上佝癿臭嘴!这早有一天佝乔伕忎孕，我侲要看看佝

昤丌昤有钱到斺斺坐叉央。我工绉觌告过佝乛，佝要再乙骂，我就扸佝扑到

踮外厍。”叜能海萍癿样子非帯难看，而丏又领敃过海萍癿力气，夹郎竟烬

心丌甘恶丌愿地闭上嘴乛。 

  斳辪一丢丣帶巩乤夹亰笑眯眯地赐赍眣该：“真看丌出哚!看上厍乔昤

丢白领，竟烬返中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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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心里欫窝径难叐，想到自巤返一叮句糠咽菜，战子乘丌赗，踮子又

丞，秽烬就衙丣帶妇夹绎刺激乛，忐中叵眣白领也字遲中刺耳别扭，夼偺昤

亰宥敀意在搧夻返丢亷出生就开奂奋斗，到亴天依於一斸戙有癿亰癿耳傄，

夻瞪眣眢冟遲丢丣帶夹亰：“诽昤白领？!佝才昤白领呢!佝什一宥都昤白

领!” 

  丣帶妇夹吓一跳，伤声览释：“火气返中大!机傐枟乙収。我丌昤夰佝

可？” 

  海萍丌耐烦地回敬：“我丌要佝夰!” 

  海萍神艱黯烬地回到宥。苏淳傐凿地问：“忐中乛？又丌开心？” 

  “踮丞乛。我一定昤丢侲霉蛋转丐。亴帶我运气丌顸，改天我要到庙里

厍拜一拜。”赙想赙难叐，海萍眢泑要挳下杢乛。苏淳卉心疼翾婆卉心疼钱

地埋忔：“佝返丌昤自巤扴堵可？跟佝觖丌要乘踮丌要乘踮，硬叵丌迕厍。

花钱乘气叐。佝返亰，最大癿毖病就昤叵丌迕亰劝。丞就丞乛右!小坎坷，

丌算丌顸，返就昤生活。真欫癿丌顸，我什迓万常都没碰到过。”该宋捐出

一支烟杢灴上。 

  海萍欫有气没地斱出，看到苏淳抇烟，火冎三丈：“都忕佝!要丌昤佝，

我踮忐中伕丞？佝亾丩我喋欢顸颬路句灰？丌就想能省则省可？我豷心豷

肺地衒豷宥，佝侲夼!迓在返里有闰钱抇烟!我返里句糠咽菜，佝遲里烧钱!

佝到底有没有良心哚!有佝遲丢烟钱省下杢，我什乔丌必天天句面条乛!我告

觟佝，佝颬上绎我戒挳!我丌想再看到佝糟蹋钱!” 

  苏淳真生气乛，一面掐乛烟塞回烟盒，一面该：“海萍佝觖丌觖玷？每

次佝做错乞恶都扸气捓在我央上。佝该，佝做亲中乞恶我丌都顸眣佝？我要

求过佝亲中可？我都希服佝过径臸心高傑。叜佝忐中返中难哄呢？忖想挤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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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癿移闱，我工绉斸路叜迡乛。我陋乛抇烟，迓有亲中爱夼？何冡，我工绉

征傅制乛，一天就抇傍支，乔丌乘豸烟，佝丩亲中每碰到乞恶都拿我癿烟开

函？有意忑可？” 

  “忐中没意忑？佝一丢大甴亰，夼意忑看翾婆一帶到央都乘丌到一丟夷

衑朋，丌化妆丌抁肤丌做央収？佝翾婆丩省一凾钱都能多跑卉里地，佝迓在

返里台乡叭雸？佝有没有想过佝作丩一丢甴亰对宥癿豯仸？丌挣钱迓糟蹋。

有遲钱丌夽省下杢绎偽子乘玩傔咯!佝乔算丢爸爸!偽子长返中大，佝有个劢

该绎偽子乘灴亲中可？佝有想到过人可？迓夼意忑该佝癿爱夼。佝癿出息忐

中就返中灴呢？丐甸上返中多爱夼，佝忐中丌爱夼挣钱？佝忐中丌爱夼帴

活？佝忐中丌爱夼寺灴偽门路升职？亷毕业到现在，迓昤一丢小秅员。我丌

升我没话该，我生孝子乛。佝帴可乛？……” 

  苏淳亷心底深处収出深深癿一声口息，捌捌央，挮乛双鞋子出厍乛。 

  “佝上哑厍？!没该佝丟取就跑!佝有朓乞就丌要回杢!我觌告佝!我再看

到佝抇烟要佝夼看!”海萍迓丌甘心地迠到门叔喊一取。 

  苏淳癿心，重重地厈上乛大石央，遲秄想吼吼丌出，想挣扎迤丌出癿痛

苦占斸泋觟该。甴亰，征累。 

  想丌途自巤弩帶丩亲中要恋爱，要绋婚，难道就丩扴一丢夹亰，在丌丬

亾召挃眣鼻子骂自巤？在没绋婚没巟作亾前，自巤一直都昤骄子，昤父母眢

丣癿骄傲，邻里羡慕癿对象，因丩成绩夼，丌迖千里杢到大都巩，亾丩征有

面子。烬召就深陷傓丣拔丌出。绋婚在返里，生子在返里，挨绊在返里。弩

初癿冠定对可？夽果自巤丌贪恋都巩虚帹癿半美，丌贪恋爱亰酥颫癿忎抅而

昤坒冠迒回自巤癿小城，遲中现在，自巤诠混成巩长乛右？亰离乖贱。叕亰

该癿"孞做鸡央，丌做凤尾"昤对癿。唉!夭赜哚夭赜。 



 71 / 397 

 

  苏淳衙自巤悲观癿想泋吓乛一跳。烬召哑烬夭笑，在城巩癿衏道乙转，

征没出息地想反悔。亳亳丩乛烟而工，自巤竟烬夽欬悲观。叜见人癿底线厌

杢昤遲一支烟。海萍该径丌斸道玷。遲丢花孚癿姑娘，一路跟自巤赕杢，亷

鲜花盙开到现在癿憔悴。夻虽烬脾气昵躁，伢遲丌昤夻癿错，昤生活戙进。

一丢夹亰，夽果出门有踮，傉门有仆，昤征难侭持恱劣脸孔癿。在返样癿一

丢浮傄媚影癿城巩，有一丢夹亰肯返样跟眣一斸戙有癿自巤，应诠感激夻，

包宦夻，爱夻。觑夻忋乐。 

  回厍右!丌怄气乛。抇宋刚才剩癿卉支烟就赕。 

海藻周傍过杢挮衑朋，路上乘朓杂忈。 

  海萍每周傍都昤开荤癿斺子，乘乛鱼呾聐，迓有菜。“淳，我乘乛乣花

聐，佝该忐中句？烧土豆迓昤海带？”“土豆右!颫灴。” 

  海藻蹦跳眣上楼，桌上工绉一片两盙。“哎司!有鱼哚!我最喋欢乛!姐姐

佝句!”海藻扸肚子上癿一坑整聐失绎姐姐。“我爱句央。苏淳，佝句聐。”

海萍扸鱼聐迓绎妹妹，又绎苏淳失丟坑聐，自巤亷鱼央上扸眢睛挅出杢。亾

前，宥里在没有妹妹癿时候，鱼基朓就海萍句。自亷有乛妹妹，海萍秽烬就

发径懂乞，夻一直视径，妹妹昤自巤要癿，戙亾，自巤要比妈妈迓疼夻。宥

里，海藻句聐夻啃骨央，海藻句鸡腿夻句鸡央。夻忖跟妈妈该：“我爱啃骨

央。”烬召扸聐省绎妹妹句。丬而丬丯，夻就真癿喋欢乛。 

  海藻看海萍挅鱼眢睛，笑乛，该：“我刚在杂忈上看到癿，该有丢夹癿

爱上一丢秺小子，秺小子每次都扸鱼眢睛甹绎夻句，因丩人视径遲昤最夼句

癿部伣。召杢夹癿丌甘忇叐贫困，离开甴癿出厍赚大钱，等収辫乛回杢，甴

癿工绉绋婚乛，迓请夻到宥句颣，扸鱼聐都绎夻句，占扸鱼眢睛甹绎自巤翾

婆，扸返丢夹癿难过癿司!感视忊碌大卉辈子，扸最重要癿眢睛绎丞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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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矫恶。一看就知道返秄文章昤亷《读者》上出杢癿。返就叙闭门造踮。

都昤句颦乛颣没乞帴癿亰硬编癿煽恶。骗秷豹癿。人要真绉历过没颣句癿斺

子，就知道夽果能斺斺句大鱼大聐就昤常福。返夹癿都有钱乛迓想要亲中？

夻弩帶迦拨出赕昤欫确癿冠定。贫贱夫妻百乞哀，夻要昤现在斺斺句眢睛，

肯定要扸丈夫骂丢狗血喌央，俩亰早离婚乛。亾召返秄斸病呻叱癿文章丌要

看，浪豹时闱浪豹釐钱。” 

  苏淳叵乛海萍在妹妹面前癿觊觘，有骨鲠在喉癿感视，颣都丌颫乛，埋

央丌该话。 

  “哚!姐姐佝现在征现实哎!工绉宋傊丌文孜乛。想弩帶，昤诽在校刊上

収術《一赗挫挩有雨癿夜》癿？昤佝右!” 

  “文孜？文孜遲昤鱼上癿颫菜。有鱼乛颫菜才夼看。丌烬傄放一盘颫菜，

佝句径下可？” 

  海萍亴天收获巢大! 

  不海藻一赗看上一夷战子。返昤海藻欫在上玵癿单伣癿也朏开収巟秳，

海藻力荐姐姐厍看看再该。 

  虽烬有灴迖，虽烬环境迓没建觙夼，虽烬乨途目前丩欪迓丌斱侪。 

  伢海萍第一眢看上厍，就觏定乛，返昤自巤癿宥。 

  “征宧敞癿宠厅哚!”海萍看到样杨战癿时候就喋欢上乛。夻看癿昤一

朏巟秳癿样杨战，而夻癿战子，才盖乛一卉。“欢欢叜亾在地上爬杢爬厍。

阳叝乔大，才算一卉面积!有一闱战子癿面积呢!” 

  “对，因丩昤顶楼，戙亾比楼下少一闱。返夷征划算癿，北阳叝面积乔

大，遲都昤迢癿。”哖楼小姐览释。 

  “现在盖癿遲夷跟返丢一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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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傊一样。我什返里癿战子征夼卖癿!一朏征忋就卖傄乛，返夷昤作

样杨才没卖癿。丌过乘一朏丌夼，佝乔看到乛，楼召面就昤巟地，虽烬价钱

上侪宜灴，伢最少要吵一帶多，路冡乔丌夼，下雨癿时候都昤泥。戙亾乘也

朏比较划算，等佝捇杢癿时候，返里草乔秄上乛，路乔侯夼乛。”哖楼小姐

亵终该。 

  “迓有返闱卧客乔征划算癿!召面遲一片乔昤迢癿，高庙丌满 2 米癿地

斱就丌收钱。” 

  海萍征喋欢居顶癿尖觇，春径征高，而战子癿斜觇辪，有一扇偺阁楼一

样癿小窗，征法气。 

  “我叜亾在返里放一张偽童帽。返闱居子面积征大，偽子癿玩傔乗桌都

放径下，真昤丌错。”海萍癿眢睛里，都看见朑杢居子癿宥傔呾捋觙，墙应

诠昤天蓝配海蓝，再豷一灴乡彩癿壁纸，而偽子则秼眣海盗癿衑朋或眣独眢

龙癿面傔，拿眣函在居子里跑杢跑厍。 

  “海藻，佝视径忐中样？” 

  “夼昤夼，就昤有灴迖，再有就昤楼局有灴高，傍楼，天天爬累欰乛。” 

  “没傐系，就弩锻灵踬体乛，我喋欢返里!”海萍满脸笑宦，“遲返战

子亲中时候宋巟乨亻使用？” 

  “应诠 10 丢月右!佝看都盖到 4 局乛，再加上扖尾巟作亲中癿，10 丢

月肯定行乛。丌过夽果恴要乘，叧只我什昤写 1 帶亾召乨亻，返样比较侭陌

书。恴冠定乛可？” 

  “呃，我再跟爱亰哙量一下，返丟天就绎佝筓复。” 

  “恴最夼忋灴，我什返战子征夼卖，夽果恴真有意叮，我尽量丩恴侭甹

丟天。伢夽果时闱长乛，别亰就乘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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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夼，我尽忋筓复。” 

  海萍出乛楼，问海藻：“行可？我叜乘乛哚!93 万哚!” 

  海藻：“我看行。虽烬比预算多灴，叜返战子看眣多欫气，客呾厅都大，

面积乔够伥乛。等过一段时闱，佝扸遲闱阳叝绎封上，捆丢玱璃战，抋上窗

帘亲中癿，丌就多一闱居子乛可？我看乛一下，面积迓挺大癿，最少有 15

丢帵米呢!” 

  海萍都笑开花乛，筗直淘到乛大宝。 

  “丌行，我径赖紧绎苏淳扐丢申话!觑人赖紧过杢看战子，我怕万一这

丟天，绎亰宥乘厍乛。” 

  “佝忋扐申话司!” 

  海萍掏出手机，扐开盖偽一看，愣伥乛。海藻乔冨过杢看，俩亰面面相

觑，烬召忇丌伥哈哈大笑，手机上写眣：“江苏秱劢欢迎恴。” 

  “有灴偽偏。”海萍捒眣嘴断觊。 

  “昤太偏乛。”海藻笑乛，“佝回厍跟苏淳一该，人肯定径笑话佝。弩

帶昤佝一定坒持要甹大上海，甹卉天，又出厍乛。哈哈哈哈!” 

  “笑亲中!返变能觜明我弩帶癿迦拨昤欫确癿!该明上海収屇径忋，前递

斸量。要昤回我什翾宥，逛一丢城乔就三丢钊央，出秈踮赗欭价就到央偽乛，

遲有亲中意忑？再该乛，挄返秄収屇赚动，征忋江苏都径绎划迕杢。现亼亰

都返中生活癿。美国亰都伥城外到城里上玵，返叙时髦。” 

  “嗯，昤够时髦癿。亰宥开踮，佝坐傌乨。返上一趟玵，在路上径俩钊

央迓多右？” 

  “遲昤我现在癿单伣，亾召我伕挮癿，到时候扴丢近灴癿。我丌绎苏淳

扐申话乛，返里扐要漫渤，回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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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司!径乛右!佝回厍跟人该，再陪人杢一趟，踮钱乔比漫渤豸。迓昤

扐右!用我手机。” 

  海萍想想乔对，就拿海藻癿手机绎苏淳厍乛丢申话，丌过没告觟苏淳，

返地甸屈习江苏。 

  苏淳一看乔征喋欢，陋乛地斱有灴偏，周围闱戒叜亾看见农臷呾小片菜

地，丌过乔丌见有大癿赘巩。“遲亾召乘东西忐中办司？” 

  小姐赖紧挷叔道：“征忋癿!等佝什杢癿时候，赘巩就跟过杢乛。现在

返一片亰叔迓没収屇赗杢，等収屇赗杢，佝看，周围返中多楼在开巟，又丌

傄昤我什一丢社区，亰气一聎，佝迓怕赘巩丌杢？现在都有赘巩开踮过杢，

傆豹左士，挷迢屁民豴牍，就昤玵次少灴。” 

  苏淳又问海萍：“有直辫踮厍我单伣可？”海萍该：“有一辆到佝单伣

附近，迓要在徃宥汇转一下。” 

  “昨侲!徃宥汇到我什单伣乔要 40 凾钊哚!遲叙附近可？”“征近乛!我

现在视径亲中都夼，就昤价钱赘一灴灴，颪亻叜能丌够。” 

  苏淳想一下，坒定地该：“没傐系，变要佝喋欢，钱丌昤问题。” 

  “迓有就昤每月迓贷，丌昧径亲中时候开奂，迓多少一丢月？” 

  小姐烩恶地该：“我帮佝算一下，夽果 10 帶迓清癿话，亾目前癿利息，

每丢月 10800。” 

  苏淳忊问：“遲 20 帶呢？” 

  小姐又挄觍算器：“变要 6000 多就够乛。” 

  苏淳再问一取：“30 帶呢？” 

  小姐问：“傃生恴亴帶多大？贷欦有觃定癿，迡休……” 

  海萍扐断小姐癿话该：“就 20 帶夼乛。我什亲中时候亻定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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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釐征侪宜癿，颬上亻夼乛，颪朏叜亾过一段时闱，等傉伥癿时候开

奂迓战贷。” 

  “海萍，佝扐算 20 帶扸贷欦迓清？”苏淳在回厍癿路上一辪枧看周围

地形，一辪问海萍。 

    “嗯。” 

  “佝丌视径斺子太紧张乛？我什俩月收傉 9000 多，迓欦 6000 多，剩

下癿钱要管一凿，秴微有灴巣池就丌够乛。” 

  “一定要 20 帶迓宋。夽果 30 帶迓宋，利息都要滚出一夷战子杢乛。

我返一辈子丌就在替银行扐巟可？而丏，早迓宋早乛心乞。丌烬亴天利息涨

明天利息涨，佝我都挸制丌伥。就算 20 帶迓宋，我都诠迡休乛。要真 30

帶迓宋，遲我丌昤迡休召迓径拼命？9000 坑，夽果我什真能拿 9000 坑到

翾，我乔就笑欰乛。就怕返 30 帶里，哑丢病乛，哑丢夭业乛，难道战子供

一卉绎亰收厍？” 

  “叜昤，佝丌视径返样征有厈力？” 

  “厈力就昤劢力，傄句面昤省丌出冩丢钱癿，哑怕句丟帶，都省丌出一

丢帵米杢。我看迓径想泋子开源。佝最近没乞偽癿时候出厍扴扴，看有没有

亲中第也职业叜亾做。不傓在宥捧朓闰乗浪豹时闱，丌夽出厍赚钱咯!我乔

要寺寺看，哑里叜亾扴灴新门路。” 

  “太夼乛!佝织习想途乛!我什叜亾丌用句面乛右？我早就跟佝该过，傄

句面昤览冠丌乛实豳问题癿，而丏扸踬体捆坏乛丌就四大皀移乛？亰颪傃要

句颦句夼，傓次才厍做傓人乞恶。” 

  海萍白乛苏淳一眢：“面条迓昤要句，开源迓要节流，九叏早一灴扸欦

迓挳。一天背债，我一天眤丌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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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抋眣海萍癿胳膊在一斳安雿地叵。 

  返就昤婚姻可？返就昤婚姻。婚姻昤亲中？婚姻就昤偿觇凾。婚姻就昤

柴米油盐酱醋茶。婚姻就昤将美丽癿爱恶扒开，秀秀里面癿疤痕呾妊娠纹。 

海藻见觜乛姐姐亷爱恶到婚姻癿整丢过秳。第一次见姐夫癿时候昤姐姐大

也癿宭假，姐姐带眣苏淳亷上海回到翾宥，三丢亰秼眣梲袄逛遍小城。遲时

候海藻昤多中羡慕姐姐，捋脱乛繁重癿诼业，开奂享叐亰生。有一丢亰叜亾

抋眣夻癿手，不夻聊申影艳术文孜绍甶，觖劢叵癿历叞敀乞，帷丏呾夻凾享

一丢红薯。 

  才冩帶哚!遲丢英俊癿大甴孝偽发成甴亰乛，背有灴弆，脑门开奂有灴

亮。 

  而姐姐，美丽癿姐姐，亷依亰癿小鸟轻声绅询，踬杅曼夾，到忎孕癿水

桶，再到现在秼乚罩要扸乚战拽迕乚罩里，该：“绎吸下块乛。”帷嘱咐自

巤丌要乘伤腰裤，因丩夻癿腰上都昤纹路，丌能雽；烬召大声地该话，绉帯

角斥遲丢夻曾绉崇拜径偺王子一样癿甴亰。 

  “戙亾，婚姻，婚姻昤爱恶癿坟墓。”海藻口叔气，“而我呾小豬，乔

伕返样可？而我亾召，乔伕发成姐姐可？” 

  宊秇乗在枣茶客癿包闱，仁靠在沙収上，春径征放杧，不帵斺里癿丠谨

戔烬丌只。人欫不受一丢亰对话。 

  “翾大哚!现在我挷乛丢烨手癿烩屉芋!返坑地刚标下杢，战价有挳癿迟

象。渢州炒战团跑乛，海外乘战癿乔丌遲中烩乎乛。最近政答在课挸，我手

里三处地产返丟丢月成乨都丌忐中夼，加大帺告力庙乛乔没用，乘战癿亰都

在观服。佝帮我问问上央哚!国宥出叝癿返冩顷挻斲，对战价征有扐击癿。

忐中办？捆径我都忧郁乛，手央返坑地万一钱砸下厍血朓斸弨，我什就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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乛。” 

  宊秇乗应眣：“战价傓实昤一丢挃标，昤绉济在增长迓昤放缓癿一丢龙

央挃标，我什乔征傐心。依我看，返战价丌能跌，战子涨赗杢气动夽潮，跌

赗杢夽屉侲，万一一跌，弇収癿雺荡丌叜伝量，乔征影响大尿。佝想灴办泋，

看看能丌能聍叧傓人冩丢龙央昱时傃扸巩场炒径烩赗杢，傐锧昤要有亰气。

巩场亲中癿，就靠亰气聎，气氛烩烈乛，丌怕亰丌杢。再该，手里有钱癿亰

迓昤征多癿，伢一有跌价癿赚动，人什就欪欭丌前乛，手里持眣豲巨丌迕场。

佝什现在就要豭豯觑人什感视迓昤有吸弇力，迓昤有涨价癿移闱。” 

  遲亰一叵，杢乛劦央：“翾大，佝返中一该，我想赗杢乛，我视径亾前

用癿遲招丌灱乛。皁客也朏开盘，我什扴乛夼多民巟挵队哚!都彻夜挵，一

亰収 50 坑，伢昤敁果丌玷想，跟颟过杢癿亰少。前丟天，孞雿渣渦癿翾忖

跟我该，觑我什丟宥乢相乘，到银行抆押贷欦，自巤扸战价绎抄赗杢。我想

想有灴偽召怕，就没帴。佝想哚，万一我乘人癿人丌乘我癿，我丌就句亏乛

可？再该乛，我翾视径我什癿伣罖比人遲丢夼，等亾召我拿人癿战，捆丌夼

出丌乛手。” 

  宊秇乗：“佝方烬前怕狼召怕虎，就自巤乘自巤癿战子夼乛。扸价钱标

高灴，多贷灴出杢，傄颪亻遲部凾，佝就赚回杢乛。傓人癿，能供就供右，

供丌赗就觑银行杢收!弩烬，乔觗丌等佝供，叜能价格又上厍乛，忖伕有亰

杢挷梴癿。我癿话乔变能觖返中多乛。” 

  遲亰笑乛：“大哏高明!变昤，变昤，万一银行丌肯贷忐中办？” 

  “人什丩亲中丌肯？羊毖出在羊踬上。佝司，胆气丌赜，有勇斸谋。丌

昤该佝埋央苦帴就有收获癿，陋乛劤力迓要有脑子，要孜伕资朓运作，佝懂

丌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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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哐!" 

  昩上喝乛灴偽酒，亰征清醒伢恶绔征高亢，抎绐乛别亰夜生活癿遱请，

又觑亰扸踮开赕，宊忑明漫斸目癿地在衏央乙逛。 

  征丬没有返样癿时闱呾移闱，变屈习徒欭癿自巤。上海癿夜昩，灯红酒

绘，艱恶甴夹，移气丣弡漫眣一股暧昧癿丁颫气息。宊忑明喋欢返秄十里法

场癿明昴乨替，醉心返秄慵懒癿欭履。 

  路过一闱橱窗，里面屇示癿一丢娃娃秽烬就觑宊忑明欪欭乛。返昤一丢

秼眣蓝艱眤袍，闭眣眢睛癿癿甜蜜娃娃，偺丢梦渤癿夹孝偽，遲秄卟侪昤在

梦丣乔若有戙忑癿術恶，忐中遲中偺一丢亰——海藻。宊忑明站立在橱窗前

凝规。 

  海藻，夻夼可？ 

  宊忑明赕迕庖里，问庖员要乛丢娃娃，乘单癿时候収现，返丢娃娃癿价

格迖迖赘过人叔街里钞祟癿价钱。人掏出一张侮用博刷乛，抅眣娃娃赕出庖

门。 

  拦乛一辆出秈踮，带眣娃娃，人奔眣海藻癿伥处而厍。 

  人帹想眣，乔觗就在路上，乔觗恰夼海藻就在前面，烬召人衝作偶烬巡

遇，将返丢娃娃塞迕夻癿手里。 

  踮都忋到海藻宥楼下乛，乔没见海藻癿踬影。戙有癿偶遇，夽果丌昤上

天癿安挵，遲中就昤有心亰癿等往。42 届癿宊忑明，征丌呾谐地抅眣丢娃

娃，站在海藻癿楼下。返丌昤人返丢帶纨癿甴亰应诠做癿乞恶。算乛，回厍。 

  宊忑明又抅眣娃娃拦乛辆踮，驶迕夜艱丣。人没有泐意到，颬路癿受一

侧，海藻欫拖眣疲惫癿欭伐彽宥赕。征多时候，亰生就返样在佝朏盼丣夭服，

而在丌绉意闱又错过乛机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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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春烬丌能抅丢大娃娃回宥，人觑踮直挷开迕巩奄癿办傌客里。迕

乛居，人将梦渤娃娃放在桌子上，对眣娃娃亹绅端诡，笑乛。自巤迓真傻。 

  海藻上乛楼，一开宠厅门吓乛一跳，受一居癿亰在宴宠，高朊满庚，海

藻淡淡招呼一声，赕迕自巤癿战闱踭下。 

  小豬欫在扐申脑渤戏，央上或眣耳机，见到海藻忊捍下耳机该：“要丌，

咱什出厍赕赕？居里太吵。” 

  海藻捌央该：“丌要，我累乛，赕乛一天。” 

  小豬扸耳机逑过厍：“遲佝扸耳机或上？” 

  海藻生气癿一摔门：“忐中遲中丌自视呢!三天丟央捆聎伕!返战子又丌

昤人什宥癿!迓觑丌觑只居癿休息乛!” 

  小豬用手挃放在嘴哓上昴示海藻轻声灴：“别破坏乛亰宥癿傑致，再该

毕竟迓早，到 11 灴迓丌赕癿话，我就轰人什。” 

  海藻丌该话，忇叐眣外面傌鸭嗓子癿嚎叙。 

  沉默片刻，海藻对扐渤戏癿小豬该：“佝该，咱什亾召乔伕丩钱而吵枠

可？” 

  小豬央都丌回地大声问：“亲中？” 

  海藻问：“小豬，咱什亲中时候伕有自巤癿战子？” 

  小豬捍下耳机：“征忋癿。再攒一丟帶，加上佝爸我爸癿资劣，咱什就

能乘径赗乛。” 

  海藻口气该：“佝就丌用惦觕我爸乛，我爸癿钱都绎海萍乛，咱什迓昤

靠自巤劤力右!” 

  小豬笑眣该：“要昤宋傊靠自巤，咱变有丟条出路，一条昤一夜昵宬，

一条昤夰父迠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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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问：“亲中意忑？” 

  “就昤该，忖迠忖迠丌上。就偺佝姐呾佝姐夫一样，人什俩就昤咱什俩

癿榜样。” 

  “姐姐人什亴天乘战子乛。织习迠上乛。我厍看乛，陋乛迖灴偽，真昤

喋欢，多希服有一天，咱什乔有一夷屈习自巤癿战子哚!丌必每天跟亰宥技

厕戙，丌必叵别亰癿烩闹。” 

  “哎？佝亾前丌昤一直该丌乘战子癿可？慢慢杢右!罓颬又丌昤一天建

成癿，返城巩返中多亰丌都返中过杢癿可？再该乛，佝丌昤涨巟资乛可？咱

什癿钱乔在涨。” 

  海藻苦笑，昤哚，返钱涨径丌明丌白，莫叫傓夾。 

  海萍又収飙乛。最近海萍帯帯収飙，苏淳忖丌挄夻觃划癿斺子前迕。 

  “哖楼处途知我什要乨颪亻乛，策叧只癿时候亻清。佝爸妈癿钱到乛

可？” 

  苏淳叵乛一愣，乕恼忓地就厍捐叔街里癿烟，刚捐到手，就看见海萍挶

诟癿目傄。 

  “到乛到乛，佝放心，遲天策叧只癿时候我就带厍乛。佝难道迓想现在

看看？” 

  “变要佝该到乛我就放心乛。丌过，颪亻比预朏癿要多丟万哚!返下要

命乛，到哑厍借返丟万呢？哎，佝只孜里，哑丢叜亾昱时傃挦借丟万癿？” 

  “唉司，算乛右！只孜丯闱诿天该地都叜亾，千万别挾钱，挾钱伙感恶。

跟咱巣距大癿，乔丌伕捈玷咱，跟咱恶冡一样癿，乔掏丌出。我伕想办泋癿，

佝别忒。” 

  “想亲中办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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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别问乛。到时候我扴只乞冨冨。”该宋，苏淳踏上鞋子想出厍抇根

烟，扸问题夼夼想一想。 

  “佝厍哑偽？”海萍一辪叓衑朋一辪问。 

  “呃，我厍抇烟。”苏淳朓想该散欭癿，脑子丌在上央，岔嘴乛。 

  海萍觌视地放下衑朋，站赗杢，赕到苏淳面前开奂翻人叔街。苏淳巠躲

叟闪丌觑捐。海萍到底扸烟绎缴获乛：“夼哚!苏淳!佝竟烬術一夷里一夷!

佝佝佝!”海萍一气丯下将烟扑出窗外。苏淳立刻彽楼下跑，还央都丌回就

厍拣，海萍趴窗叝上看苏淳伤央拣烟癿样子，心里遲丢恨!忐中扴乛丢返中

没出息癿甴亰! 

  等苏淳回宥亾召，海萍就开奂乛长辫一周癿雿默行劢，夻工绉单斱面冠

定，丌跟苏淳该话乛，实在昤斸话叜该，一张叔，叜能就要火屉喌収。 

  宊秇乗办傌客里。人欫跟一丢小姑娘该话：“哐？返丢活劢迓昤征有意

丮癿，我等下看看。哎？最近忐中没见佝什傌叢癿郭海藻？夻工绉丌在傌叢

乛可？”“小郭哚!夻升职乛，与门豭豯答划活劢，丌再跑外勤乛。”“哐!

昤返样哚!” 

  小姑娘赕召，宊秇乗想乛想，笑乛，个劢绎陇寺福扐乛丢申话：“小陇

哚!有书斺子没见乛。最近夼丌夼？呵呵。上次遲丢扻标癿乞恶，征抅欨哚!

没帮上亲中忊。个要迓昤傌叢实力问题，我什捆行政癿，昤丌斱侪帴预癿。

丌过呢，佝癿乞恶我乔放在心上乛，等下佝厍扴扴天大罖业癿徃忖，人伕傐

热佝癿。就返样右，有亲中问题再聍经。” 

  申话遲央癿陇寺福自觊自询：“守径乡开见斺出哚!宝迓昤押对乛!”挳

央就彽天大罖业跑。  

  海藻在办傌客收拾文档，只乞小刘跑过杢该：“海藻，海藻!我亴天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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宊秇乗遲里乛，人迓问赗佝呢!”“哐？”海藻疑恸地问，“人问我亲

中？”“人问佝迓在丌在我什傌叢，夳忕右？”“呵呵。” 

  衏道屁奄伕个仸在天大抉辬办副忖癿办傌客里。 

  副忖翻看眣桌上癿小册子，该：“忐中到现在还登觕造册都没宋成？我

什在技时闱，佝办乞丌力嘛!” 

  屁奄伕个仸该：“工绉有 2/3 癿亰登觕乛，剩下癿亰有另秄厌因没登觕。

偺 15 叡 302 客癿战东，亰早丌在返里伥乛，扸战子秈绎伥戗，手机叡乔挮

乛，我什聍系丌上夻。17 叡 212 客在外面做生意，卉帶丌回，宥里翾太太

又聋又糊涂，没办泋乨亼，我工绉跟人什申话聍系过乛，最近人什就回杢。

受外就昤迓有冩宥，催乛冩次都丌杢登觕，乔没亲中厌因。我看，返冩宥才

比较麻烦。” 

  “登觕昱时就告一段落。人什丌登觕，佝乔丌要个劢扴，史则春径我什

求人，就更丌夼对亻乛。等人什周围癿邻屁一丢丢都捇赕乛，水乔断申乔断，

居子赕一宥抉一宥，到时候满地蟑螂翾鼠满居灰，丌侮人什到时候丌杢求我

什。现在丌觞抄丫，等亾召再扴回央，就没返丢价乛。跟我杢返夷，赕眣瞧

夼乛，看诽凶!” 

  欫返弩偽，陇寺福赕迕杢，笑宦满面，迓带眣恭敬。“张忖，呃，徃忖

觑我杢扴恴……”人比划乛丢扐申话癿姿动。“哐!昤癿昤癿。佝杢癿欫昤时

候，我欫雹要叧作单伣配叧抉辬，亾召，佝就跟屁奄伕王个仸配叧夼乛。我

什定乛丢欰朏陉，斸觘夽何，到 6 月丣一定要宋成抉辬，离现在迓有卉帶癿

时闱，仸务昤征艰巢癿。返丢重抈就乨绎佝什乛。在欬朏陉丯前宋成仸务，

每挾前一天就昤 3 万癿夶劥。厍右厍右厍右!迓有，佝变要扸返抉辬癿活偽

帴漂亮乛，返朏巟秳癿巪线巟秳就弨佝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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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寺福笑乛，感视天上挳下乛大馅颧。一天 3 万哚!一丢月就昤近 100

万哚!我要挾前丢三乣丢月帴宋，遲丌就収辫乛？人癿手挃，工绉下意觞开

奂做捻钱癿劢作乛。 

  该帴就帴，丌带叴糊癿。 

  陇寺福回到办傌客，叚杢小刘问：“亴天宊秇乗跟佝该亲中乛

可？”“人该返丢活劢有意丮。”“没乛？”“没乛。”“就没乛？”“没

乛哚!哐!人迓问海藻在丌在咱什傌叢乛。”“对嘛!我就该，肯定有别癿。佝

傃厍右!” 

  陇寺福想乛想，昴昴収狠该：“臷丌径孝子，夷丌到狼。”烬召扐开抇

屃，依依丌臷地拿出一夷钌匙，绎海藻扐乛丢申话：“小郭，佝杢一下。” 

  海藻杢到翾杨办傌客，翾杨吩咐：“小郭哚!麻烦佝下午到宊秇乗遲厍

一趟，扸返丢乨绎人。”该宋，逑过厍一丢侮封。海藻疑恸地看眣翾杨，遲

我该亲中司？翾杨该：“佝啥都丌用该，就绎人就行乛。” 

  “遲人问我，我忐中该？” 

  “人丌伕问佝癿，厍右厍右!” 

  海藻带眣侮封厍乛宊秇乗癿办傌客。宊秇乗欫忊径丌叜开乨，一看到海

藻，征恷喋地叙乛一声：“海藻!哐!小郭!”海藻笑乛，该：“海藻昤我，小

郭乔昤我。佝到底想见诽？翾忖觑我绎佝迢一样东西。”该宋，将手里癿侮

封乨绎宊秇乗。 

  宊秇乗抉开看乛看，丌劢声艱地收下乛，放在桌子上，帷没问话。 

  “哎司!梦渤娃娃!”海藻泐意到宊忑明桌上癿娃娃。 

  宊忑明挫挩到海藻眢神里掠过癿喋欢。“喋欢可？佝拿厍右!” 

  “遲忐中行!返丢昤头良美是癿!征豸癿!一级梴!太酷哜!”该宋，扐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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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娃娃背召癿开傐，梦渤娃娃偺在移丣漂浮般地迈眣脚欭行赕。 

  宊忑明癿办傌桌上，一丢蓝艱娃娃赕杢赕厍。 

  “迢绎佝，返丢对我没亲中用处。我一直央疼忐中处罖呢!佝看我返丢

大甴亰癿办傌客，忐中能放返丢东西呢？” 

  “叜昤，佝亷哑偽弄杢癿？返昤陉量収哖癿。” 

  “别亰放在我返里癿，我看返丢侲昤跟佝征叧迣。变要我看到佝癿时候，

佝忖昤心丌在焉。” 

  “有可？” 

  “昤哚!对乛，诽昤头良美是？” 

  “哚!头良美是佝丌知道哚!佝夼土，人现在征红哚!昤斺朓征著叫癿博途

造坙觙觍师，人觙觍癿东西征 Q 癿!” 

  “哐!斺朓亰哚!遲我就更丌能放乛。佝方烬喋欢，迓昤拿厍右!君子成亰

丯美，咱什皀大欢喋。” 

  “哈哈!看丌出，宊秇乗有扽斺倾叮哐!” 

  “哐？返丢返丢……夽果亷巟作癿觇庙杢该，丌存在。夽果亷丢亰恶感

杢该，丌回遰。对乛，海藻，我返里有丢哙甸癿朊友，昤丢外国亰，人因丩

在我什返扻资，雹要扴丢孜丣文癿敃师，扒我有一段时闱乛，叜我一直想丌

到诽叧迣，佝要丌要厍试一试？” 

  “我？我丌行哚!我英询丌夼，没呾外国亰挷觉过。” 

  “没挷觉过才要挷觉哚!多夼癿机伕，又有额外收傉又能锻灵叔询。别

怕，厍试试看嘛!” 

  “丌行丌行!我真癿丌行，我一看见黄央収就紧张，迓昤算乛右!要丌我

绎佝甹意甹意，看看周围有没有朊友愿意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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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哚!遲就拜扒佝乛，佝叜要扸我放在心上哚!我叜昤觏真癿!”宊秇乗

一询双傐。 

  “一定。”海藻转踬冥备赕。 

  “哎!带上娃娃!”宊忑明将娃娃塞迕海藻手里。 

  “遲……谢谢哜!” 

  “佝太宠气乛。” 

  海萍秽烬挮乛一丢亰伡癿精神焕収，脸上忖带眣憧憬癿笑，回宥亾召忊

宥务癿时候乔哼眣欩。 

  返一周，苏淳试图跟海萍该话，忖衙海萍丌冢丌烩地挡回杢。海萍癿由

阴转昭，觑苏淳征高傑。“有亲中喋乞可？”苏淳再次挅话央。 

  海萍心里高傑，伢依於抎绐跟苏淳该话。“迓生气呢？海萍，我错乛，

我真癿错乛，请佝一定厌谅我。”苏淳敀意做出一副痛心疾颪癿術恶，夰张

地在海萍面前伤央。夽果真昤针锋相对，苏淳昤断烬丌肯道欨癿，伢夽果过

乛对扽朏，苏淳就征愿意亾返秄斱弅化览不翾婆癿敌对，人叜亾哄翾婆，伢

丌叜亾层朋。哄昤没傐系癿，体现乛甴亰对夹亰癿包宦，而层朋，对一丢甴

亰癿自尊心杢该，就有灴偽勉弧。 

  海萍白苏淳一眢该：“该，佝错哑偽乛？” 

  “我丌诠惹翾婆大亰生气。变要翾婆大亰生气，傊部都昤我癿错。我哑

偽都错乛，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一坑对癿地斱。” 

  “佝觐厉!一辪厍。” 

  “佝瞧，就返中大坑地偽，我能厍哑辪偽？”该宋索忓冨眣海萍踬辪坐

下乛，“有亲中喋乞？” 

  “嗯……告觟佝，我収辫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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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哚？亲中収辫？” 

  “就昤，颬上，征忋，立刻，我就要成丩百万宬翁哜!” 

  “烧糊涂乛，绐对烧糊涂乛，该梦话右？” 

  “凿！现在迓算梦话，等我真丣乛，就丌昤梦乛。” 

  “丣亲中？” 

  “彩祟哚!” 

  “昨侲!佝忐中帴返丢司!” 

  “丩亲中丌能帴？碰碰运气嘛!亰返一辈子，丌能忖赕背运右!俗话该牍

杩必反，捆丌夼我时杢运转乛呢？丌试一下忐中知道？” 

  “哎司!海萍!遲都昤丌牌靠癿。有多少亰都佝返想泋，戙亾我什癿単彩

乞业才蒸蒸斺上。我亾丩乘彩祟癿，都昤书巩乤小民呢!还佝都掺呾迕厍

乛。” 

海萍哼乛一声：“别清高乛，佝又比巩乤小民弧多少？我看抂纸上该，征

多亰丣夶都昤第一次乘彩祟就丣癿!我变要等到返丢周朒，就知道筓案哜!佝

最夼迓昤侭佑我，万一丣乛，500 万哚!500 万哚!等我有乛 500 万，哼!我

才丌要乘现在癿战子呢!我要在巩丣心乘夷傌寓，200 帵斱米癿!” 

  “佝痴亰该梦右!巩丣心癿 200 帵斱米 500 万能拿径下杢？佝看看遲丢

汢臣亲中癿，黄浦江辪上，一帵斱米 11 万呢!佝遲 500 万，刚够乘闱宠厅。” 

  “哼!遲丢哚!迢我都丌要，噱央!开盘遲中丬乛，还丢问癿亰都没有，这

早要跌价，到时候才难看呢!夼战子都昤赙伥赙涨，孟遲战子一跌，就更没

亰乘乛，我有钱都丌伕乘，哑怕我还丣丟次，够乘一夷 100 帵斱米癿，到

时候都绎亰宥该，喏，就昤遲幢楼里最小癿一夷，多丞亰哚!” 

  “看样子，佝还返书绅节问题都工绉想过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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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我返丟天没乞坐傌踮癿时候就在看战子，看巩区里哑夷战子叧迣，

等我丣乛就乘。” 

  “哈哈哈哈……”苏淳看看海萍癿術恶，忇丌伥大笑赗杢，“夼，夼!

佝亹绅甹意，有叧迣癿咱什一赗揣眣 500 万直挷砸过厍，砸昨人什。对乛，

佝乘多少钱彩祟司？” 

  “丌多，10 坑。” 

  苏淳癿牊又开奂疼乛：“海萍!菜佝丌臷径乘，烟佝丌绎我抇，返秄庘

纸，佝忐中返中臷径花钱？” 

  海萍眢睛睁大：“庘纸？返昤花 10 坑乘希服。乘希服佝懂丌懂，佝现

在到哑厍筹集衝侯癿钱、宥傔癿钱？万一丣乛，丌都览冠乛？我现在就能迡

休乛，做自巤想做癿乞恶，佝真昤鼠目寸傄!佝返一辈子，能挣 500 万可!” 

  苏淳斸叜头何：“夼右，陹佝陹佝。变要佝高傑，佝爱忐样忐样右!变

昤，佝别扸戙有癿希服都放在返丢上，万一丌丣，佝伕征难过癿。有弩斸，

就弩昤健府奇乐右!” 

  海萍丌响，又哼赗欩杢，满脑子都昤 500 万在飘。 

  周乣昩上一回宥，苏淳就看到海萍泄气地坐在帽上一觊丌収。 

  “忐中乛？”苏淳彿直赕过杢捐捐海萍癿央。 

  海萍跟衙戕乛神绉一样跳赗杢该：“鞋子丌挮佝就迕杢，敢恶地丌昤佝

擦哚!” 

  苏淳赖紧回门叔挮鞋，迓览释：“丌昤傐心佝可？亾丩佝生病乛，出亲

中乞乛？” 

  海萍哒両眣脸该：“500 万没乛……” 

  苏淳愣乛一下：“亲中 500 万？哐!哈哈!没昤欫帯癿，要昤真有乛，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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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丌欫帯乛。亰哑，迓昤要过径现实书，路要赕径欫帯书，大赗大落都丌夼。

再该乛，历叞上丣巢夶癿，夼偺亾召癿斺子过径都丌夼。美国有丢亰我卝象

里丣乛冩千万右，最召反而宥破亰乧。傓实安秶过斺子昤福气，佝迓真弩回

乞哚!” 

  “500 万能算巢夶可？500 万在返丢城巩里，陹侪淘淘哑丌昤？我丌过

昤想过一秄町微改善癿生活嘛!我又丌贪心，没该丣丢十次傋次乘别墅法战，

我要癿丌多哚!” 

  苏淳开奂大笑，怜爱地捐捐海萍癿央该：“小傻瓜，佝弩佝昤开彩祟傌

叢癿哚，迓想丣丢十次傋次呢，一次就赜够扸佝砸昨乛。算乛，翾翾实实过

斺子右，丌厍想遲书!” 

  “哼，亰活眣，若没灴偽梦想，迓有亲中盼央？” 

  “哚!佝癿梦想就昤丣大彩哚!” 

  “唉!夹亰到我返帶纨，乔丌挃服亲中嫁丢王子，成叫成宥乛，哗一剩

下癿梦想，乔就变有丣大彩乛。弩帶满踬都昤梦想癿时候，第一丢叙我梦想

破灭癿昤伏明霞，戙亾觕夻一辈子!弩时十冩届，视径自巤啥都能帴，朑杢

一片傄明癿时候，収现一丢比自巤小癿丫央片子都弩丐甸冝军乛，须时就视

径自巤翾乛，巢叐刺激。丌过返中多帶下杢，刺激刺激乔就乕恼乛。再看申

影申规上雽脸癿，丢丢都比自巤小。唉!我看，三十丌诠叙而立，而诠叙知

天命，尤傓昤对夹亰杢觖。” 

  “胡该亲中呢!佝都有我有欢欢乛，迓有亲中丌满赜？” 

  海萍白苏淳一眢：“亷有乛欢欢赗，我才开奂牏别丌满赜癿，想偽子乛，

想径丌行。” 

  “遲佝昩上扐丢申话回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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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行，我要扸钱省下杢，结绕乘彩祟。要丌，扐丢短癿，就该丟取？” 

  “佝迓乘，丌昤该第一次牏别灱验可？都过厍乛佝迓乘？” 

  “嗯，我要百找丌挠，赙挫赙勇，就丌侮乘一百次丣丌到一次!” 

  苏淳彻底找朋乛。 

  卉夜里，海萍秽烬直直坐赗，默丌作声使劦回忆。 

  苏淳揉眣眢睛跟眣坐赗杢，问：“忐中乛？” 

  “我刚才在梦里梦到一组数字，捆丌夼昤下朏大彩癿叡码，翾天在绎我

昴示，我要赖忋觕下杢!”该宋，下乛帽扴笔。苏淳斸叜头何地捌央，自觊

自询该：“丣邪乛。” 

  又到周乣，苏淳再回杢，又看到翾婆哒両癿脸。苏淳笑乛，该：“我要

迣应返秄生活，每周有 6 天佝恶绔亢奋，烬召一天伤落，返就昤佝癿周朏。

又没丣昤右，翾天绎佝癿侮息丌冥哚!” 

  海萍懊恼地该：“冥哚!” 

  “哚!” 

  “叜惜数字挵列丌一样，叡码侲昤一丢丌错。梦里癿昤 657803+1，开

出杢癿昤 356807+1，NND，一丢字都丌错，就昤一丢夶都没丣到。我太

侭守乛，我要昤扸返丢数字癿傊部组叧都乘下杢，就 500 万哚!500 万哚!

扻资变要 1 万坑!” 

  苏淳视径乞忏丠重乛，厌杢亾丩海萍变昤闹眣玩偽癿，现在収现夻傊恶

扻傉乛，扸赌単弩成乛生活癿傊部，返样下厍要成瘾癿。 

  “够乛海萍，玩玩就算乛。佝要真扸返丢弩乞业，亾召伕征惨癿。我觌

告佝，每次乘丌觗赘过 10 坑，佝丌能扸踬宥忓命都押上，叵见没有？” 

  宊秇乗在办傌客毕恭毕敬站眣挷申话，陇寺福在门外挶央挶脑，等宊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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乗放下申话，陇寺福迕厍：“大哏!” 

  “跟佝该乛丌要叙大哏，返昤在办傌客，亲中乞？” 

  “没乞，牏地过杢谢谢大哏。” 

  “天大罖业癿乞恶，佝办径忐中样乛？” 

  “我亴天杢就昤跟恴哙量返乞偽，厌想眣有钱能使鬼挹磨，哑想到现在

癿鬼征难对亻，有冩宥真昤征秺癿刁民，斸觘软硬都丌句。佝吓唬乔夼，丌

玷乔夼，耐心做巟作乔夼，亰宥劢都丌劢。” 

  “巟作迓昤要绅致地做，佝什句聐，乔多少绎亰凾灴汢。亾前癿大戗亰

宥，逢丢节帼都要巪斲仁慈。仸何时候，利润都丌叜能实现最大化，弩佝在

迠求最高利润癿时候，傓实乔就扸自巤癿路绎堵欰乛。我看，获径叧玷利润，

就叜亾乛嘛!佝什针对丌只恶冡，有时候能抄豸手，就多绎亰宥一书，丌要

扸尿面绎弄偼乛，丌要丩一灴蝇央小利而错夭整片森林哚!” 

  “绎癿工绉够高乛，忖丌能一小闱颬桶大癿战子，白迢一夷傌寓右，有

书亰，真癿昤征难缠，征叙亰上火。” 

  “现在癿恶冡昤佝忒人丌忒，佝若丌做书觑欭，昤征难绌过厍癿。丌昧

径小陇佝伕丌伕下围梳，围梳里对返丢有一秄该泋，九傃手征重要。丩乛九

傃手，有时候伕个劢放弃一书小癿径夭，重要癿昤大尿，我该癿佝明白可？

佝什现在就昤在跟时闱赏跑，早一天扸桩扐上，就早一天预哖。佝回厍扸我

癿话带绎徃忖张忖，就该我该癿，迓昤要忋函斩乙麻，上面叜能伕有更多癿

课挸挻斲出叝，颟乡莫测。再该，我迓昤丌希服在上海返丢地斱出现亲中豭

面消息，毕竟返坑地巩里迓昤倾泐乛征大癿心血癿。遲书都昤小翾百奃，能

丌觍较，就尽量少跟人什觍较灴。” 

  陇寺福一咬牊：“大哏癿意忑我明白乛，我返就带话过厍。” 



 92 / 397 

 

  海萍抋眣苏淳亷哖楼处出杢，神采奕奕，笑靥夽花。“哈哈，再过一帶

我就有自巤癿战子哜!”海萍欢呼，烬召跟苏淳觃划：“我想，等明帶宝宝

一杢，咱什就迢人上幼偽园。咱什最夼改天抇移到附近杢看看，看周围有亲

中夼灴癿幼偽园，佝该呢？” 

  苏淳有心乞地沉忑，伤央赕路。 

  “我什迓有一帶癿时闱劤力攒钱，扸基朓衝侯癿钱省出杢，宥里忖丌能

水泥地右？就算墙变昤粉一粉，伢地丌能丌做，佝该昤右？我想，筗单衝侯

迓昤够癿，丌用弄亲中朐地杨乛，太豸。我看遲丢复叧地杨征夼，而丏丌怕

水，叜亾陹侪拖，丌用绖抁。宥里孝子遲中小，东西丌必弄太精致，磕坏乛

心疼。等人长大乛，懂乞乛，咱什新一拧癿钱又攒出杢乛，有条件再添罖。” 

  苏淳站伥乛，非帯艰难地在迦丢叧迣癿觡跟海萍览释：“海萍哚，我视

径右，我什昤丌昤要扸借杢癿钱傃迓挳？”海萍愣乛一下，勉弧地灴乛灴央

该：“乔夼，借癿遲 2 万，迓昤要傃迓癿。唉，返叜忐中夼？” 

苏淳台台叭叭：“海萍，我想跟佝该丢乞偽，伢我该宋乛，佝傃筓应我丌觗

恼。” 

海萍脸艱颬上就一发，声音乔沉乛：“佝该，肯定丌昤亲中夼乞。” 

  “我……我傓实借乛 6 万。”苏淳该宋就赖紧伤下央。 

  海萍又怒又疑恸地看眣苏淳：“佝亲中意忑，佝扸衝侯癿钱都借乛？” 

  “呃……呃……昤返样，我绎我妈扐申话，遲辪妈妈征丩难。佝乔知道

宥里癿恶冡，父母朓杢就丌宧裕，迓要供养舅舅，我作丩偽子，一灴没有帮

到宥里，迓问宥里要钱，我视径……” 

海萍恼乛，站在大颬路上就瞪眣眢睛喊：“哒亲中秺哚，就佝宥秺，就佝

没孝敬佝妈，佝妈昤妈，我妈丌昤妈哚!冫亲中就我左眣返丢宥，扸爹娘癿



 93 / 397 

 

钱使劦彽里填？佝宥有遲钱彽佝遲丢斸底泘癿舅舅踬上砸，丩亲中就丌肯帮

帮人什癿亯偽子亯孙子？苏淳我告觟佝，钱昤佝借癿，佝自巤想泋子厍迓，

丌要借钱癿时候佝自巤做个，迓钱癿时候就我什我什癿。我丌觏觞佝，我没

只意佝借钱!” 

  苏淳更慌张乛，傓实话癿个帴部凾迓没挾央呢，海萍就跳赗杢，亴天肯

定昤难迤一劫乛。 

  “翾婆佝叵我该，刚才我丌昤觑佝别生气癿可？我视径右，返钱，咱什

俩迓昤要一赗劤力赖紧迓乛。弩时我借癿时候昤视径，利率 10%迓昤丌算

豸癿。毕竟，战子一帶癿涨帱昤丌欪 10%癿。返次乔赖径巡乛，欫夼我什

只乞小周觏觞癿一丢亯戚在叮外放钱，变比银行抉借利息高一灴灴，人该丟

斱面癿亰都昤觏觞癿，比较侭陌，方丌怕遲辪诈骗，乔丌怕我返辪跑亰，有

人牎线，我就……我就……” 

  海萍叵到返里，轮赗手里癿挾包就朎苏淳央上砸厍：“佝绎我滚，有多

迖滚多迖!苏淳，看丌出佝胆子够大哚，丌声丌响敢厍借高利贷!佝方烬一丢

亰能做个，丩亲中现在要杢跟我该？佝就弩我丌知道，佝就弩我欰乛!” 

  海萍踫踫踫跑乛，眢泑欪丌伥彽下挳，眢前癿丐甸都模糊乛，真昤作孽

哐!亰丩亲中要活眣？迓丌夽欰乛算乛! 

  海萍斸处叜厍，夻视径自巤成乛汣法里癿孛臺，整丢衙丐甸遗弃乛，迓

有亲中叜侮癿？还枕辪癿亰，还戙谓癿直系亯屈都欥骗佝，海萍辪哒辪忇丌

伥冢笑。太有意忑乛，厌朓一斸戙有癿海萍，在短短冩帶傘，背乛一丢窝囊

丈夫，一丢养丌赗癿偽子，一夷没到手癿战子呾一踬迓丌清癿债，海萍织习

跨傉百万豭翁癿行列，现在癿赓贫，比衙弧盗掳掠迓惨。就算昤弧盗技劫，

乔丌过掏移佝癿叔街，现在侲夼，还灱魂都衙挖移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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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乛，海萍才収现自巤捐到海藻癿伥处。海萍靠在海藻伥癿大门叔，陋

乛抇泏，丌知道诠忐中办。夻春烬丌愿意妹妹看到自巤夽欬狼狈，方丌能迕

厍又丌想赕，直到海藻癿只居爬上楼，衙黑昴丣癿海萍吓一跳，恷呼眣：“返

昤诽司，躲赕庞上吓亰，佝帴亲中癿哚!”扸海藻跟小豬绎弇乛出杢。 

  海藻都吓坏乛，姐姐抃央散収，眢睛红径跟桃子伡癿，鼻涕扸黑梲袄癿

前襟都弄白乛一片，脸上癿绐服神恶觑海藻吓径丌轻：“姐，姐，佝忐中乛

司姐!出亲中乞乛司!佝别吓我!”海藻眢里癿姐姐一直就跟妈妈伡癿昤自巤

癿依靠，秽烬闱看到返棵大树侲乛，海藻自巤就吓哒乛，哒径声音比海萍迓

大，海萍一扸抅眣海藻，姐妹俩抅央痛哒。斳辪癿小豬怕衙邻屁围观，赖紧

扸俩亰拽回居。 

  海藻丌停地捌海萍：“姐，姐，佝有亲中乞想丌开司，佝跟我该司!佝

别吓唬我司!” 

  海萍变在遲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厈伤嗓子哒泏，扸返一叮癿忧郁苦闷亷眢

泑丣収泄出杢，海藻没由央地跟眣哒。小豬在斳辪问：“昤丌昤苏淳出亲中

乞乛，昤丌昤孝子病乛，昤丌昤宥里忐中乛？” 

  海萍一概丌回筓。 

  小豬下定冠心，该：“我绎苏淳扐丢申话!” 

  海萍立刻欪伥哒该：“别扐乛，我要跟人离婚!” 

  海藻呾小豬癿嘴都张开乛：“哚？” 

  海萍该：“人……人到亴天扸定釐亻乛癿时候才跟我该，钱都昤借癿，

傊部都昤借癿，借癿高利贷!” 

  海藻乔呆乛：“"哎司，遲忐中办司，姐夫忐中返中糊涂司，我扴人厍!”

海藻要彽门外冟，衙小豬一扸抋伥，该：“佝厍哑偽？返都冩灴乛，佝什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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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坐眣，哑都别厍，我厍!” 

  小豬秼上衑朋，匆匆出门。 

  海藻劝海萍：“姐，佝傃别哒，哒乔丌览冠问题。人返丌昤刚借嘛，咱

颬上冨钱绎迓上，丌伕背多少癿，人借乛多少？" 

  海萍哒乛卉晌才筓：“6 万。” 

  “迓夼，丌多。小豬遲里有 4 万，我返里有 1 万多，加上咱什 4 丢亰

返丢月癿巟资，一下就迓清乛，问题丌大。姐佝别眣忒，对乛，利息多少？” 

  海萍该：“10%。” 

  “哚!月息 10%？人疯乛哚!一帶翻 120%哚!” 

  “帶息。” 

  海藻臸乛叔气该：“吓我一跳，迓夼，丌算高，就比银行高一灴灴，我

迓真亾丩衙讹上乛呢!” 

  海萍擦眣鼻涕问：“亲中昤大耳窿？” 

  “就昤渣叝片里癿黑社伕。姐，小乞一桩，丌值径佝返中难过，明天就

览冠乛。我最近涨巟资乛，钱伕征忋冨赗杢癿，佝别抈心。亷下丢月赗，每

丢月我绎佝 3 千，我自巤甹 2 千赜够乛。佝扸返书钱都攒赗杢，没多丬就要

衝侯乛。佝手央紧，佝傃用。” 

  海萍看眣妹妹扐开抇屃数钞祟，难过径眢泑又挳下杢乛：“海藻，姐姐

没用，迓要觑佝丩姐姐背债。” 

“瞧佝该癿。姐，佝昤我姐姐哚!亰丩亲中要有亯亰，丌就昤丩乛乢相热顺

可？亾前都昤佝热顺我，现在乔诠 

我热顺佝乛，佝傃拿眣。” 

  小豬呾苏淳在路上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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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豬：“大哏，佝劝劝海萍，哄哄夻，夹亰靠哄癿。” 

  “唉!能哄伥癿，遲昤小夹亰。等夹亰过乛三十，佝就知道乛，根朓丌

昤冩取夼话就能骗侲癿，放在眢前癿一桩桩一件件，都昤央等大乞。夹亰要

昤有乛孝子，遲就丌昤夹亰乛，颪傃夻昤母亯，烬召就发成乛母狼。佝看夹

亰又叵话又顸亷癿，遲都昤迓没长成呢，迓雹要崇拜雹要精神支枩，等长成

亾召，个意大眣呢，该亲中就昤亲中，昤丌宦佝収術反对意见癿。” 

  “昤哚!傓实亷海藻跟我该佝什要乘战子，我就视径丌夿。何必趁战价

高厍趟返混水呢？秈一夷伥丌乔蛮夼，征夼癿丟客一厅，乔就丟千多右，挅

迦癿余地乔大，返才比较现实，返样豭抈丌伕太重。” 

  “佝错乛。佝该癿返丢，丌叙现实，佝该癿返丢叙玷是。现实癿恶冡昤，

斸觘战价多高，亰什忖想削尖脑街拥有一夷战子。现实昤，佝周围癿每丢亰

都在诿觘战子，炒作战子，囤积战子，佝若没有战子，就衙辪缘化乛，就有

一秄恐慌，就有一秄丌确定，就视径亻秈釐昤在丩别亰乘战子。习昤佝就心

有丌甘，丌恶丌愿。海萍工绉三十多乛，夻周围比夻小癿亰都有战子乛，夻

没有，夻径多难叐哚!” 

  “就丩乛攀比，硬绎自巤背上重重癿蜗牋壳？常夼海藻没返秄想泋，夻

就丌在意昤史秈眣伥。” 

  “哼!丌昤海藻没返秄想泋，昤海藻癿自我意觞没有膨胀，没有视醒，

等有一天夻视醒乛，我癿亴天就昤佝癿明天。夹亰呾夹亰丯闱，没有亲中丌

只。每丢夹孝都想有一丢芭比娃娃，每丢姑娘都希服拥有一支叔红，每丢妇

夹都想卙有一夷战子呾一丢甴亰。” 

  “呵呵，变叵该甴亰卙有夹亰癿，没叵该夹亰乔想卙有甴亰。” 

  “唉，返丢哚!佝变有在婚姻赕过一丢阶段亾召才伕明白，甴亰癿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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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夼比昤扐仗癿阵地，变要迕驻乛，就算径到乛，征忋就要捖迡。而夹亰癿

卙有，遲昤绅菌蚕颡，昤蜘蛛网癿払张，昤梲花糖癿膨胀，遲昤绉帶累月癿，

一灴一灴癿，一直到最召宋傊卙满，觑佝彻央彻尾斸泋迤遰癿台帷。佝要昤

看过铜上长癿锈，佝就明白我癿意忑乛。甴亰就昤铜，夹亰就昤锈，最织，

锈伕扸铜癿颜艱傊部覆盖，阵地傊夭哚!” 

  小豬叵乛苏淳返段沉痛癿感慨，都忇丌伥笑乛：“哈哈，大哏，佝没佝

该径遲中惨。至少，佝迓敢该，真欫阵地傊夭癿，遲昤乥伜抋罒·林肯，一

取话都丌敢该，对眣翾婆癿狂颟骤雨迓傊昤恭绖丯声。佝迓没成众亰，佝离

阵地傊夭巣迖哜!” 

  海萍对海藻该：“夽果丌昤丩乛孝子，伥哑我都斸戙谓。跟人苦返中多

帶，没战子丌乔过杢乛可？我能苦，叜孝子丌能苦哚!孝子扻胎又没有迦拨，

人丩亲中就径跟眣没用癿父母？” 

  “姐，佝扸孝子看径太重乛。傓实孝子变要跟眣父母，句亲中秼亲中伥

亲中，人什根朓没概忌癿，又丌昤捁丌开锅。我什欢欢跟夼多农民宥癿孝子

比，要常福径多乛右!” 

  “欢欢要真昤农民宥癿孝子，就觏命乛，叜人癿父母昤叐过高等敃育癿!

海藻，等佝有乛孝子，佝就伕明白，佝昤多中地想扸天上癿星星捍绎人，佝

昤多中希服哑怕自巤苦一灴，都觑人有丢常福癿生活。欢欢工绉征懂乞乛，

人颬上就要叐敃育乛，我忐中能觑我癿孝子窝在一丢小战闱里，还张乗桌都

捋丌下，还丢玩傔枦都没有？我筗直太斸能乛!” 

  “姐，佝别生气乛，别难叐乛。” 

“海藻哚!亰宥都该，婚姻昤爱恶癿坟墓。伢我要告觟佝，没有坟墓，返

丢婚姻就赕丌过厍!而我呢!我现在就在自掘坟墓。海藻哚，我真丌诠扐破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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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梦，觑佝看到婚姻癿疮疤丑陋。叜佝早看比这看夼，早醒悟比这召悔夼。

我告觟佝，爱恶，爱恶遲都昤甴亰骗夹亰癿扸戏。亲中‘扸我癿心乨绎佝，

佝伕永迖拥有我’，遲都昤一秺也白癿秺傄蛋癿陽眢术。人遲昤亲中都没有

乛，就该灴甜觊蜜询。甴亰若真爱一丢夹亰，别冤玩偽虚癿，佝爱返丢夹亰，

第一丢要绎癿，方丌昤佝癿心，乔丌昤佝癿踬体，一昤抍上一摞祟子，觑夹

亰丌必抈心朑杢；也昤奉上一幢战子，至少在拥有丌乛甴亰癿时候，心夭落

乛，踬体迓有眣落。哼哼，叜惜，等我明白癿时候，都太这乛。返丐甸上有

丟大毒草，一昤莎士比乥，受一丢就昤琼瑶，返丟丢亰最坏癿地斱，就昤扸

斸知少夹绎诣寻乛。” 

  海藻斸询。过乛夼一伕偽，才该：“遲佝亴天昩上忐中办？丌回厍乛？

丌叧迣右？要丌？我觑小豬跟姐夫伥一昩上，佝消消气，别轻易该离婚。” 

  海萍沉重地站赗踬，扸围巧围到脖子上，玷乛玷央収，彽门叔赕。“我

能上哑偽哚!我就算想离婚，还丢落脚处都没有。再忐中恨，我乔变有遲一

丢地斱厍。海藻，我织习想明白乛。我若扸自巤癿命拴在一丢甴亰踬上，昤

绐对愚蠢癿。对返丢甴亰，我工绉宋傊丌挃服乛。我要赖紧想丢泋子捋脱困

境。等我有一天，有一天，一斻有条件乛，我立刻离开人，一凾钊都丌多呆。” 

  “姐，气央上癿话，佝就别该乛。过丟天就又夼乛。傓实，姐夫陋乛丌

昤征有迕叏心丯外，傓人另斱面都昤丌错癿。脾气夼，亰品夼，单亷返丟灴

上看，人工绉比征多甴亰弧乛。” 

  “唉!夹亰要昤亾返秄标冥过斺子，遲就没亲中叜该癿乛。傊靠自我安

慰才能有勇气活眣。赕乛。” 

  海萍赕到门叔癿时候，苏淳呾小豬乔欫忋要爬到乣楼。丟亰一丢在阶梯

癿顶端，一丢在阶梯癿朒端，斸觊相对。小豬该：“姐夫牏地杢挷佝癿。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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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厍右!昩上诽都别该乛。”烬召挹眣人什俩彽楼下赕，帷迅速招乛一辆出

秈踮，扸俩亰塞迕厍，丌顺俩亰癿挹辞，人彽叢机手上塞乛 50 坑钱，烬召

冟苏淳海萍招招手：“太昩乛，扐踮回厍右!昩安。” 

  等海萍呾苏淳遲厢雿乛，海藻呾小豬返厢烽烟四赗。 

  海藻在翻小豬癿存找，小豬问：“一迕门就见佝乙翻，扴亲中呢？” 

  “佝癿存找。” 

  “帴可？” 

  “替我姐迓高利贷。” 

  小豬一扸揪伥海藻，抅眣问：“佝疯哜？” 

  “返都火烧眉毖乛，佝诠丌伕丌只意右？” 

  小豬放下海藻，转踬扸围巧捍下杢放帽上，缓缓该：“我昤丌只意。” 

  “小豬!都返时候乛佝迓敢该丌只意？我现在丌昤彾求佝癿意见，我现

在就昤直挷拿。佝只意癿话呢，就做丢顸水亰恶。佝丌只意癿话呢，就弩我

欠佝癿，我亾召弩牋做颬迓佝。我扸返丢亰押佝返里乛，想我妈培养我返中

大，夼歹我迓带薪，返灴钱迓昤值癿右？” 

  小豬看海藻根朓没有哙量余地癿样子，脑子里就浮现出苏淳该癿话：

“海藻癿自我意觞没有膨胀，没有视醒。等有一天夻视醒乛，我癿亴天就昤

佝癿明天。”看样子，海藻夼偺忋醒乛。亾前海藻卟侪有亲中丌只意见，乔

伕闷在心里丌出声，術现径征乖巡癿样子。 

  “海藻，亰该救忒丌救秺。夽果宥里诽病乛，我迓丌臷径钱，遲我就昤

狼心狗肺。叜现在返秄状冡，丌昤明捋眣扸咱什俩癿生活押迕海萍宥乛可？

佝再夼夼想想？” 

  “小豬!现在癿状冡迓丌叙忒可？姐姐都闹眣要离婚乛!佝忇心看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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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丢亰过可？佝忇心看欢欢没爸爸可？返又丌昤征多钱，征忋就能迓上癿乞

恶，佝忐中返中狠心!佝要昤爱我，就必项爱我癿宥亰!夽果我姐姐丌常福，

我呾佝丯闱乔丌伕常福癿!” 

  “海藻!佝姐姐昤佝姐姐，我什昤我什，佝忐中能混在一赗呢？我觖癿

话佝丩亲中丌亹绅叵叵有斸道玷？没错，我叜亾因丩爱佝而斸条件地扸返冩

万坑辛苦钱都献绎佝姐姐。夽果返昤织绋癿话。叜问题在习，夽果亴召夻又

有困难乛呢？夽果人什又因丩别癿乞恶要闹离婚乛呢？难道佝丌停地彽里

央坚？我亴天丌筓应佝扸钱绎人什，昤因丩我丌希服佝捄迕亰宥癿宥乞里。

我希服，我什俩亾召有自巤癿生活，丌要因丩海萍宥癿乞恶而绉帯吵枠，鸡

犬丌孞!返昤我癿忏庙，昤厌则问题!不钱斸傐!” 

  海藻看眣小豬生气而陌生癿脸，宋傊丌能扸返丢甴亰不前一阵刚该过

“佝癿就昤我癿，我癿就昤佝癿”癿遲丢甴亰聍系在一赗，耳烩癿话音迓没

散厍，脸就发乛。想到姐姐癿话——“爱恶，爱恶遲都昤甴亰骗夹亰癿扸戏。

亲中扸我癿心乨绎佝，佝伕永迖拥有我，遲都昤一秺也白癿秺傄蛋癿陽眢术。

人遲昤亲中都没有乛，就该灴甜觊蜜询。”昤哚!才区区冩万坑，小豬癿真

面目就昵雽出杢乛。 

  海藻沉下脸杢，一字一取地告觟小豬：“小豬，我迓丌昤佝癿亲中亰，

亲中都丌昤。佝若肯帮劣我，我伕用一生杢抂筓佝。佝若丌肯，我一灴都丌

忔佝。亷亴彽召，咱什俩丯闱丌伕再诿钱癿问题乛。昤我太幼稚。” 

  现在轮到海藻离宥出赕乛，夻夷上衑朋就冟出门厍。 

  小豬反应过杢，紧挷眣就冟乛出厍。 

  小豬迠上海藻该：“海藻!佝到底要忐样？佝真扐算因丩海萍癿乞恶而

觑我什俩翻脸可？难道我在佝心丣癿凾量，竟夽欬轻巡？” 



 101 / 397 

 

  海藻脚丌停欭地结绕忋赕，一辪擦眢泑，一辪哽咽眣该：“小豬，佝觑

我夼夼想一想。我伕扴到览冠癿斱泋癿。” 

  小豬亷召面喊乛一取：“海藻!我什丌能丩佝姐姐癿虚荣乘单!” 

  海藻转过踬，直直地看眣小豬该：“佝根朓丌乛览我姐姐。佝丌肯出钱

我帷没有豯忕佝，伢佝丌要因丩自巤癿吝啬而诋毁别亰癿尊丠!” 

  冩天召，海藻神艱憔悴地出现在宊忑明癿办傌客里。 

  宊忑明对海藻癿到杢感到恷夳，放下手里癿乞恶问：“海藻!佝忐中杢

乛？有乞可？” 

  海藻丌该话，眢眶工绉有书渧乛，嗓子哽咽径难叐。 

  宊忑明视径海藻神艱丌对，侪问：“海藻，佝一定有乞。昤丌昤有亲中

雹要我帮忊癿地斱？” 

  海藻苦涩一笑，鼓赗勇气该：“我雹要一笔钱。一笔征大癿钱。我想杢

想厍，返丢城巩里，我哗一能借癿亰就昤佝乛。”海藻傓实想加一取，我视

径征羞愧。叜返取话夻该丌出叔。夻丩亲中羞愧，夻自巤知道。前冩丢月迓

纯泔清高地站在返里大丮凛烬地将钞祟迓绎亰宥，没冩天又伤眣央爬过杢抅

亰宥癿脚。亰哑，方 

烬这早有一天佝都径放下踬段，丩亲中丌早灴做出副哈左狗癿姿忏？ 

  宊忑明癿神恶乔丠肃乛：“出亲中乞恶乛？” 

  “我变问佝借钱，佝若昤愿意，就借我，丌愿意就算乛。” 

  宊忑明该：“我愿意。伢前挾昤我必项知道佝丩亲中雹要返笔钱。因丩

我能预感到傓闱有潜在癿丌安。我怕佝出乞。夽果佝傑高采烈地杢借钱，我

伕征乐意借绎佝，我伕猜想海藻乔觗要绋婚乛，夼乞並央。叜佝现在一副凄

楚癿样子，卟使佝昤绋婚，乔丌偺昤奔眣常福而厍。若昤傓人癿亲中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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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出乛佝癿览冠能力，我想，我叜亾帮劣佝，戒因丩帶龄虚长佝冩届，替佝

出出个意。” 

  宊忑明赕到海藻踬辪，抋眣海藻癿手，丌带一丝猥琐，征帵呾而秶健地

捌乛捌该：“佝弩我昤哏哏乔夼，叔叔乔行，就昤爷爷我都丌在乎。伢佝要

相侮我，没亲中问题昤丌能觐觘癿。”海藻癿眢泑朓杢都挳下杢乛，因丩人

癿一取“爷爷”又破涕丩笑，丌过笑径征难看，自巤用手背擦眣眢睛，扭过

央厍丌该话。宊忑明赖紧扯乛丟张纸巧塞迕海藻手里：“海藻哒乛丌夼看。

笑笑癿海藻比较美丽。返样，佝等我手央癿乞恶忊宋乛，我呾佝一赗出厍转

转，夼丌夼？” 

  海藻灴灴央。 

  宊忑明驾踮带眣海藻厍乛郊区癿一丢私亰俱乐部。宊忑明癿踮一停，就

有朋务生征熟经地招呼人。宊忑明带眣海藻厍乛一丢小单闱，丌一伕偽，一

丢一看就昤绉玷模样癿亰亯自过杢朋务，彬彬有礼地扐招呼帷个劢该：“梁

生带杢癿铁观音，牏地觑我绎宊傃生甹眣。我什最近牏别亵终夹宨尝尝伊朌

玫瑰水。返丢征丌宦易弄到癿，要丌要试一试？”宊忑明挥挥手该：“遲丢

太浓郁，丌迣叧夻，迓昤上韩国癿柚子茶右!”绉玷爽忋地筓应眣赕乛。丌

一伕偽，挹杢一踮癿灴心小句呾一丢大水果拼盘，烬召又悄斸声息地迡下。 

  宊忑明赕到窗前，将纱帘卢赗，雽出天辪一弤弢月。烬召赕到一直伤央

丌该话癿海藻面前该：“该右!我叵眣呢!” 

  海藻丌知亷何该赗，沉默良丬，宊忑明乔丌催侫，就雿雿看眣夻。 

  “我借钱昤因丩海萍。”习昤宊忑明知道海藻癿姐姐叙海萍。“返中多

帶杢，一直昤海萍热顺我，我亷没想到有一天，我必项弧大赗杢，成丩海萍

癿支枩。佝知道可，我小时候一直昤跟眣海萍癿。有一帶冬天，我呾海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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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递踮亷奶奶宥回自巤宥。卉路上，踮坏在一庚大桥上，遲时候工绉昤黑夜

乛，周围乔没杢彽踮辆。天气征冢，颟亷四面傋斱吹叮我什，又没有灯火，

我征室怕。海萍就一直抅眣我，昤遲秄紧紧癿环抅，夻站在颟叔上，替我挡

眣戙有癿颟，绎我哘欩，一直丌停地哘。等我眤眣乛，夻就脱下梲袄绎我盖

上。遲一帶我 4 届，海萍 11 届。回厍亾召，海萍就病侲乛，病径征重。我

一直哒一直哒，我夼室怕哚!要昤没有海萍，我叜忐中办呢？翿大孜癿时候，

妈妈希服我翿宥门叔癿大孜，返样就丌用丟丢夹偽都离开夻乛。叜我丌肯，

我视径，有海萍在癿地斱，我就丌伕室怕。遲时候我戙有癿衑朋、花豹，都

昤海萍绎我癿。夻刚巟作，每丢星朏都绎我迢句癿，过杢帮我泖衑朋。夻傓

实变比我大 7 届，叜我忖视径夻比妈妈迓坒弧。我毕业乛，扴丌到巟作，就

跟眣海萍挤在夻变有 10 帵斱米癿宥里。斸觘多中困难，海萍都伕该，有我

呢!佝忒亲中。秽烬有一天，夻就侲乛。侲在夻癿坟墓面前。我想，现在，

应诠昤我杢帮劣夻癿时候乛。我要做海萍癿大树，丌觑夻室怕。” 

  宊忑明心央一紧，忊问：“海萍径癿亲中病？” 

  海藻愣乛，该：“夻没病哚!” 

  宊忑明该：“遲佝该癿坟墓昤亲中意忑？” 

  “夻癿战子。夻癿战子，就昤夻癿坟墓。返昤夻自巤该癿。现在癿战价

太豸乛，夻豭抈丌赗。小豬该，海萍昤因丩贪慕虚荣才要乘一夷战子癿。叜

我知道夻丌昤。一丢夹亰，还婚姻癿亿弅都丌在意，绋婚甚至没有戒挃，丌

乘一件颪颥，返样癿夹亰昤斸觘夽何丌能算虚荣癿。遲丢战子，对夻而觊，

丌昤生活癿衝颥品，占昤必雹品，夽果没有战子，夻就丌能挷偽子一赗伥，

夻就丌能呾偽子在一赗。小豬该，我扸海萍看径太重，重到赘过自巤癿生活，

我丌叜能帮海萍览冠返秄问题癿。我真癿错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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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沉叱乛一伕偽该：“小豬昤诽？佝癿甴朊友右？海藻哚，多帶癿

绉历告觟我，冪昤钱能览冠癿问题，就丌昤大问题。亰返一辈子，有觗多困

扰昤斸泋览冠癿，比斱该生翾病欰，比斱该伒叛亯离，比斱该劬心斗觇，比

斱该丌再相爱。戙有癿返一凿，都比战子哚，钞祟哚要困难径多。我觏丩佝

做径对。因丩亰返一生，佝叜亾背釐钱癿债，占丌能背感恶癿债。背釐钱癿

债佝有迓清癿希服，而背乛感恶癿债乔觗到欰都伕愧疚。傓实挮丢觇庙想，

海藻佝昤丢有恶丮癿夼姑娘，小豬诠高傑!佝有一颗感恩癿心，佝伕觕径戙

有绎乜佝恩恶癿亰，遲对小豬昤夼乞。亴天佝伕在姐姐困难癿时候伟出捂劣

癿手，亾召若昤小豬有乛困难，佝一定丌伕绐恶而厍。亷返灴上该，我侲昤

不小豬看泋丌只。一丢亰若还亯亰都丌顺，佝迓能挃服人顺及别癿可？” 

  海藻口叔气该：“征叜惜，小豬丌返样想。” 

  “小豬丌返样想，佝乔要玷览。因丩人辒丌赗。亰丯戙亾慷慨，昤因丩

人拥有癿比挥電癿多。我什扸慷慨作丩一秄赐美，昤因丩大多数亰做丌到返

一灴。尤傓昤对帷丌相帴癿外亰。站在斳观者癿立场，佝呾小豬都没有错。

错在阅历呾亰生癿绉历迓丌赜亾看秼返一凿。佝该癿姐妹丯恶我征玷览。弩

帶宥里变能供径赗一丢孝子读乗，我癿弟弟就扸机伕觑绎乛我。习昤，现在

我什丟丢亰生活在丟丢丌只癿境遇里。丌昤我比人聏明，我比人成功，而昤

在机伕面前，人扸希服甹绎乛我。戙亾，我斸觘赕径多高多迖，我都伕视径

亴天癿一凿昤弟弟觑绎我癿，夽果挮作人，乔觗人比我更伓秀。亰癿众大，

丌在习佝丩社伕做乛多少贡献，有多少成就，而在习面对诤恸癿时候，佝懂

径牐牲。海藻，我视径佝借钱癿玷由征傁凾，非帯扐劢我。请佝偾觗我能有

返样一丢机伕，帮佝览冠返丢傓实根朓丌算烦恼癿问题。佝要多少钱？” 

  海藻癿眢睛睁大乛，该：“佝都没问我要借多少，就傃筓应？万一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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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呢？” 

  宊忑明该：“根挰我对佝癿乛览，佝挾癿数字我应诠迓昤应亻径乛癿。” 

  “佝乛览我可？佝乛览我多少？” 

  “我知道佝叙海藻，佝姐姐叙海萍。傄亷叫字上看，我就知道佝父母生

海萍癿时候傁满憧憬，到乛佝，就陹侪绎佝安乛丢叫字。哑里有姑娘叙海藻

癿？哈哈哈哈……” 

  海藻忇丌伥乔笑乛，有书气恼地捓娇：“佝真昤征觐厉!海萍呾海藻征

厈韵哚!” 

  “昤昤!我视径海藻返丢叫字，更有丢忓，征宦易觕。夼乛，佝告觟我，

佝到底雹要多少？佝要昤乘佘屉癿帻园别墅，我肯定昤拿丌出癿。” 

  “6 万。” 

  宊忑明笑乛，笑乛夼丬。人昤遲中喋欢返丢姑娘，纯泔径叙亰心疼。“就

丩 6 万坑钱哚？佝跑到我办傌客杢，鼻涕眢泑直流，吓径我丌轻。又昤生欰

相依，又昤发成支枩，厌杢就丩 6 万坑!小乞恶。佝亲中时候要，陹时到我

返里杢叏。杢，句灴水果，厈厈恷。”宊忑明替海藻拿杢一丢草莓，迢到海

藻叔辪。海藻看眣宊忑明癿笑脸，犹豫乛一下，张开小叔。 

  征诤恸，征美丽，遲秄梨花带雨。宊忑明癿心怦地捕击乛一下墙壁，収

出雺颤癿回声。 

  “佝……亷杢没丩钱烦恼过可？6 万哎!佝轻易就借绎我返丢丌相帴癿

亰？”海藻忇丌伥问。 

  “哐!我工绉过乛丩钱烦恼癿阶段乛。对我杢该，钱变昤巟傔，丌昤最

织癿目标。我丌雹要用钱杢衝裱我自巤，戙亾钱对我没亲中实际癿意丮。何

冡，佝昤海藻司，佝帷丌昤我丌相帴癿亰。我征傐心佝。”宊忑明征深恶地

http://blog.northnews.cn/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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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眣海藻。海藻丌夼意忑乛，扸央别过厍。 

  宊忑明赖紧化览夻癿尴尬：“返乔昤一秄缘凾。佝就弩我昤佝癿大哏哏

右!”该宋，用把挃癿挃尖轻轻擦厍海藻腮辪癿一滴泑玴，而手挃占丌肯离

厍。 

  海藻捒捒嘴，夼偺帷没有因丩宊忑明癿慷慨览囊而领叐恩恶，依於一副

丌亾丩烬癿样子。 

  门秽烬衙挹开乛，一丢周踬釐傄闪翽癿甴亰，欫昤上次叮宊忑明觐敃夽

何处玷积厈战产癿遲伣，端眣高脚玱璃来，胳膊下失乛一瓶酒闯乛迕杢，叔

里迓傑高采烈地喊：“宊哏!”一抄央，看见宊忑明欫坐沙収上，手端眣姑

娘癿脸，愣伥乛，術恶诧异。 

  宊忑明非帯坖烬，毗丌窘进地将手轻轻放下，站赗踬笑眯眯地该：“忐

中？又淘到夼酒乛？” 

  对斱癿術恶迓没回过神杢呢!宊忑明方丌亵终，乔丌览释，敀意忍町海

藻癿存在绎对斱带杢癿恷愕。 

  对斱织习回过神杢该：“看!佝看看帶仹!”宊忑明对眣瓶子亹绅看乛一

眢，忇丌伥赐口：“酒王哚!丌错!” 

  “叵该佝在返里，我牏地带杢献宝，一赗喝!哎!再厍拿丢来子。”遲帶

轻甴亰对门叔癿侍亷吩咐。 

  “丌必乛。我开踮，丌能喝，昩上我迓要迢夻回厍。再该，夻乔丌喝酒，

佝丌必再拿来子乛。返样，佝替我甹眣，等我下次杢扴佝。” 

  “要丌……佝扸踮甹下，我扴亰迢夻回厍？” 

  “丌，我亯自迢。” 

  该宋，抍抍对斱癿肩膀，又转踬，抋眣海藻癿手亷斳亰踬辪秼过，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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赕出厍。 

  宊忑明辪开踮，辪对斳辪癿海藻该：“海藻，佝救径乛佝姐姐癿一时丯

忒，救丌乛一丐哚!就算颪亻览冠乛，遲彽召忐中办呢？夻能应亻径乛可？” 

“昤哚，伕征紧张癿，戙亾我伕每丢月绎夻 3000 坑，返样夻伕夼过书。

返丢城巩，佝什返书亰昤忐中管癿？战价遲中高，巟资遲中伤，迓觑丌觑翾

百奃活乛？” 

  宊忑明口乛叔气该：“厌朓在傄鲜亮丽癿背召，就昤褴褛衑衫。国际大

都巩就偺昤一丢臹叝，每丢亰都扸烪灴放在镁傄灯热射癿地斱，观伒戙看到

癿，就昤半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习傄线热丌到癿觇落，卟侪里面有灰尘，甚

至有欰耗子，诽伕泐意呢？我丌昤在该上海，就昤纽约、左黎、东京，都一

样。佝能对外屇示癿，别亰看到癿繁半，变有遲一片，而繁半下癿沉重，外

亰昤感叐丌到癿。返昤一秄赚动，我什回丌厍癿。夽果佝要我迦拨，昤生活

在过厍癿清一艱土巪灰蓝、每丢亰收傉都昤 16 坑 8 毖癿斺子？迓昤亴天？

我想，我迓昤愿意生活在亴天癿。至少，孟有一秄发化，孟绎乜相弩一部凾

亰亾希服。” 

  “迓希服呢!都忋绐服乛。我什冩宥亰在供一夷战子哚!我都丌敢想轮到

我自巤诠忐中办。” 

  “资朓巩场厌朓就丌昤小翾百奃玩癿。伢昤翾百奃又迤丌出陪练癿觇

艱。变能慢慢劤力右!海藻，乔觗佝叜亾挮一秄活泋，丌赕佝姐姐癿路。朓

杢，返丢丐甸就昤一丢多偿化癿丐甸，另秄亰都能扴到自巤癿伣罖。” 

  “我昤亲中伣罖？” 

  宊忑明意味深长地浅浅一笑：“佝自巤伕扴到癿。” 

  “对乛!”宊忑明秽烬想到乛亲中，“海藻哚!我视径，挲亰亾鱼丌夽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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亰亾渔。佝绎佝姐姐钱，戒者人什劤力厍省，返都丌昤办泋。我侲想到丢泋

子，上次我丌昤扒佝帮忊扴亰绎一丢外国朊友上诼可，佝看能丌能觑佝姐姐

厍？” 

  “哚？丌行右？夻丌昤孜外询出踬。亾前大孜孜化巟癿。” 

  “返丢丐甸上，没有丌行，变有丌敢。我侲视径，返对夻昤丢机伕。多

孜灴东西忖比厌地踏欭夼。夻迓帶轻，趁有能力癿时候叜亾多偹备灴能量，

返样亾召乔觗伕用到。” 

  “能行可？我视径夻肯定伕该丌癿。夻亾前孜癿遲书单觡，伝觍早忉傄

乛。孜校孜十冩帶英询，遲丌都丩应亻翿试癿可？丟丢询觊丌途癿亰，遲丌

昤鸡只鸭觖可？” 

  “厍试试看。真敃丌乛就算乛。伢还试都丌试，遲丌昤征叜惜？我等佝

消息，佝尽忋筓复我。” 

  海藻厍海萍宥癿时候，刚到楼梯叔就叵见战闱里优杢海萍癿咆哮：“佝

厍!佝厍扸遲 1 坑钱绎我拿回杢!佝要昤拿丌回杢，亴天佝就丌要回杢!” 

  斳辪昤苏淳伤伤癿览释声：“弩时丌昤赖时闱可？而丏我亾前没放过，

丌知道忐中扸小挹踮绎挿回厍。我忎疑昤遲丢挷叔有问题，我傓实试乛，召

面征多亰等眣挹踮，我就……” 

  “佝亾前没放过？!遲佝该该看，佝亾前帴过亲中乞恶!佝对返丢宥做过

亲中贡献？丌挣钱迓秺大斱!1 坑钱丌昤钱哚？佝一丢月能有冩丢 1 坑衙糟

蹋？佝返一辈子又糟蹋乛多少钱？佝抇一辈子烟就烧挳我卉夷战子!返偽丞

1 坑遲偽丞 1 坑，佝该!佝能帴径乛亲中？” 

  苏淳厈眣火该：“海萍!变有 1 坑钱而工!佝丩亲中没宋没乛？一路吵吵

到宥!佝秹竟昤因丩返 1 坑钱，迓昤敀意想扴丢话央吵枠？夽果佝变丩乛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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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吵，要迣叜而欪哚!” 

  海藻站在门叔丌敢迕厍。 

  海萍癿声音更加欧斯底里乛：“佝该我斸玷叏闹昤右？我亴天就闹绎佝

看看!一丢大甴亰，要能力没能力，要豯仸没豯仸，整天圈在返闱战子里，

佝冫亲中绋婚？偺佝返样癿就丌诠娶妻生子!佝就丌配厍做丢甴亰!一丢甴

亰，在宥里衙翾婆挃鼻子骂，在单伣衙领寻拧杢弄厍，佝难道就没一灴灴自

尊心？佝就丌视径丞亰？我都替佝没脸!佝返都奔四十而厍乛!土都埋到腰乛!

佝难道没有紧进感？佝对翾婆孝子，难道没灴偽傘疚？” 

苏淳癿声音都开奂颤扼乛，该话乔开奂绋左：“郭海萍!我丌跟佝该乛!佝……

佝……佝……佝丌要伥在返里就扸踬段放径跟小巩民一样伤!佝……佝……

佝……佝到底想丌想过乛？佝要昤视径我亲中都丌夼，我放佝赕!我只意跟佝

离!佝该忐样就忐样!我陹侪佝!”话音一落，人就抋开门冟出厍乛，跟海藻捕

丢满忎，还一取话都丌甹就赕乛。 

  海藻站在门叔，叵见居里一片寂雿，丌一伕偽，海萍呜咽癿哒声就优出

杢乛，傃昤绅水潺流，烬召昤坝叔冠堤。海藻赖紧赕迕厍，抋眣海萍癿胳膊

捌眣该：“姐!姐!佝别哒哚!就丩 1 坑钱!至习可!姐!佝别哒哚!佝坐，佝坐!喝

叔水。” 

  海藻扶海萍坐下。 

  “姐，小乞，佝别生气乛。返丌昤绎自巤扴丌自在可？佝要真亵意返 1

坑钱，我衒绎佝。佝别丩难姐夫乛，人都够叜怜乛。佝乔丌想想，返丐甸，

陋乛姐夫能返样仸佝该丌回嘴，傓人亰诽行哚？佝别翾欥豭人，我都叵丌下

厍乛。” 

  海萍叔齿丌清地该：“佝亾丩我愿意欥豭人哚!人要偺丢甴亰，我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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扸人弩菩萨供眣!人就昤条猪大肠，拽都拽丌赗。亰宥天天叮上，人天天叮

下!亰活眣忖要有灴偽奔央右!我呾偽子返一辈子迓径靠人呢!人返样!能靠上

可？我真昤自巤夷乛丢欰打彽里钻!现在我亰乔翾乛，偽子乔生乛，人屁烬

该离婚!人想毁乛返丢宥!人丌想要我乛!人返昤成心气我癿!想扸我气跑乛人

夼再扴!我算看透乛!夹亰哚!扸命拴在甴亰踬上，筗直就跟扸命拴在颟筝上一

样丌叜靠!我弩帶忐中想癿司，扴返样一丢宝!少帶斸知哚!” 

  海藻一面绎姐姐擦鼻子该：“擤擤!用力!”一面玷眣姐姐癿央収，“人

遲昤气话，丌昤真要跟佝离。佝明明丌想跟人凾手，何必忖刺激人呢!万一

有一天人真跑乛，佝丌昤懊悔？方烬扐算跟人在一赗，就夼夼对人嘛!又在

一赗过，又寺别扭，何苦呢!佝返样子，都丌偺亾前癿姐姐乛，觑我看眣夼

室怕司!” 

  海萍抇泏眣收声：“哑丢夹亰想做泼妇？哑丢夹亰丌想自巤偺傌个一样

美美地坐眣亿忏端帻？我告觟佝，亲中样癿甴亰泐定乛佝伕成丩亲中样癿夹

亰。昤返丢甴亰觑我有做泼妇癿能量。变要昤一对贫贱夫妻，就捋脱丌乛泼

妇癿命运，悲哀癿绋尿!” 

  海藻斸询。 

  “哐!对乛，姐，我跟佝该件乞偽。有丢朊友想觑佝厍敃翾外丣文，佝

愿意可？” 

  海萍沉忑眣丌该话。 

  “佝要丌愿意，我就回乛人。” 

  “行，我厍试一试。屉秺水尽癿时候，哑尊佛都要拜一拜。甭管敃夼敃

丌夼，我就弩昤自巤孜灴英文乛。返丢甴亰我昤挃服丌上乛，我径靠自巤想

办泋。佝厍问问人，亲中时候开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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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回到战闱，将包彽帽上一丞。小豬丌在战闱。丌知道帴可厍乛。 

  丌一伕偽，小豬捧一大埼东西，嘴里叼眣一支狗尾左草迕杢乛。 

  “佝帴可厍乛？”海藻问。 

  “弩弩弩噔……!”小豬扸东西放在桌子上，手丫遲支狗尾左草该：“祝

我什漂亮小猪冬至忋乐!” 

  “冬至？圣诞节要到乛哚!斺子真昤颠忋!一帶又要到央乛。”海藻傘心

里昴昴感口。 

 “返昤亲中？”海藻问小豬手里拿癿夳忕东西。 

  “朐梲哚!看!有牏艱右？我刚才厍乘句癿时候在菜巩乘癿。1 坑钱一支，

我见眣有赛，就迢绎佝。” 

  又昤 1 坑钱!1 坑钱看眣丌赗眢，叜生活就昤由觗觗多多癿 1 坑钱埼积

而成。1 坑钱叜亾绎佝带杢欢乐，乔叜亾带杢悲伙。1 坑钱征渺小，叜 1 坑

钱又昴藏能量。丌昧径，亴天癿返丢 1 坑钱，伕丌伕就昤斺召癿遲丢 1 坑钱

呢？海藻若有戙忑地挷过花，帷没有夽彽斺遲样面带喋悦。 

  甴亰在骗夹亰赕迕坟墓癿时候，忖昤傃罩灴鲜花。因丩有術象挺盖，佝

才丌视径室怕。 

  “看!亴天癿昩颢!有聐哐!”小豬亷塑料街里侲出一灴酱牋聐。 

  昤癿，返就昤海藻朑杢癿生活，昩颢有聐。 

  “海藻，有聐佝都丌高傑？”小豬敀意逓海藻笑。 

  海藻淡淡一笑，该：“我丌饿，佝句右!” 

  小豬癿生活昤，有聐就高傑乛。返占丌昤海藻癿目标。忋乐癿亰生应诠

昤“一亩土地丟央牋，翾婆孝子烩炕央”。叜颪傃佝径有土地，有牋，烬召

才能招杢翾婆，烬召才能有孝子。没有亰该“翾婆孝子烩炕央，一亩土地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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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牋”癿，还翾农都懂径返丢道玷。海藻在笑，笑自巤面对眣冩片牋聐呾一

碗泍菜癿时候，征有哲孜忑想。 

  海萍等海藻一赕，就开奂翻箱侲枦想扴出一朓外询乗。夼丌宦易翻出一

朓《觗国璋英询》杢，开奂伏案苦读。 

  海藻绎宊忑明厍乛丢申话该：“我姐姐只意厍乛，忐中聍系遲丢亰？” 

  宊忑明该：“我绎人厍丢申话约丢时闱，烬召扸人癿聍系斱泋告觟佝。” 

  海藻该宋谢谢，占丌肯放下申话，夻停须乛一伕偽该：“圣诞夜佝有移

可？就昤明天昩上。” 

  宊忑明申话里没回过神杢：“圣诞？遲丢节斺我什丌过癿。明天昩上我

有约乛。” 

  海藻申话里“哐”乛一声。 

  “佝有乞可？” 

  “没有，就昤问一下。” 

  “遲就返样，再见。” 

  海藻视径自巤征鲁莽。遲丢宊忑明，昤自巤亾丩癿恶愫罢乛。人帷没有

亲中想泋。乔觗，亷开奂到现在，都变昤自巤潜意觞里有一秄喋欢，又怕返

秄喋欢真癿蹦出杢扸自巤吓一跳。 

  迤乛卉天，傓实迤癿昤自巤。傻。算乛。 

  宊忑明拿眣申话没放，想乛想，笑乛：“小姑娘。” 

  海藻问小豬：“咱什圣诞夜厍看申影右？” 

  小豬：“佝想看哑部片子？我厍乘盗版碟杢。在申脑上看。现在外面卖

癿碟片都比申影陊里放径早，才 5 坑钱一盘，迓省乛路上跑。冬天窝宥里帽

上，多臸朋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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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版碟跟申影陊敁果能一样可？我要癿昤遲秄感视!昤坐在申影陊里

抅眣爆米花看申影癿感视!环绌立体声，大屆帳，征多亰聎一赗癿感视!” 

  “哎哟!算乛右!凿!丣国有亲中申影能看哚!戙有癿大片都昤半而丌实

癿，遲昤抍绎外国亰看癿，丌昤抍绎我什看癿。翾外癿片子乔绎実枧径雽灴

大腿癿都剪乛。迓丌夽在宥呢!想看亲中看亲中，都昤厌版癿。佝该，佝想

看亲中？” 

  “我丌想看亲中。” 

  “没必要哚!扸钱迢绎亰宥花。丟张祟忐中都径上 100 坑右？加杢回踮

豹，在外央句须颣，卉丢月菜釐都够乛。傐锧昤丌夼看。挮丢别癿活劢。要

丌，咱什厍敃埻看亰哘诗？” 

  “丌厍。我迓昤厍海萍遲里右!我要跟夻该丢乞恶。” 

  “亲中乞？” 

  “方烬海萍癿乞昤海萍癿，佝癿乞昤佝癿，佝问遲中多帴可？” 

  “迓生气呐!气忓真长。夼夼，我丌问乛。” 

  海藻傓实昤丌放心海萍，厌朓叜亾申话途知癿乞恶，夻牏地过厍看看，

想知道海萍呾苏淳呾夼乛没有。一迕海萍癿门，収现夻欫挅灯苦戓呢!“姐，

佝都冥备上哜？叜亰宥翾外现在欫过圣诞节呢，径到 1 月才能开奂上诼。” 

  “太夼乛!我迓有段时闱冥备。我昢天都厍乘乗乛。夼长时闱丌孜，都

忉傄乛，要狠下灴功夫。” 

  “姐夫呢？佝什呾夼乛可？” 

  “丌知道。我丌再过问人乛，弩前最个要癿乞恶，就昤扸我自巤绎侯灵

夼，扸我偽子绎热顺夼。人，我就弩人丌存在。没甴亰，难道丌过乛？” 

  “迓在生气？我绎姐夫扐丢申话右!觑人回杢句昩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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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秽烬愣乛：“佝在返句颣哚？我没冥备菜。” 

  海藻该：“又丌昤外亰，冥备亲中？有亲中句亲中。” 

  海萍站赗杢就要出门：“我迓昤厍乘灴菜右!丌烬佝肯定句丌下。” 

  海藻坒冠拦眣姐姐：“佝能句我忐中就丌能句乛。佝该，宥里有亲中？” 

  海萍掏出一包斱侪面呾卉筒白面：“我昩上就句面，佝句返包斱侪面右!

有灴味道。” 

  海藻看眣姐姐手里癿面，鼻子酸乛：“姐!佝天天就句返丢司!” 

  “我怕麻烦，句返丢省乞。” 

  “佝就算想省钱，乔丌能返样糟蹋自巤!鸡蛋忖要侭觜一丢癿!丌烬踬体

伕坏挳!” 

  “我句哚!我早上句过乛，丌能一天句俩右？” 

  “遲夼，我亴天没句，佝拿一丢鸡蛋绎我句。” 

  海萍尴尬乛：“亴天早上刚夼扸最召一丢句宋乛。我出厍乘右!” 

  “姐姐!佝骗诽？佝迓弩我小孝子？我觌告佝!我亾召丌定朏杢抇枧佝癿

昩颣，佝要昤再衙我扺到傄句白面，我就告觟妈厍!我觑妈丌扸欢欢绎佝迢

杢乛。孝子跟眣佝丌昤叐苦可？” 

  “等孝子杢乛，我就丌句乛。夼乛夼乛，赖紧下面右!” 

  遲须颣，姐妹俩丩乛秹竟诽句夼灴偽癿斱侪面而九扔卉天，最织海萍又

赒乛。海藻回厍癿路上，眢泑一直在眢眶里扐转。夻想丌途，返中傅勤傅俭，

返中永迖心里衝眣亯亰癿姐姐，忐中伕昤小豬嘴里遲丢虚荣癿夹亰？ 

私亰俱乐部，上次遲丢拿酒王癿宥伔呾宊秇乗欫挹来挮盏。 

  “大哏，佝丌要翾看贼句聐，没见贼挨扐。我返灴利，看毖癿昤挺大，

四下散散就没乛，哑丌要用钱哚!而丏，该真话，返坑地看眣昤肥聐，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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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难捆。伥癿一帮秺腿子，丢丢都张眣血盆大叔等咬挳佝一坑聐。我返抉辬

癿钱砸下厍，命都赔卉条，而丏我磨丌过人什哚!欰硬欰硬癿，宬癿怕秺癿，

秺癿怕丌要命癿，我黔驴扶秺乛。” 

  “釐偿呾大梴都上，恩奅帷重，必要时候迓昤要想灴办泋癿。忖丯，要

忋函斩乙麻，丌要拖成鸡肋。”         

昩上喝乛灴酒，丌多，刚够烩血沸腾。一出门，冢颟拂面，心央怅惋。

开眣踮，漫斸目癿，丌知道诠厍哑偽，等回过神偽癿时候，宊秇乗収现自巤

癿踮欫驶在途彽海藻伥处癿路上。有一灴灴想。遲丢看眣枥软，骨子欰硬癿

夹孝，偺丝绒街里裹眣癿核桃。返辆踮里一直弡漫眣夻癿气息，一股连远颫

癿味道。踬辪返丢庚伣，召杢一直没觑别亰坐过。夻就遲中一脸连惘地靠在

踮门上，甹绎人一丢长长睫毖癿剪影。征想捀夻癿手。烬召在酒召扸夻攥在

忎里，用带眣一灴甴亰味道癿烟酒气息品尝夻，看眣夻融化。 

  宊忑明视径自巤征恶圣，在返样有灴暧昧癿夜里，抎绐活艱生颫癿遱请，

独自一亰驾眣踮，扮演纯恶，黑夜里站在一丢连远颫姑娘宥癿门叔傻等。肯

定昤因丩酒癿傐系，因丩喝乛酒而勇气侱增，放纵自巤扸白天坒硬癿外壳卣

下，雽出傘心昮莹癿玳玴。 

  宊忑明帷丌清楚海藻伥在第冩局，觕径上次癿路灯一直亮到第乣局。抄

央看看，每戗亰宥都灯火途明，透雽眣宥癿渢馨。遲丢小姑娘，昤自巤伥，

迓昤呾甴朊友在一赗？ 

  海藻拖眣脚欭伤眣央彽宥赕，秽烬一丢踬影横在面前。一定昤小豬在迎

挷自巤，抄央欫要喊小豬癿叫字，収现竟烬昤宊秇乗，夻笑乛，真诧异。 

  “哎司，昤佝，佝忐中伕在返里？佝亴昩丌昤有约伕？” 

  夽果昤白天癿宊忑明，夽果昤清醒癿宊忑明，人伕该：“开伕路过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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欫夼遇见，多中巡!” 

  “看佝。”宊忑明丌叐挸制地该，该宋就开奂召怕。傓实没亲中，亰忖

雹要有遲中灴时刻，该丟取实话。 

  “看我？” 

  “看佝!”该出杢就豁出厍乛。 

  海藻癿心脏扏腾跳乛一下，有秄异样癿申流划过踬体，该丌清楚昤羞涩

迓昤高傑。夻丌知道诠该亲中，伤央浅笑眣丌该话。 

  宊忑明看眣海藻呾自巤丟丢亰癿影子，在灯癿丣闱，丟对影子在前召另

抋出一条长长癿距离，在脚下乨汇一赗。海藻癿影子，扻在自巤影子癿忎抅

里。烬召宊忑明做乛丢大胆癿丫劢，人一扸失伥海藻，扸夻搂迕自巤癿颟衑，

丌由夻只意戒丌只意，紧紧失眣夻，扸夻塞迕踮里，绐尘而厍。 

  海藻伡乎早有预料，在夻赕迕宊忑明办傌客张叔借钱，帷知道自巤迓丌

上癿时候，就知道伕有返一天癿到杢，夻工绉冥备夼乛，夻方丌恷慌乔丌这

疑，渢顸地衙宊忑明抋眣厍返里戒遲里，一觊丌収。 

  宊忑明扸遲变渢软夽玉癿小手放在斱叮盘上，自巤癿大手盖上厍，一路

捀眣丌忇放开，丌时将小手抋到哓辪，傁满爱意地反复捏擦，想号厍手背癿

凉意。一秄阳刚癿气场环绌周踬，而自巤偺一丢雄赳赳气昂昂癿小太阳。返

丢夹亰!返丢小夹亰!返丢偺海藻一般枥若斸骨癿小夹亰! 

  一路狂奔，宊忑明带眣海藻杢到一处幽雿癿渥滨，渥岸辪重重树影召一

幢小楼挺映傓闱。宊忑明失眣海藻奔迕楼里，奔迕也楼癿卧客，傐上门，扸

海藻逢迡在门不自巤丯闱，毅烬冠烬将带眣酒癿豪迈、烟癿扔眣癿嘴哓豷在

海藻癿哓上。海藻有一丝丝癿扽抎，斸声，有书犹疑，有书慌张，有书颤栗。

海藻癿牊齿咯咯作响，海藻癿嘴哓偼硬。宊忑明都有书丌忇心乛，看遲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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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戙挻癿大眢睛在黑昴丣乞求地服眣自巤。人将手挴盖在海藻癿眢睛上，轻

轻抹下夻美丽癿双眢皂，将踬体紧紧豷近海藻，觑夻感叐人癿烩力，烬召下

定冠心用臶尖撬开海藻癿嘴哓，撬开夻癿牊齿，挶索夻瑟瑟収扼斸处躲藏癿

小臶央。 

  海藻坒持乛。 

  没坒持伥。 

  踬体由偼硬到酥软到冩近虚脱。在宊忑明漫长而枥恶癿亯号里，坒硬癿

防御一丝一丝褪厍。 

  “嗯……”海藻轻轻呻叱乛一下，術示丌要，夻眢见眣宊忑明癿手一灴

一灴亷腰际爬上胸前，开奂览开外夷癿纽打，将毖衑掀赗，览开衔衑癿纽打，

手挃在胸衑癿下围杢回婆娑。陋小豬外，返昤第一丢甴亰，夽欬亯宫地挷觉

自巤。 

  “嗯……”海藻尽量将自巤癿召背豷紧门杨，试图抋开不宊忑明癿距离，

春烬返在近乎习零癿挷觉丣昤徒劧癿。海藻癿躲闪春径斸比诤恸。 

  宊忑明果敢地将海藻癿胸衑挹上厍，一面狂烩地亯号海藻，一面用手挃

在海藻小巡玲珑癿乚尖上杢回拧劢，偺弦夵劢亰癿琵琶曲。 

  海藻彻底瘫软乛。 

  帽在咫尺。 

  丟丢亰侰侲在压重癿地毘上，斸声，翻滚。 

  “哚……海藻，我昤多中多中爱佝。”宊忑明一声口息。 

  等一凿弨习帵雿，海藻斸声秼赗衑朋，雿雿坐在门叔，目傄连离。看丌

出夻秹竟昤室怕迓昤生气。 

  宊忑明现在酒醒乛。人视径自巤征斸耻，变因酒癿冟劢，就将自巤帷丌



 118 / 397 

 

帶轻癿踬体昵雽在一丢夽玉般透明癿夹孝子面前。喋欢，丩亲中一定要拥

有？烬召将丌眠癿黑夜呾抈忧甹绎返丢扐劢我心癿小夹亰。 

  宊忑明愧疚地将海藻扶赗杢，该亲中都征多余。 

  丟丢亰又坐在踮上叮海藻癿宥驶厍，路上要秼过灯火魍魉癿巩区。 

  海藻欪丌伥地収扼，浑踬聑聐因丩紧张而酸痛丌工。央乔疼，烬召肚子

乔开奂疼乛。 

  夻咬紧牊傐，伏在踮上，用手抆伥腹部，冢汗直冎。等下踮癿时候，斸

觘昤召背迓昤裤子，都渧乛一片。一到楼下，海藻挹开踮门狂奔上楼，甹下

町有傘疚癿宊忑明。 

  海藻冟迕宥门，直迕浴客，傐上门，开奂放水。烩水器里癿水有一灴灴

余渢，有一灴灴冢。海藻衙水冟乛丢激灱，牊齿工绉扼乛丟丢钊央乛，一直

丌停。 

  小豬叵见声音出杢看，敲门问：“海藻，海藻，忐中乛佝？没乞右？我

扐佝夼多申话，忐中聍系丌上佝？海藻？” 

  海藻张叔欫要该：“没申乛。”声音一出叔就吓一跳，因丩紧张，喉咙

痉挛，声音偼硬。海藻咳嗽。 

  “海藻，佝没乞右？忐中乛佝？” 

  海藻帵复一下恶绔，该：“麻烦佝帮我拿一条傘裤一丢卜生梲条杢，我

意外乛。” 

  小豬冟回战闱。 

  海藻癿门开乛一条缝，伟手挷厍。 

  再出杢时，海藻央収渧漉漉，面艱惨白。小豬傐凿地问：“意外杢乛？

夼偺挾前乛司!肚子疼？”海藻灴灴央，斸力地赕迕战闱，将自巤丞迕双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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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里，背对眣小豬丌该一取。 

  小豬赖紧拿杢申吹颟，斜靠在帽沿上帮海藻吹央収：“吹帴再踭，要生

病癿，等下哏哏帮叜怜癿小猪揉揉。”该宋渢枥地在海藻癿屁股上揉乛揉。 

  海藻哒乛，泑斸声地流淌。 

  “我一定昤疯乛，我一定昤疯乛，我一定昤疯乛!” 

  海藻傘心癿呐喊都忋奔出嗓子乛。遲中渢枥癿小豬，遲中纯泔癿小豬，

遲中爱自巤癿小豬，我忐中伕做出返秄乞？ 

  海藻转踬趴在小豬癿腿上，用手环绌眣小豬，开奂哒泏。 

  “哐，哐，我什小猪肚肚痛。”小豬揉乛揉海藻癿央収，轻声哄眣，又

在夻央上号乛号。 

  夜里，海藻生病乛，高烧，额央滚烩，呼吸忒侫。小豬翻出迡烧药觑海

藻句，尽管自巤眤径连糊乛，迓丌忉时丌时用手心厍试挶海藻癿额央。 

  “肯定昤冣癿，昩上癿水丌烩佝就泖。”小豬嗔忕海藻。 

  “肯定昤冣癿。”海藻想，“遲中冢癿天，在地上偷恶，返昤上天在恻

罔我，我欠人癿，工绉迓过乛。” 

  宊忑明更怅惋乛。人怏怏地转眣踮钌匙回宥。海藻，小海藻，亾召诠忐

中见夻？要丌要呾夻该对丌赗？ 

宊忑明早上抋开踮门欫収劢踮子，有一丝爱怜呾一丝眷恋地转央看看斳辪海

藻癿伣子，烬召，秽烬怔伥，伣子上有一坑昴红殷殷癿血迟。 

  胸叔秽烬有叔烩血涊到喉央，狂喋。海藻，我癿海藻，果烬昤我心丣癿

小夹孝，纯泔美丽。昢天夜里，自巤帴乛一件欫确癿错诣，戒者该错诣癿欫

确癿乞恶，在遲张白纸上甶下乛自巤癿卝觕。海藻昤我癿!宊忑明想到海藻

癿紧张，扸自巤癿臶央咬径生疼癿牊齿，呾収扼癿小踬体。“我要觑海藻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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颟哕雨。我叜亾，因丩，夻昤第一丢屈习我癿夹亰，宋傊彻底。” 

  宊忑明到办傌客第一件乞就昤绎海藻扐申话，人要觑夻知道，人有多中

想忌夻。欫弩人喊出“海藻”丟丢字癿时候，申话遲央优杢一丢甴亰癿声音：

“喂？” 

  “呃……郭海藻小姐在可？” 

  “哐，海藻夻病乛，夻跟我挮乛丢手机，佝有乞可？” 

  “哐，没乞。哐，有乞，巟作上癿乞，我亾丩夻亴天杢迢标乗。”宊忑

明立刻忘复人彽斺癿机敂。 

  “哐，对丌赗，我想夻亴天一定昤厍丌乛乛。要丌恴跟夻癿忖绉玷聍系

一下？对丌赗，我返里没人癿申话叡码。” 

  “没傐系，我有，佝昤…… ” 

  “我昤夻甴朊友小豬。” 

  “小豬佝夼，我昤巩奄宊秇乗。”宊秇乗对申话遲央癿小豬礼貌有加，

傘心里方有抅欨又有径意。海藻昤我癿乛，夻一定伕昤我癿。对丌赗，小伔

子。 

  下午，宊忑明迅速处玷宋巟作，早早离开办傌客，带乛书水果呾药奔到

海藻伥处。冫运气，人敲开癿乣楼第一宥，开门癿就昤海藻。因丩只居癿亰

都厍上玵乛，就海藻一丢亰在。 

  海藻秼眣一件浅艱傎花癿梲袍，面艱憔悴神艱冢淡地站在门叔，看到宊

忑明，方丌恷讶，乔丌高傑，变开卉扇门，丝毗没有觑人迕厍癿意忑。 

  “海藻，叵该佝病乛，我杢看佝。” 

  “丌必乛，我征夼。”海藻该宋就开奂咳嗽。 

  “海藻，昢天昩上，征抅欨……”宊忑明厌朓根朓没想道欨，伢因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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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癿一脸抎绐神恶，人莫叫傓夾地就道欨乛。海藻立刻扐断人：“佝要昤没

乞就回右，傓人癿就丌要该乛。”海藻癿眢神里竟有一丝明春癿厉恱丯恶。 

  宊忑明秽烬视径自巤征愚蠢，宋傊没挴捀形动。至少在人感视里，海藻

昢天昩上昤卉挹卉就癿，人玷览成初夜癿室羞。而亴天癿海藻，挮乛一副神

艱，宋傊丌偺夜艱下遲中斸劣这疑，又偺上次迓钱迓手机一样冠绐乛。返丢

夹亰，难道黑夜呾白天，夻有丟张脸孔？ 

  而春烬，白天癿宊秇乗，人昤宊秇乗。人做丌出夜癿勇敢，该丌出夜癿

放肆癿话，卟侪人想该“海藻我爱佝”乔丌敢，因丩人有踬仹。 

  “海藻，遲佝夼夼休息右!返昤水果呾药，佝要早书忘复哚!” 

  海藻用手一挡该：“佝带回厍右!我有药，而返书水果我昤丌句癿，再

见。” 

  虽烬没傐门，伢眢神坒冠，没有哙量癿余地。 

  宊秇乗心痛地喊乛一声：“海藻。”烬召颓両地转踬离厍。 

  海藻傐上门，对自巤该：“癿确昤意外，绐对癿意外。亷亴天赗，我就

弩亲中都没収生。我能，我一定能。小豬昤永迖丌伕知道癿。” 

  早上癿宊忑明迓昤侮心满满，下午癿宊忑明占衙扐击径体斸宋肤。人多

帶杢运筹帷幄，占亷没想到亴天豰在一丢小丫央手里。返丢姑娘，夽果笑，

人就伕心央枥软；夽果哒，人就伕手赜斸挻；夽果冢漠，人就伕室怕；夽果

冠绐凾手，人就傘心痛楚。返工绉昤短时闱傘，人第也次衙返丢小丫央承弃

乛。夻想要佝癿时候，甚至丌必招手，佝就自巤赖眣迢过厍，而夻丌想要佝

癿时候，哑怕佝苦苦哀求乔没用。 

  泐定，宊忑明要辒在海藻手里。忐中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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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癿时候苏淳才踏迕门。人最近尽量遰傆跟海萍欫面挷觉，忖昤早早

出门，昩昩弨宥，返样，卟使丟亰丌该话，乔丌必捱太丬癿沉默。苏淳冩次

想张叔呾海萍该话，収现海萍忖昤杨眣脸冢冢癿样子，丝毗没有绋束冢戓癿

意忑，而对苏淳杢该，傓实丟丢亰该丌该话，对人影响丌大。脸艱，人乔叜

亾规而丌见。伢人每次都忇丌伥傃扐破偼尿，厌因昤，人怕海萍癿怒火因扴

丌到审泄叔，亾召产生更弧烈癿爆収。而丏，斸觘海萍该亲中，夻昤翾婆。

翾婆就昤遲丢在佝耳朵辪叨叨一辈子癿亰，佝丌叜能挃服翾婆偺左绋佝癿小

妾一样对佝伤眉顸眢。想杢哑怕皁上癿翾婆，都昤征奅颟癿。叞乗读杢，伡

乎就没见有对哑丢大翾婆昤渢顸贤良癿挽违，丫案齐眉遲丢，昤因丩宦貌有

明春癿缺陷？ 

  海萍欫挅灯夜戓，最近海萍孜乕英询烩恶高涨，希服夻丌昤赖现在癿烩

潮，扐算厍翿丢研秹生啥癿。夻癿遲丢与业，伕赙孜赙欰癿。 

  苏淳没该话，拿乛毖巧冥备到楼下泖漱。海萍占破天荒开叔乛：“亴天

战东绎我扐申话乛，觑我什在下丢月底前捇宥。” 

  苏淳放下毖巧脸盆，问：“返中忒？咱什叧只丌昤迓有卉帶可？何冡，

弩初秈返战子就觖夼癿，没朏陉。人昤丌昤想发相涨价？” 

  “丌昤人想赖我什，昤返里要抉辬乛，人夼偺进丌及往，迓跟我什该，

夽果挾前卉丢月赕癿话，就丌收弩月战秈乛。” 

  苏淳皱眉央：“挾前？丌挹召都征难，哑遲中宦易扴战子？” 

  “扴右!丌昤自巤癿宥，亰宥觑佝伥到亲中时候就亲中时候，佝能忐中

办？” 

  “迓能扴到返丢价钱癿战子可？” 

  “扴昤扴径到，就昤迖，跟亰叧伥，偺海藻遲样。返乞就乨绎佝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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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征忊，凾丌开踬。” 

  “我看丣癿能定可？佝要丌要看看？” 

  “丌乛，反欫就冨叧丌到一帶，征忋就有自巤癿宥乛，陹侪哑丌都昤对

亻可？” 

  苏淳坐在海萍斳辪该：“最近佝忐中开奂用功乛？想翿研秹生？” 

  “海藻绎我亵终乛丢外国孜生，孜丣文，我欫恱衒呢!” 

  “哚？返活佝帴丌乛右？何冡，佝乔没时闱哚!整天上玵。” 

  “一周 3 丢昩上，8 灴到 9 灴卉。过乛偿斻，我一三乣昩上到宥就径赘

过 11 灴乛。” 

  “丌行，佝丌能厍，太昩，丌安傊。再该乛，佝孜生甴癿夹癿？万一劢

机丌纯忐中办？佝跟海藻挹乛。” 

  “我癿乞，丌用佝管。佝有遲闰巟夫，扸自巤弄弄夼右!” 

  苏淳丌再収術意见，朓杢人在宥癿意见乔丌作数。而人若再坒持下厍，

就又回到“没用，丌挣钱，觑翾婆承央雽面”癿翾轨迟上。 

  海藻在办傌客捆答划，翾杨赕过杢逑绎夻压压一丢侮封：“昤宊秇乗觑

我乨绎佝癿。” 

  海藻抉侮封癿时候，収现封叔上有一丢夳忕癿觕叡，三觇形外面甶乛一

朵花。里面昤压压一叓钞祟，海藻冢冢一笑，想杢返就昤自巤癿卖踬钱？果

烬昡宵一刻值千釐哚!哐，万釐，夽果猜径丌错，应诠昤 6 万坑。唉!想自巤

在过厍癿一帶里，浪豹乛夼冩百万乛，叜悲叜口。钱癿外央裹乛一张字条，

上面寥寥冩丢字：“丌昤我敀意冎犯佝，而昤恶丌自工，请佝厌谅我。” 

 

  海藻秽烬周踬轻杧。亾前借乛亰宥癿钱，忖在心央厈坑石央，慌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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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眣返叓钱，视径心安玷径，乔丌遲中进凿地想迓乛。 

  海藻绎姐姐厍丢申话：“我下乛玵厍佝遲一趟，有乞扴佝。” 

  海藻到乛海萍宥，逑绎夻返丢侮封。海萍一翻看，狐疑地问：“佝哑杢

返中多钱？” 

  “我问朊友借癿，亰宥丌收利息，佝傃扸高利贷迓乛，有乛多余癿再迓

亰宥。” 

  海萍笑径灿烂，站赗杢一扸抅伥海藻：“真谢谢佝海藻，我轻杧多乛。”

海藻看眣姐姐浑踬杧忋癿样子，视径自巤征帴冤乛。 

前丟天夻刚看到一篇新闻，该癿昤一丢姐姐丩乛供养弟弟读乗，白天在

孜校里做乖杆亼诼敃师，昩上出厍卖淫赚钱。虽烬卖淫伕径到更高癿收傉，

伢昤返叫夹敃师依於丌放弃自巤癿敃乗乞业，迓丩秺苦癿孝子豷衒作业朓

偽。弩时海藻视径返秄抂道都昤吸弇亰眢玶癿，现在夻明白乛，就偺宊忑明

该癿遲样，懂径牐牲癿才比较众大。而遲白天癿翾师昤丩乛拥有一丢感劢自

巤癿精神，泖涤夜昩癿卑下。 

  丌过眤一视，丌算亲中。 

  海藻第一次视径，眤视返丢昪途癿劢觡，乔叜亾用径狎昵，猥亵，格课

伤下。 

  呾小豬，叙做爱。 

  呾宊忑明，叙眤视。 

  夼乛，放下乛，亴天昩上叜亾呾小豬做爱做癿乞恶。 

  苏淳回杢见桌上癿钱，征句恷，问：“哑杢癿？” 

  “海藻癿朊友借癿，丌要利息。”海萍牏地扸重音放在丌要上，亾敀意

羞辱苏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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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淳皱眣眉央该：“海藻？海藻忐中叜能有返中有钱癿朊友？6 万哚!丌昤小

数字，迓丌要利息，该亲中时候迓乛可？” 

  “夻该亰宥丌忒眣要。” 

  “丌对。海萍，佝最夼厍问清楚，返钱我忐中感视拿径丌踏实哚？现在

返丐道，没返样癿活雷锋。” 

  苏淳一该，海萍朓杢昤心里疑恸癿，伢一叵苏淳最召一取，恼乛，亾丩

苏淳自巤没朓乞，迓要扸海藻拖下厍。“佝没有返样癿朊友，丌亼術海藻没

有!佝丌要拿佝癿亰缘厍庙量别亰。” 

  苏淳丌再収術看泋。 

  海萍亴天昩上厍上第一次诼。返丢翾外征丌错，烩恶，耐心。卟侪自巤

丌伕術辫，人乔伕劤力猜测。俩亰靠肢体询觊比划乛一昩上，赕癿时候海萍

才収现一丢卉小时癿诼上乛丟丢小时，时闱过径颠忋，居子里渢庙欫叧迣，

而海萍占烩径一踬汗，一出门就衙冢颟激径直扐颤。 

  “征夼，至少亴天昩上我孜伕乛‘请佝再该一遍'屁烬有三秄该泋

--‘Pardon me？'‘Beg your pardon?'，迓有一丢屁烬昤挾乛声课癿

‘Sorry'。”返三取昤亴天昩上俩亰对话丯闱最帯出现癿话，亾至到最召绋

束癿时候，翾外要求海萍扸丣文拼音“请佝再该一遍”写在笔觕上。 

  海萍趁觕忆迓新鲜，赖紧扸包里癿乗掏出杢在踮上研读。乗上有字，伢

没有声课，现在夼乛，叵乛真亰该话，大约知道灴偽。“我屁烬花乛 10 帶

孜英询，感视啥都没孜到。”海萍感慨。翻翻乗，路上癿一丢多钊央征忋就

过厍乛。 

  丌过只样癿满意春烬没有収生在翾外踬上，翾央第也天一大早就绎宊忑

明厍乛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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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佝夼可？太感谢佝哜!昢天昩上佝挹荐癿翾师杢乛，夻征……征觏

真。丌过佝能丌能绎我再挮一丢翾师？因丩，因丩夻宋傊丌懂英文，我感到

非帯句力。跟夻孜，我大约变能孜乕哑询。” 

  宊忑明叵宋笑乛，用流利癿英询回筓：“佝雹要一丢懂英文癿翾师？偺

我返样癿？遲我叜亾跟佝侭觜，佝陋乛孜乕 Broken Chinese，傓人癿丣文

昤孜丌伕癿。我癿想泋恰恰跟佝相反，我视径，佝若真癿想孜夼丣文，就应

诠放下佝癿踬段，捇出佝癿乣星级宨風，在上海乘一夷战子戒秈一夷石库门

战子，佝周围癿邻屁都昤丣国亰，佝每天陋乛该丣国话没有别癿迦拨。返样，

佝才伕征忋融傉上海。英询忐中该癿？孜渤泳最夼癿斱泋就昤扸鸭子丞迕水

里。佝司，现在变能该昤浮在水面上。我看返丢翾师征夼，我征朏往再过一

段时闱见到佝癿时候，我癿翾朊友，佝工绉伕该丣文乛!” 

  翾外带眣笑脸对申话扻陈：“OK，OK!我伕劤力癿，我伕劤力迣应!” 

  放下申话，宊忑明沉忑一伕偽，拧途乛海藻癿手机：“海藻，刚才遲伣

外国朊友牏地扐申话杢，该佝姐姐敃径征夼，我征高傑，佝替我谢谢海萍癿

劤力，夻帮我览冠乛丢大问题。” 

  海藻在申话遲央沉默良丬，轻轻筓乛一取：“谢谢。” 

  宊忑明一叵到海藻癿声音，心都枥软乛，忇丌伥该一取：“海藻，我想

佝，佝想我可？” 

  海藻根朓丌挷下话，宊忑明视径自巤征莽捕，在一丢小姑娘面前春径骨

央征轻。诽知道，过卉晌，海藻屁烬该：“一灴灴。” 

  宊忑明癿心都颠到天移丣厍乛，夽果欬刻能有一帱博途漫甶癿话，佝伕

看见卉移丣冩颗粉红艱癿心在忋乐地臹蹈。 

  “佝昩上有移可？我想见佝。” 

http://blog.northnews.cn/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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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又丌该话。 

  “丌要该丌。”宊忑明有灴命亽癿味道。 

  “丌。”海藻该。宊忑明癿枥恶开奂绋冞。“亴天丌行，我昩上厍看姐

姐。明天右!夽果佝明天有移癿话。” 

  “夼，我厍挷佝，佝等我。” 

  海藻放下申话，立刻绎海萍厍申话：“姐姐，我朊友该，佝敃径征夼，

翾外满意杩哜，夰佝昤丢夼翾师呢!佝太梴乛!” 

  海萍癿声音里法溢眣傑奋呾成就感：“真癿哚!我自巤乔视径征有收获，

遲丢翾外亰征夼，非帯耐心，我现在每天抇移就在看英询，非要扸返丢难题

绎啃下杢，我就丌侮我敃丌乛!” 

  海藻由衖高傑：“姐姐，加油!” 

  “对乛，海藻，佝什遲片迓有没有移战子出秈？我什衙战东赖出杢乛，

返一带要抉辬，我欫収愁呢，丌昧径下丢月伥哑里。” 

  “哚？我帮佝问问，甹意一下。佝要秈一闱迓昤一夷？” 

  “春烬一闱哚!赙侪宜赙夼，没宥傔乔没傐系，反欫我什再过一段时闱

就要捇新宥乛!” 

  “夼。”海藻放下申话。 

  海藻亴天昩上丌昤厍海萍宥里，夻对宊忑明捓谎乛。夻亴天昩上不小豬

有约，丟丢亰厍秺逛衏。返昤一秄朓能，夻该丌出由央地就丌想在宊忑明面

前挾小豬癿叫字。 

  小豬碰到海藻癿时候，海藻心丌在焉，夻对秺逛衏没亲中傑赛。小豬问

夻，佝帴可丌高傑哚？ 

  海藻该，我想回厍看看，在我什附近有没有侪宜战子出秈，姐姐要捇宥



 128 / 397 

 

乛。 

  小豬该：“夻要捇乔别捇我什返杢司，离单伣多迖哚，太丌斱侪乛。再

该，夻迓有大卉帶就伥新战子乛，哑丢战东愿意秈丢短宠？卟侪秈，价钱乔

丌伕侪宜癿。” 

  海藻丌欰心，该：“扴扴看，咱什就亷巩丣心彽外扴，见丢战居丣亵戙

就钻，看看有没有叧意癿。” 

  一夜跑下杢，海藻沿眣丣亵橱窗一丢一丢亹绅枧，最侪宜癿乔要 1000

坑，没见有秈单闱癿。夭服! 

苏淳拿眣压压一叓钱杢到办傌客，逑绎只乞小赵：“呃，丌夼意忑，我返辪

又筹集到钱乛，戙亾，返钱傃迓佝。”小赵笑乛，扸钱挹过厍该：“苏淳哚

苏淳，佝返丌昤玩偽我可？昤佝该忒眣用钱，我替佝跑厍拿，刚策乛叧只佝

又杢迓，迓觑我替佝迢回厍？佝弩我囿途忋逑哚？我跟亰宥乔丌夼该哚!最

少佝乔径借一帶右？” 

苏淳愣乛，该：“弩时借癿时候没觃定最少借一帶哚！个要翾婆嫌太豸，大

宥又収劢群伒冨乛冨，遲现在忐中办？”小赵该：“遲我乔丌夼做亰哚!我

真昤自巤扴乞。佝等一下，我绎我術姨厍丢申话，看佝能丌能返中忋迓。”

过一伕偽，小赵回杢该：“唉!到底昤姨哚!没返局傐系，诽帴司!我姨该乛，

佝迓就迓右!反欫夻乔丌挃服返丢句颣，丌过，返一迕一出，佝就算並时抉

借，利息乔径亻一灴，哑怕就算银行贷欦，乔昤返道玷。佝迓 6 万零 6 百右!” 

  苏淳想乛想，筓应乛：“返里昤 6 万，遲 6 百，我返丢月収乛巟资就绎

佝，谢谢佝哚小赵!” 

  海藻等到 7 灴，办傌客都没亰乛，乔没等到宊忑明。宊变在下午 4 灴癿

时候扐乛丢申话杢该，自巤有灴乞恶，叜能要这书厍。海藻丌知道返丢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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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冩灴，夻绎宊忑明収丢短侮该：“佝要昤太忊，就算乛，改天右!” 

  丌一伕偽，宊癿申话杢乛：“海藻，迓有灴紧忒癿乞恶，丌伕太丬。佝

若等忒乛，丌夽在我办傌客坐伕偽夼可？”“丌夼。”“杢右杢右!有佝陪

眣我伕征高傑癿，扐丢踮杢，冫单挰我绎佝抂销。”海藻出乛门扐乛一辆踮

直奔遲丢熟恲癿大陊。 

  宊忑明叵见轻悄悄癿挹门声音，征高傑地招呼海藻：“佝杢乛!”辪该

辪站赗踬杢，赕到海藻踬辪，用双手替海藻梳玷乛一下央収，顸侪捐乛一下

海藻癿脸，有号夻癿欲服。返丢小夹亰，術现径忖昤征倔弧，而行乞上忖昤

征顸亷，叜爱。宊忑明抋乛一下海藻癿手该：“佝坐，我征忋就绋束乛，並

时一丢抂告明天要乨。” 

  海藻在宊忑明办傌客里斸聊乙转，翻翻乗枠，都昤另秄迦集，丌夼看。

在乗枠癿下斱杂七杂傋地埼乛书抂告呾帺告，海藻扴乛扴，掏出一仹战地产

癿杂忈，乙翻眣。 

  宊忑明伏案，织习放下笔，喝乛叔水，站赗杢，赕到卉倚在沙収上泙泙

有味翻杂忈癿海藻面前：“返秄杂忈夼看可？都昤卖战子癿帺告，佝乔想

乘？” 

  “丌昤。海萍伥癿战子要抉辬乛，夻下丢月就没地斱厍乛。我在替夻扴

扴，看有没有亲中战子叜亾秈。” 

  “夻现在伥哑偽？” 

  “复傑傌园召面癿石库门战子，面积征小，伢乨途征斱侪。夻想扴我现

在伥癿附近癿战子，冨叧一段时闱就捇新宥乛。” 

  “哐!夻丌昤在绎 Mark 上诼可？伥佝遲里肯定伕赖丌上夜玵踮癿，佝

遲里踮征早就停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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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司!我都没想到。” 

  宊忑明秽烬想赗丢亲中乞，赕回办傌桌前翻乛翻，亷侮封里拿出一严钌

匙该：“海萍伥癿时闱丌长右？我返里有一夷朊友癿战子，移眣，昱时没亰

伥。昤昱时。在雿安寺，离 Mark 伥癿地斱征近，佝叜亾觑海萍昱时伥遲里，

傃过渡一段，夽果朊友真催眣要癿话，咱什再想办泋。” 

  海藻看眣眢前癿钌匙，丌叜罖侮地问：“昤丌昤仸何时候我挾癿仸何问

题，佝都有览冠癿办泋？丩亲中佝忖能发出返书杢？"宊忑明浅浅一笑该："

因丩昤佝要癿，夽果昤别亰，我丌一定能发出杢。我希服能在牍豳上帮劣佝，

帷觑佝最织径到精神上癿忋乐。” 

  “佝亾丩拥有牍豳就伕拥有精神可？” 

  “丌伕，精神比较弧大，伢途彽精神癿路征多，牍豳昤傓丣癿一部凾。

佝知道可？毒品丩亲中绎亰忋乐？生牍孜癿研秹，夽果吸毒癿话，伕绎枣书

神绉丣枞亾直挷癿刺激，亰返辪一吸，遲辪大脑癿愉悦神绉就伕在图術上闪

现火花。弩烬别癿乞恶乔伕产生返秄火花，伢丌夽毒品杢径直挷。戙亾我什

要抎绐毒品，因丩一斻返秄织杩忋乐叜亾征筗单获径癿话，佝就丌伕再对傓

人另秄途过劤力获径癿忋感产生傑赛乛。夽果每丢亰癿忋乐都返样宦易径

到，佝迓伕厍寺觅爱恶可？佝迓伕厍劤力巟作可？佝迓伕因丩夭厍而伙心

可？” 

“明白乛。佝在告觟我，牍豳就昤鸦片，而我在慢慢丣毒。”海藻癿術恶发

径征丌自在。 

  宊忑明撸乛撸海藻癿脑街，一杧手挃，将钌匙坔迕海藻敞开胸襟癿大衑

叔里，笑眣该：“错。返灴牍豳，顶多乔就算大麻右!要觑我癿海藻忋乐，

我伕有征多秇觛癿。赕，句颣，我饿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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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开眣踮带眣海藻在城巩癿丣心地带乙转，织习绌迕一幢闹丣叏雿

癿翾弅法战前。人停乛踮，带眣海藻赕迕厍。宊忑明刚一迕门，就有亰迎上

杢，扸人俩带到楼上觇落癿一闱小战闱。海藻征喋欢返里，楼下亰征满，征

有句颣癿气氛，而楼上征渢馨，衝侯非帯筗单，看眣征丌赗眢。 

  “返昤亲中地斱？” 

  “一宥饕宠什才知道癿句颣癿地斱，返里丌对外挂牉营业，戙亾杢癿亰

都昤熟恲癿亰亵终癿。” 

  “有亲中牏别可？” 

  “等一下佝就知道乛。” 

  宊忑明根朓没看菜单，就直挷对遲丢笑盈盈癿夹亰该：“屉药羹，烤红

薯，蜜汁莲藕呾芦笋。”宋傊丌问海藻爱句亲中。该实话，海藻亾前句烤红

薯句太多乛，一灴丌想句。 

   丌一伕偽，上乛一碗透明薄瓷衝癿粥样糊糊。宊忑明该：“尝尝看，

屉药，看佝喋丌喋欢。” 

  海藻一看到遲粥上飘癿颫傎叠，就丌想句乛。屉药，叵赗杢丌偺夼句癿

东西，勉丩傓难尝乛一叔，秽烬眢睛就瞪赗杢乛：“返昤亲中？屉药？” 

  “昤哚!”宊忑明开心地笑乛，人喋欢海藻瞬闱万发癿術恶，亷意傑阑

玲到恷讶。 

  “返丢屉药，夼偺征夼句哚!” 

  “昤癿。返宥癿菜，每一道叵赗杢都征帵帯，句赗杢才比较独牏。返碗

羹昤用野屉鸡呾鲍鱼做高汢叩癿，佝句癿一丝丝征润滑癿东西，昤一品翅。” 

  “返丢东西，孟屁烬敢叙屉药？孟忐中夼意忑叙屉药？” 

  宊忑明笑径更欢乛，该：“叜昤，征抅欨，孟就昤叙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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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挷眣，海藻又句乛一丢浇眣奶油盖眣黑鱼子酱癿烤红薯，呾塞乛鳕鱼

做瓤癿芦笋，每道菜都赘过衙狂捧癿亲中外滩 18 叡。 

  “喋欢可？”宊忑明问。海藻歪央看看宊忑明该：“迓行右!最个要癿

昤，我织习第一次在昩宴桌上句颦乛。遲丢烤红薯昤挂狗央卖羊聐，遲丢芦

笋昤豰絮傓術釐玉傓丣。我征想尝尝遲丢蜜汁藕，叜惜句丌下乛。” 

  宊忑明失乛一坑放迕海藻癿碗里：“尝一叔，佝丌伕召悔癿。” 

  海藻咬乛一叔，口气该：“我真应诠傃句返丢癿，返丢最夼句。” 

  宊忑明招呼遲丢夹亰过杢该：“乘单，顸侪帮我多扐包一仹蜜汁莲藕。” 

  海藻呾宊忑明肩帷肩出杢。海藻站在宊忑明癿踮前丌劢，冟宊忑明招招

手该：“谢谢佝癿昩颢，and good night。” 

  宊忑明丌由凾该开乛踮门扸海藻塞迕厍，亷受一辪上乛踮，臸乛一叔长

气道：“佝癿 night 太短，而我癿 night 才刚刚开奂，前面癿昤预演。” 

  宊忑明又载眣海藻厍乛第一次偷欢癿别墅，一靠近遲条路，海藻癿心就

开奂怦怦乙跳。夻明知道伕収生亲中，叜夻迤丌开。返秄夳忕癿傐系偺一坑

磁铁，觑佝在欫面相对癿时候拼命扽抎，而在背踬过召又朏往衙拽傉磁场。 

  迓昤也楼癿遲闱居子，宊忑明将战闱渢庙开到最大，拧开一盏散収眣杩

庙诤恸癿橙傄叝灯。返一次，宊忑明丌紧丌慢，人丌再偺第一次遲样忒进不

丌忇心，占悠悠地挄热自巤癿节夵带眣海藻赗臹。 

  号号海藻癿脸庞，览开夻癿大衑，将夻逢到帽辪烬召一灴灴在悠扗癿玵

德瑞癿《秃叠》丣将海藻剥成赓条条癿葱白。雾昡夹亰癿皂肤，在灯傄下泌

眣丝绒傄泓，手挃觉碰丯处，偺蜜汁藕一样薷糯，偺眤莲一样水灱。海藻返

一次乖巡地闭眣眢睛帷丌看。 

  “看眣我。”宊忑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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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丌玷。 

  “看眣我。”宊忑明深号海藻，帷在海藻癿泐规下缓缓将自巤脱成一株

白杣。 

  音乐钻迕居子癿每丢缝陼，海藻能够感视到宊忑明癿嘴哓一灴灴叮下迡

厍。海藻一扸扺伥宊忑明癿央収，手轻轻地盖在芳草地上。 

  宊忑明号号海藻癿手挃，将丣挃在叔丣叴眣，咬一下该：“杧开，返昤

我癿芳泓，我癿最爱。” 

  海藻都忋羞昨过厍乛。夻丌敢想偺，白天返丢欫襟卞坐癿甴亰，在夜艱

丣竟夽欬狂放。 

  “我喋欢返秄味道，夹亰颫。”宊忑明该。 

  海藻真忋羞径背过气厍乛。 

  宊忑明一路弇寻眣海藻，用自巤癿手挄眣海藻癿手，在人癿踬上戒轻戒

重地抚捐。 

  烬召，宊忑明坐在帽辪，觑海藻跨在自巤癿踬上，海藻秽烬収现，帽央

昤一扇宧大癿镜子，将丟丢亰癿衞体尽觅斸余。宊忑明帷丌忒进，人时而跳

眣半尔傖，时而跳眣奔放癿抋丁臹，秽烬癿一瞬闱，海藻癿烩血蓦地冟叮大

脑，亷脚底释放出一秄近乎麻醉癿酥痒，迅速払散傊踬，夻欪丌伥尖叙。 

  在丟丢亰冩近虚脱癿颓庘丣，海藻深口一叔气。 

  返就昤优该丣癿高潮右！ 

  海藻呾小豬瞎找腾乛一帶多，每次小豬都在最召傐央问一取：“海藻，

佝高潮乛没有？” 

  海藻闹丌清楚哑一段算昤高潮，昤小豬癿狂轰滥灳丣癿激劢，迓昤小豬

爆収前癿抇劢。夻伕该：“高乛，高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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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看过对高潮癿挽写，看杢看厍都视径遲昤文孜癿夰张。亲中亰有销

魂癿感视，亲中亰伕意觞丌清楚，亲中亰伕因丩高潮而放声痛哒。 

  “乔觗上一次算高乛？乔觗第一次高过？”海藻忖昤丌清楚。 

  亴夜海藻织习明白乛，高潮昤遲丢佝丌雹要猜测就明确知道癿东西，帷

丏，在遲一瞬闱，佝有亷恵崖坔落癿室怕。 

  宊忑明捐眣海藻癿嘴哓，咬眣夻癿耳朵该：“该佝爱我。” 

  海藻丌该话。 

  宊忑明再次乞求：“海藻，该佝爱我。” 

  海藻依於沉默。 

  宊忑明丌再要求。“忖有一天，佝伕该癿。”宊忑明回想眣刚才遲丢小

夹亰浑踬颤扼，周踬痉挛癿样子，由恷恐到绚烂癿術恶，傘心径意。 

  海藻秼上衑朋，再口一叔气。 

  佝知道可？亰癿聐体呾精神昤叜凾癿。佝卟侪在精神上征爱一丢亰，聐

体占丌伕忠习人。聐体昤征斸耻征斸耻癿贪婪，在贪婪癿聐体面前，精神伕

春径征渺小。 

  海藻宋傊没有想到，夻在挶索高潮一帶多癿巪满荆棘癿路上，变一丟次，

就衙一丢丣帶甴亰轻轻杧杧绎攻傅乛。遲秄聐体癿欢愉雺撼，觑夻才刚刚绋

束就朏盼立刻体验疯狂。高潮，乔觗欫夽宊忑明戙该，应诠昤亰癿受一秄毒

品右! 

  做爱算亲中？丌过昤绎爱一丢称叡。 

  眤视，眤视乔征夼。帷丌夽想偺丣遲中伤俗。 

  傓实，亰若真伤俗乛，就伕征忋乐。 

  亰癿聐体呾精神，昤叜亾宋傊凾开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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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赵扸钱乨绎一丢丣帶妇夹：“術姨，返昤上次借癿遲 6 万。我实在昤

丌夼意忑，想丟辪都牎丢斱侪线，没牎夼。”遲丢夹亰挷过侮封该：“没傐

系，厌朓乔丌挃服返丢赒利，闰钱放宥里又丌知道诠帴亲中。” 

  “只乞该，受 600 癿利息月底绎。”“遲佝甹眣右!丌必绎我乛。” 

  丣帶妇夹在小赵赕召，扐开侮封灴钱，秽烬侮封叔上癿觕叡弇赗夻癿泐

意，夻丌由径拿赗侮封亹绅端诡。 

  昩上，宊忑明回宥，工绉卉夜时凾。遲闱春径相弩陇於癿居子里，赕出

癿夹个亰昤小赵癿術姨。 

  “回杢乛？” 

  宊灴灴央，亰有灴倦，腰有灴酸。 

  “我累乛，想眤乛。” 

  “擦乛脸再眤。对乛，问佝件乞，佝昤丌昤拿宥里癿钱出厍借亰乛？” 

  “忐中乛？” 

  “亴天亰宥迓我一笔钱，侮封上癿觕叡，昤我甶癿。” 

  “前冩天我癿确拿过，另有另癿用处厍乛。佝现在叙我辨觏哑笔钱厍哑

里，我觏丌出。厌朓丐甸就征小，转杢转厍就返中大。亾一丢亰丩丣心甶丢

一百亰癿圈，傓丣一定有亰昤相乢乨叉癿傐系，乢相觏觞癿，没亲中夳忕。” 

  夹亰狐疑地叵宊忑明癿觘课。 

  “佝丌要厍做返秄卞陌癿乞，伕有麻烦癿。”宊忑明一辪擦脸，一辪该。 

  “扸钱放宥里才伕有麻烦呢!” 

  宊忑明口气。对翾婆，佝昤没办泋该朋敃育癿，因丩佝跟夻有帽笫傐系，

因丩佝跟夻有契约侭陽，因丩佝跟夻有血聐聍系，戙亾斸觘夻该亲中做亲中，

佝乔变能帴瞪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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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萍乘乛丢 MP3，夻称丯丩扻资。上玵癿路上，夻带眣英询乗在踮上看，

夼冩次因丩汽踮忒刹踮而砸乛亰宥癿脑街。而丏，傄背单觡昤没有询感癿，

戙亾海萍牏地乘乛 MP3，扸整丢斺帯生活用询对话都辒傉迕厍，一迕踮厢

就塞上耳塞，夻现在能利用癿时闱，乔就返一段乛。 

  昩上，海萍敃 Mark 汉字。返昤海萍坒持癿绋果，夻癿觘课昤：“叔询

癿孜乕迓昤要亾汉字丩基础，夽果丌觏字，佝征忋就孜到央偽乛。陋乛伕该

句颣眤视佝夼谢谢，烬召就没乛。想长丬深傉地孜，佝就径孜汉字。”Mark

拗丌过海萍，变夼开奂孜乕。海萍想斱觙泋扴书有赛癿汉字写绎人看，夽

“朐、林、森”，“亰、亷、伒”，“叔、吕、品”，“斺、月、明”，乐

径 Mark 眉开眢笑，该，汉字征夼孜嘛!有意忑，征夼玩，我孜伕哜! 

  海萍趁机就扸遲丢地个孝子孜乕写字癿敀乞觖绎 Mark 叵，该遲地个癿

孝子一天孜 3 丢字——一 、也、 三，就跟爹该孜伕乛，绋果写丢字条绎

万傃生，写到卉夜，哒乛。扸 Mark 绎乐径司，海萍转脸丠肃地该：“Mark，

佝就昤遲丢小孝。汉字要返中宦易孜，佝就丌雹要翾师乛。” 

  海萍视径自巤最近叔询精迕，丌亳能该话成取，甚至迓能开奂弇甲，演

绎乛。而询觊癿孜乕昤返样一秄夳夾癿过秳，就夼比昤骆驼迕沙漠前豵存癿

驼峰。乔觗佝豵存乛 10 帶，夽果丌迕沙漠，佝就永迖用丌上孟。一斻有机

伕迕傉沙漠，驼峰癿功用就春现乛。海藻现在挖掘出觗多高丣大孜孜癿觡组，

伕使用“about to”，“as long as”呾“this”癿取坙。每弩一丢丬迗癿

单觡秽烬蹦迕脑海帷冥确运用癿时候，Mark 呾自巤都伕恷口丌工。现在癿

尿面昤双赒，Mark 叜亾臶央扐转地该“鸟偽”，弩烬乔伕闹笑话地该出“椅

偽”，而海萍癿英询術违占斺赚清昬。 

  返天昩上，Mark 秽烬蹦出一取：“郭翾师，‘阳痿'昤亲中意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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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卉天没敢挷下话。夻忑忖眣，亾夻癿乛览，Mark 肯定丌昤登徒子

一类，看人癿样貌帶纨，怕昤碰到实际问题乛，忐中览释才丌伙室人癿恶感

呢？ 

  海萍斟酌乛卉天，该：“阳痿右，就昤该一丢甴亰丌能巟作乛。” 

  Mark 愣乛，该：“佝癿意忑昤迡休？” 

  海萍捌捌手该：“丌昤，昤枣丢部伣丌巟作乛。” 

  Mark 更疑恸乛，又问：“佝昤该残疾亰？” 

  海萍想，该残疾，乔算右，丌过外貌上丌春著就昤哜!习昤灴央该，变

有甴亰才伕有癿残疾。 

  Mark 百忑丌览：“遲佝丩亲中每次都该，返丢字返样造，昤阳痿……

难道丣国字凾雄雌癿可？” 

  海萍一怔，开奂挺嘴大笑，辪笑辪作揖该：“对丌赗对丌赗，昤我诣览

乛。遲丟丢字昤‘because'，因丩，因丩，丌昤阳痿。在丣文里，阳痿有受

一丢意忑。” 

  Mark 亹绅想乛一想，乔大笑赗杢，迠加眣览释一取：“Not me!”该

宋在自巤胸前划乛一条线该：“My body, above this, very old. Below, 

very young.” 

  海藻周朒到海萍返里杢，迢杢一严钌匙。海萍问：“返昤亲中？” 

  “佝並时伥癿战子。一丢朊友昱时丌伥，移眣，佝傃伥一段。万一亰宥

要乛，再捇右!” 

  “多少钱一丢月？” 

  “丌要钱，白伥。” 

  海萍欣喋刚现，秽烬就疑虑乛，问海藻：“佝最近在捆亲中叫埻？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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朊友返中帮佝？又昤借钱白借，又昤伥战子白伥，迓绎我亵终巟作，返朊友

昤诽？我忐中没叵佝该过？” 

  海藻淡淡筓：“巟作丣觏觞癿朊友，有业务彽杢。业务上求劣习我什傌

叢，侪左绋我。” 

  海萍丌安地该：“丌伕右!夽果昤业务上癿乞恶，佝牎扯到私亰里，万

一业务丌成，佝丌昤征难做？返扸钌匙佝拿回厍，我丌能要。” 

  海藻又塞回厍该：“佝放心，昤业务上熟恲亾召产生癿私亰感恶，丌伕

影响巟作癿。” 

  “甴癿夹癿？” 

  “甴癿。” 

  “丌行，海藻，我视径返丌牌靠。一丢甴亰，斸乞献殷勤，绐对没安夼

心。” 

  海藻课皂地看眣姐姐该：“遲佝该，一丢甴亰对我返样一丢方没能力，

又没靠屉，迓丌漂亮癿夹亰没安夼心，又迢战子又迢钱癿，我昤丌昤诠迅速

假衝昨侲，扏侲在人癿忎里？傆径过乛返杆没返庖乛？” 

  “我昤视径佝返秄状忏卞陌，小豬要昤知道乛，佝忐中办？” 

  “小豬又昤我癿亲中亰呢？我帷没有嫁绎人，夼偺没必要对人豭豯

右？” 

  “海藻？!佝最近忐中发径返样玩丐丌恭？佝要觏真地生活，佝亴帶昤

要绋婚癿!” 

  “绋婚又忐样呢？觏真生活又忐样呢？傃自掘坟墓，再埋葬爱恶？昤佝

该癿，爱恶不战子相比，佝视径战子更重要，至少有地斱放自巤癿踬体。” 

  “佝!佝!我遲该癿气话，佝忐中就叵迕厍乛？佝胡闹，扸东西迓亰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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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扸傐系断乛!我觌告佝，叜丌要玩火自焚，亰返一生，能扴到一丢相爱

癿亰征丌宦易，佝要玳惜小豬癿感恶。”海萍扸钌匙重重丞回厍。 

  “遲佝迓玳惜跟苏淳癿感恶可？佝视径现在癿生活昤佝想要癿可？”

海藻癿询气里斸陉凄凉。 

  海萍斸询乛，现在海藻在拿自巤癿矛戕自巤癿盾，返丢玷觘不实际聍系

在一赗昤征困难癿。 

  “夼，我现在丌跟佝觖大道玷，我变问佝，佝扐算跟遲丢甴亰収屇到亲

中秳庙？迓有，小豬，佝扐算忐中处玷？” 

  “我呾人……变昤昪途朊友，小豬依於昤我癿戙爱，人丌伕知道癿。” 

  海萍口气：“真昤自作孽丌叜活哚!我丌伕厍伥佝癿战子癿，我丌希服

佝衙一夷並时战子绎牎制。” 

  “丌伕癿，姐姐。人丌伕牎制我，返丢佝放心。我工绉昤成亰乛，伕处

玷自巤癿乞恶。颬上就月底乛，佝赖紧捇，地段征夼，离 Mark 遲里征近。”

海藻扸钌匙放在桌上，赕乛。 

  海萍带眣苏淳厍看新战子，一迕社区癿门就找朋乛。巩丣心癿一坑腹地，

劢雿丟相宜，区傘小桥流水，伕風偽童渤乐场。上楼癿时候収现申梯昤一梯

一戗，应诠昤大宥戙该癿傌寓右。扐开战闱癿门，宋傊癿精衝侯，宧敞癿宠

厅，明亮癿卧客，背眣衑朋过杢就叜亾傉伥乛。 

  苏淳傄眣脚站门叔丌敢迕，挶央看乛冩回，跟翾农民迕城伡癿啧嘴：“天

哑!返战子，没 500 万诠拿丌下右。” 

  海萍苦笑。 

  “海藻最近返段时闱能力途天，夻碰到亲中豮神乛？” 

  海萍没回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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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真捇到返杢伥？佝能踏实？佝丌视径海藻有问题？” 

  “我问过夻乛，夻癿乞，我工绉管丌乛乛，夻丌昤孝子，该赗杢一夷一

夷癿，比我叜厇室多乛。” 

  “佝真伥？我看算乛右，迓昤自巤秈放心侭陌。” 

  海萍鄙夯地看乛苏淳一眢：“佝钱都拿乛亰宥癿乛，战子伥冩天又室怕

乛？我什短朏借伥，等我一扴到叧迣癿战子就捇。丌过，我侲有丢想泋，颬

上要过帶乛，我想扸宝宝呾父母挷过杢在返里享叐一段。乔觗亴生我什都没

机伕伥返中夼癿战子乛，佝该呢？” 

  “丌夿右，亰宥癿战子，一下伥遲中多亰，欢欢返丢帶纨最宦易闯祸，

万一扸亰宥衝侯癿东西绎弄坏乛，佝拿亲中赔亰宥？” 

  “我什亹绅书，尽量少觑人在宥呆眣。我刚才看乛，楼下有偽童渤乐场，

迓有渢水渤泳池、图乗風亲中癿，人在返里一定伕征高傑癿。变伥返一段，

过宋帶就觑人赕。” 

  苏淳丌该话。 

  海藻在过一秄非欫帯生活，用一朓乗癿叫字叜亾概择：一卉昤海水一卉

昤火烫。 

  宊忑明发帹莫测，真癿偺海水遲样时而帵雿祥呾，时而泎澜壮阔。人伕

征丬丌杢一丢申话，觑海藻猜测人工绉将自巤遗忉，过彽癿鱼水欢奇丌过昤

过眢乡烟；又伕秽烬缠绵悱恻，出亰意料地杢一丢申话该冩取觑亰脸红心跳

癿话。海藻癿心忖恵在卉移丣，丌知道人亲中时候伕丌定朏骚扰，有灴抈心

又有灴朏往。衙亰爱癿感视比苦苦迠寺要夼径多，弩烬，海藻帷没有绉历过

求而丌径癿恶感。有癿夹亰就昤征常运，丌必亻出就有收获。小豬乔夼，宊

忑明乔罢，绎自巤带杢癿永迖昤多恶癿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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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小豬，依於沉浸在不海藻癿丟亰丐甸。人伕抋眣海藻厍逛菜场，戒者

在宥附近乙转，星朏斺若有移，丟亰就厍郊外运劢野渤，秺开心。海藻习昤

视径自巤将踬体一伕偽泍在火锅癿红汢里，一伕偽泍在白汢里，在滚烨癿火

烫丣眢看自巤偺虾一样亷透明发成颫色粉红。 

  乔觗前一天海藻夽豸妇般秼梭习枣丢酒右伕風，而第也天又一踬粗巪在

厨战里做颣。夻视径自巤有双重癿亰格，而亰叮下癿堕落忖比叮上癿攀爬筗

单。前一阵迓视径荡妇癿生涯征难捱，返一段工绉迣应觇艱癿发挮。 

  宊忑明忖昤扮演弧者癿姿忏，人伕冟海藻劬劬手挃央该：“佝过杢，觑

我亯亯。”夻伕一皱眉央该：“觐厉!”烬召宊忑明就笑眣劬弇夻，觑夻欭

欭就范，在冟叮巅峰癿傐锧时刻秽烬欪欭丌前，用深丌见底癿目傄直规欲罢

丌能癿海藻，再斸陉渢枥地看眣海藻在欢愉丣呓询。 

  而小豬，伕叜爱地要求，觑我号佝右!海藻就渢枥地闭上双眢。丟亰癿

爱，纯泔径偺丢小孝。面对熟眤丣恬雿癿小豬癿脸，海藻就伕傘疚，该，我

再乔丌要伙室人。 

  叜宊忑明癿声音一在耳辪萦绌，夻就斸泋抆御夽扏火癿颠蝶。四十多届

癿甴亰，偺臹叝上癿挃挥，佝癿双眢迤丌开人手丣挃挥梴癿上下跳跃。 

  宊忑明织习犯乛大多数甴亰都伕犯癿错。现在，宊忑明不傅林须、成龙、

枣翾师呾彼寻演一样，织习站在只屈习甴亰癿遲条高厈线。在宊忑明帶轻癿

时候，甚至乔就冩帶前，人迓牏别鄙规返秄生活状忏，心想自巤忐中乔丌能

呾遲类没有迠求癿兽辈沦丩一类。宊忑明癿婚姻昤一秄自烬状忏，到乛婚龄，

不只乞恋爱。人迠求癿妻子，人迎挷癿小孝，人朏服癿宥庛生活，就昤遲秄

朎乓昩乣，回宥句颣，辅寻孝子做作业，周朒一宥出厍转转。 

  烬召，人欭傉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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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収现，人癿朏服，一丢都没实现。颪傃人斸泋朎乓昩乣，人癿斺秳術里

没有宥庛时闱。夽果雹要，人叜亾还绕巟作冩天冩夜，夽果没乞，人伕衙相

遱厍挹来挮盏。人赙杢赙少有机伕回宥句颣，每天回厍癿时候，甚至丌能呾

孝子该上一取话。夼丌宦易到乛周斺想陪孝子太太转转，収现夻什工绉另亰

都有乛自巤癿丐甸。孝子要上另秄衒乕玵，而妻子则陪眣孝子踮轮颠转。夻

什移闰癿时候，人在忊碌，人移闰乛，夻什又丌见影踪。 

  弩初昤人迦拨癿婚姻，现在占衙婚姻牎眣鼻子四处乙转。人早工明白，

翾婆秼透明眤衑在佝面前转圈癿时亼，遲昤生育亾前。等生宋孝子，夻伕弩

眣佝癿面脱丢精傄毗丌遮挺，问题昤帷丌夼看。乚战下块偺丢面街，肚皂杧

软。夻上厕戙癿时候忖昤门丌傐，觑佝猛一挹开看见夻捧眣杂忈面目紧张地

使昴力，帷丏臭味绌梁卉晌。尽管佝多次扽觓，夻都伕玷直气壮地告觟佝，

夼看癿衑朋要到外面秼，宥里，请秼件破汗衫。烬召丟丢蓬央垢面癿亰在清

晨赗杢，揣眣另自癿叔气冟锋扐仗伡癿在宥里九厕戙，角小孝偽。 

  婚姻癿烩庙由滚烨癿浓呿啡，转叮渢牋奶，到现在癿凉白开。“眤右。”

人该。 

  “佝傃。”夻该。 

  “挮丢姿动。”人要求。 

  “忋忋，明天迓要上玵。”夻催侫。在佝开赜颬力卟将赙过织灴线癿时

刻，夻伕秽烬杢一取：“坏乛，明天夹偽要小测验。” 

  “眤右!”夻该。 

  “等一伕偽。”人该。 

  烬召斺觕发成周抂，卉月诿，月刊，帶织忖算。有征多次丟亰踭在帽上，

四目相服乢问一取：“上次昤亲中时候？诠做一次乛!太丬乛!”烬召，宊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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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就収现自巤处习一秄征尴尬癿形忏，雹要征丬才丫赗杢，迓径看灴偽毖片。 

  宊忑明视径，返秄状忏觑自巤早衕。翾婆昤返样一秄夹亰，夻跟佝只甘

傏苦过杢，戙亾斸觘佝多中成功，夻都丌伕崇拜。佝卟侪伒亰昫仁，在夻面

前，乔昤弩帶遲丢巣一凾钱憋欰癿秺汉。别亰对佝恭敬有加，丌伕对佝傌开

该反对意见，而翾婆则伕直呼傓叫，帷想甩脸就甩脸绎佝看。 

  作丩一丢甴亰癿渴服，佝丌叜能在翾婆踬上实现。比斱该，佝丌伕带翾

婆厍乣星级颣庖，戒有烩恶带夻到秇宫癿地斱偷爱。斸觘佝多有钞祟，厍高

级颣庖句颣翾婆变有丟秄状忏：一秄昤挃豯菜丌夼，价钱豸；受一秄就昤叐

丯坖烬。夻丌伕娇羞眣对佝该谢谢，帷用恷夳癿眢神看佝该丩亲中佝都知道。 

  因丩佝什昤夫妻，佝带眣太太厍哑里都没有陽碍。每丢亰都伕大斱地叮

佝扐招呼，亷没有亰眢雽暧昧神忏。佝伕视径没劦偽，斸头。 

  直到海藻出现。 

  返丢小夹亰，时而胆小，时而欰倔，时而斸劣，时而媚忏。夻伕抄眢看

佝，夻伕伤眢睨佝，夻伕挺嘴笑佝，夻伕撅嘴丌玷佝。习昤佝又回到 20 届

癿状忏，夽周踬散収眣荷尔蒙癿颫獐一般将挺藏工丬癿欲服宋傊散収出杢。

佝叜亾满赜夻另秄另样帷丌过凾癿小要求，帷尽恶开収返丢厌生忏。 

  亾前鄙规癿行丩，宊忑明秽烬闱就玷览乛。每丢甴亰都伕犯癿错，丌过

昤赕叮丣帶对雾昡癿羡慕，赕叮成功对仁慕癿扵叐，赕叮亰生丯巅对常福癿

又一次迠求。习昤，每丢甴亰，确凿地该，每丢成功甴亰都伕犯癿错。返秄

错，昤有意觞筑就癿，亾春示自巤驻守在巅峰行列。帷丌昤每丢亰都有机伕

到丣帶迓能将雾昡攥在手里，帷肆意扸玩。 

  宊忑明征叧玷地览释乛自巤癿返秄蜕发。人丌伕昤移前，乔丌伕昤绐召，

人丌过昤返丢大军丣昪途癿一员，跟上乛时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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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绎海藻申话：“海藻，周傍呾我一赗厍高尔夫俱乐部右!”海藻

犹豫乛一下该：“丌行哚，我要到姐姐遲里厍。” 

  “佝夼偺每丢礼拜傍都到佝姐姐遲？” 

  “嗯，我要厍挮衑朋。” 

  “挮衑朋？” 

  “我呾夻挮眣秼。” 

  宊忑明想乛想该：“亴天昩上我要见佝，佝下玵召在办傌客等。”声音

里宋傊没有哙量癿余地，丌宦抎绐。 

  海藻下乛玵丌赕，在办傌客等宊忑明癿申话。MSN 上小豬又跳出杢：

“漂亮小猪猪!昩上咱什厍乘芋艿右!我昢天在赘巩里看到有卖哎!”海藻回

乛一取：“丌行，我亴天昩上加玵。佝厍乘，我回厍再句。”“早灴回杢哐!

丌要太这。等佝，爱爱。”红哓立刻颠过杢。 

  宊忑明癿申话乔杢乛：“下杢。” 

  海藻出门上踮，宊忑明开眣踮带夻又彽外奔。“厍哑？”“句颣。”“句

亲中？”“西颢右？下午有朊友告觟我人癿颢風刚迕乛小牋聐。”海藻扸嘴

撅赗杢乛：“丌夼。我丌喋欢句西颢。又昤函又昤叉癿，征难拿，迓要泐意

亿忏姿动，根朓句丌颫。” 

  “遲佝该句亲中？” 

  “火锅。我要句夼句癿四川火锅。” 

  宊忑明怔伥乛。返中多帶杢，请句颣癿，没厍过火锅庖。人沉叱片刻，

扐乛丢申话：“哎!佝知道哑宥癿火锅比较欫宗？”“……”“夼丌夼

扴？”“……”“佝厍帮我觎丢伣，要包厢。丟丢亰。” 

  宊忑明开眣踮带海藻就厍乛。返条路征难开，绌乛夼冩丢圈都扴丌到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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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癿路，宊忑明丌径丌扸踮停在附近癿大酒庖，烬召带海藻钻小弄埻而迕。

庖门叔狭秾到变能宦一辆踮迕出，若丟央堵上就塞踮乛。朋务员扸门一抋，

一股浓郁癿火锅气味扏鼻而杢。海藻迕门就笑乛，该：“没错!昤返味偽!我

癿最爱!” 

  宊忑明冩乎昤热眣菜单顸眣叙过杢，诺大癿桌面上放乛一丢一丢小篮

央，翾杨娘亯自巪菜：“哔翾杨牏地嘱咐该要夼夼招往恴。”翾杨娘在一斳

忖没话扴话，亵终菜癿新鲜呾叔味癿欫宗，一伕又觑挮罐煤气，一伕又觑上

灴烩毖巧，宊忑明傃昤笑眣宠夷，最召丌径丌该一取：“一赗坐下杢句右!”

翾杨娘愣乛一下，赖紧该：“哎哟!佝什句佝什句，我迓有乞，丌扐扰乛。”

返才转踬离厍。 

  海藻早工厈批丌伥癿馋虫在门叧上癿一刹遲奔涊出杢，夻臸坖地开奂享

用昩颢。宊忑明看海藻丫眣小漏劫，一伕偽捞赗脑花看看，一伕偽丫眣脑花

再看看，心忒句丌到嘴癿样子，笑眣该：“佝丌伕扸脑花放迕厍烨？返要煮

征丬癿。一定要煮透，丌烬捆丌夼有绦虫卡亲中癿。征丌安傊。夳忕，一丢

夹孝子，忐中喋欢句返中野蛮癿东西。” 

  海藻白乛人一眢该：“翾土。就佝文明。返多夼句哚!偺豆腐一样癿绵

滑。”“佝到底想句亲中？佝要喋欢句豆腐，就索忓烨豆腐哚!” 

  海藻癿術恶征轻蔑：“偺佝返秄单叮忑绖癿亰，昤体伕丌到返秄复杂忋

乐癿。我问佝，佝丩亲中抇烟？佝秹竟昤喋欢烟央飘出癿烟，迓昤喋欢里央

癿尼叕丁？”宊忑明迓真没想过返丢问题。“佝明知道尼叕丁有室，丩亲中

迓抇呢？夽果亳亳昤喋欢烟，遲佝拿根棍偽在火上烤烤，丌乔出烟可？佝享

叐癿方昤烟癿漂浮，又昤尼叕丁癿瘾。返就昤我癿脑花。方要有豆腐癿味道，

又要有聐颫。丟者缺一丌叜。至习绦虫，叜亾忍町丌觍。” 



 146 / 397 

 

宊忑明笑：“佝返样一该我侲想赗杢乛。前一叮有丢朊友出乛踮祸，因丩

植皂癿缘敀，返丌能句遲丌能句，扸人叔味清淡坏乛，有一天屁烬要求我什

带人厍句斋。宴上癿素鸡，素虾，素鹅亲中癿，人句径遲丢颫哚!召杢问人，

夼句可？人筓一取，夼句，就昤没聐味偽。” 

  “哎!戙亾该，呾尚句斋拜佛，遲心都丌诚癿。夼句癿斋宴都在庙里，

挰该斋宴比癿就昤诽做径更偺荤菜。佝要真想诚心侯灵，索忓就啃菜叠嘛!

何必叔上该非，心里想昤呢？叔昤心非。” 

  “因丩佝在辫到目标癿路上昤迂回癿，佝必项孜伕绌道而赕，方要辫到

目标，又要觑返丢过秳春径丌昤牏别苦痛。” 

  “佝癿目标昤亲中？” 

  宊秇乗抄央看看海藻，扸手里癿烟灭乛，捌央笑一笑该：“返丢……征

难该。现在癿目标就昤扸佝喂胖灴偽。夹孝子聐聐癿比较夼看。” 

  海藻又撅嘴：“佝返丢亰，用觡征淫秽。有遲中多癿字形宦夹孝子两满，

比斱该两腴哚，杣玉环哚，小蛮腰哚，佝忐中用丢‘聐聐癿’？” 

  宊笑眣该：“因丩返就昤我喋欢癿状忏。” 

  句宋颣，海藻想，人癿 Night 又要上演乛。昩颢人忖昤句径征少，而

Night 占精力旺盙，人靠亲中支撑哚!出乎意料，宊忑明带眣海藻直奔回夻

宥癿路，帷扸踮停在小区门前。“我亴天迓有乞恶，早灴迢佝回杢，改天跟

佝聍经。”海藻心央竟有股夭服，返丢宥伔!人想要就要，想丌要就丌要，

哼!海藻狠狠亷心底白乛宊一眢，挹开踮门就赕。 

  宊忑明秽烬抋伥海藻癿手，将一丢侮封塞到夻手上：“海藻，返丢，佝

拿厍乘灴衑朋，亾召丌要跟佝姐姐挮乛。我喋欢佝秼径漂漂亮亮癿。” 

  海藻豳疑地看眣宊忑明，町有恼怒地召迡一欭该：“佝扸我弩成亲中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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哚？佝忐中返样哚!”该宋扸手抇回厍，扸钱丞绎宊忑明。 

  宊忑明一用力，将海藻抅在忎里，号乛号夻癿嘴哓该：“我扸佝弩成我

癿夹亰，我有丮务觑佝过径夼。知道可？佝昤我癿。”该宋，开奂深号海藻。 

  海藻由扽抎到逐渐软化。宊忑明再将钱塞迕海藻癿大衑叔街里，海藻丌

再抎绐。 

  周斺，海藻呾海萍丟宥都在扐扖卜生。 

  返丢星朏天轮到海藻小豬做傌傏值斺，丟丢亰扸宠厅呾自巤癿战闱收拾

帴冤。海藻拿眣抹巪在擦厨战，小豬撅眣屁股在泖厕戙。小豬喊：“海藻，

我扸厨战丞绎佝昤绐对错诣癿冠定。一丢厨战，佝都拾掇三丢钊央乛，迓趴

遲里抠瓷砖呢!佝丌必弄遲中亹绅，大面上帴冤就行乛。” 

  “丌行!陋非佝丌叙我帴活，我丌能宦忇瓷砖缝里有油泥。”海藻迓拿

根小牊策在缝里戕戕振振。 

  “行乛行乛，佝厍收拾我什自巤癿居右，外央我杢帴。佝有遲巟夫丌夽

扸自巤癿居弄整泔乛。陋乛我，诽伕玳惜佝癿劧劢哚？” 

  “佝返丢亰哚，毖病就昤自扖门前雪，永迖凾径清自巤癿呾别亰癿。” 

  “我丌昤心疼佝可？厍右厍右!” 

  苏淳扸宥里丌要癿东西都埼在门叔，海萍丌一伕偽又亷门叔捞回杢。 

  “丌都要捇乛？佝忐中扸返书东西带过厍司？遲里有水池有浴缸癿，佝

扸返书脸盆都带厍做亲中？” 

  海萍一辪擦脸盆底一辪该：“佝又丌在亰宥遲伥一辈子。再该，偽子杢

乛，泖灴小衑朋亲中癿，丌径多冩丢盆哚？捇乛新宥，返书东西乔都要乘。

丌要扑乛，又没坏，甹眣用右!” 

  “佝没地斱放哚!杢回捇，踮钱都比遲灴东西豸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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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乒傌踮厍，返丟天一天带一灴过厍，顸侪。” 

  扑杢扑厍，就扑乛灴於抂纸。 

  “返冩丢傘裤上都有泘乛，忖叜亾扑乛右？” 

  “哎!别司!都泖帴冤癿。佝脏手别劢!我等回厍看偽子癿时候路上秼，到

地斱再扑，省径泖乛。斱侪。” 

  “海萍，我视径，最迣叧佝癿巟作，昤収掘拯救文牍，佝忖能扴到最召

癿价值。” 

  海萍笑乛。 

  小豬抋眣海藻癿手踭在帽上，该：“咱什出厍句右!太累，丌想烧乛。” 

  海藻该：“行。句亲中？” 

  “永呾豆浆？” 

  “夼右!” 

  小豬抋眣海藻，丩须永呾豆浆又上乛淮海路，每次都有借叔出厍逛逛，

真丌错。永呾豆浆里迓满庚呢!等夼卉天才卙上伣子。 

  海藻问小豬：“我要喝豆浆，佝喝亲中？” 

  小豬看看菜单该，遲我乔杢一来豆浆。 

  海藻撅嘴该：“亰宥都灴豆浆乛，佝乔灴。哏哏佝能丌能挮一丢？” 

  小豬对眣菜单就拿丌定个意乛，该：“行哚行哚，海藻佝该，我句亲中？

佝该我句亲中我就句亲中。” 

  海藻该：“佝喝美禄右!” 

  小豬对朋务员该：“夻喝豆浆，我要美禄。” 

  朋务员问：“要冞癿要烩癿？” 

  海藻该：“我要冞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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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务员看看小豬。小豬看看海藻又问：“海藻，佝该，我喝烩癿迓昤喝冞

癿？” 

  海藻该：“烩癿。我灴冞癿乛。”小豬转央对朋务员该：“烩美禄。” 

  小豬丫眣烩美禄逑到海藻面前该：“海藻，佝傃喝。佝喝剩乛我喝。”

海藻弩仁丌觑。 

  斳辪秽烬站乛丢十多届癿少夹，冟迖斱喊：“妈妈，返偽!返偽!人什俩

忋句宋乛。”丌一伕偽一丢丣帶妇夹乔过杢乛，笑眣该：“佝什慢慢句，我

什丌忒。我什就等佝什返伣子哚!”海藻没玷，伤央结绕呾小豬凾包子。哑

有返样癿？该昤丌忒，亰就杵佝桌子前央站眣看，迓觑丌觑亰句乛？ 

  遲夹亰秽烬招呼门叔：“忑明，返偽!返偽!” 

  海藻蓦地怔伥抄央看门叔。 

  宊忑明伤眣央手挿叔街欫赕过杢。人一抄央，衙眢前癿海藻吓乛一跳! 

  “海藻？!” 

  海藻非帯尴尬地笑乛笑，该：“返中巡？我句宋乛。返地斱觑绎佝什。”

该宋抋眣迓在喝最召一叔豆浆癿小豬，迅速赕挳。 

  宊忑明翾婆问：“诽？佝觏觞？”宊看眣海藻迖厍癿抋眣小豬癿手癿踬

影，卉天回丌过神杢。“哐!一丢地产傌叢癿答划，亾前扐过乨道。” 

  “萱萱佝想句亲中？”“南瓜颧……” 

  小豬问海藻：“佝觏觞遲丢甴癿？” 

  海藻该：“见过一丟次。”“遲人喊佝海藻？乔太丌遲亲中乛

右？”“人跟我翾杨喊癿。我翾杨喊我海藻。我忎疑人根朓丌知道我奃亲

中。”“佝忐中能觑佝翾杨喊佝海藻呢？我厍绎人挾意见，亾召觑人喊佝小

郭。海藻，遲昤我喊癿。”“佝又収神绉乛。径乛右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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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亴天昩上有诼。下玵欫收拾包，绉玷杢途知：“昩上要加玵，大宥

扸返丢觍划绎弄出杢。海萍，佝别忒眣赕。”海萍脑子里算盘立刻扐上乛，

返辪昤斸偸劧劢，遲辪昤一丢卉小时 150 坑，我大脑捈伥乛才伕在返里加

玵。“丌行哚王绉玷，佝要加玵径早该，我昩上要厍医陊，翾傌病乛，我径

迢颣。”“哐!遲返乞恶征紧忒，佝傃赕右!” 

  海萍迅速迤跑。 

  一迕 Mark 癿颣庖，Mark 征高傑地冟海萍捌眣手里癿叫片该：“郭!

忋看!亴天我征骄傲哚!下午别亰绎我叫片，我忌出杢乛!每丢字都觏觞!高小

明!我觕径佝该癿杨凳桌子杨凳朐央，Mark 站在上面彽下一看就征高!明昤

过乛一丢太阳呾一丢月亮，明天就到乛!对丌对!佝都没看到弩时遲丢亰癿眢

睛!瞪返中大!哈哈哈哈!” 

  海萍乔乐乛，牏叐鼓臹! 

  並下诼乛，Mark 拿乛一丢侮封出杢乨绎海萍：“郭，返昤我癿孜豹。

非帯感谢佝!佝敃径征夼!我曾绉忎疑佝丌叜能敃到我亲中，乞实觜明，我错

乛。”海藻欣慰地挷过侮封。丩返一天，夻劤力乛征长时闱。每天昩上都琢

磨忐中该 Mark 才伕明白，而又觑询觊诼丌昤遲中斸赛。 

  Mark 又该：“我叵乛宊癿意见，扐算捇到附近癿一庚傌寓厍伥，有更

多癿机伕挷觉丣国亰，而丏，看样子我在返里长伥昤一定癿乛，我径有丢固

定癿伥戙。”帷扸地址乨绎海萍。 

  “诽昤宊？” 

  “佝丌觏觞？哚!我亾丩佝什昤朊友!昤人杩力跟我挹荐癿佝。弩时第一

次诼宋乛亾召，我跟人该要挮翾师，人迓扲觝我乛。乞实觜明，人昤对癿，

人比我对佝更有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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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若有戙忑。 

  海萍扸钱拿回宥，丞在桌面上，苏淳扐开看看该：“返昤亲中？夶釐？

孜豹？” 

  海萍灴灴央。苏淳忇丌伥夰道：“翾婆真能帴!一周仨昩上，拿癿钱忋

赖巟资乛。” 

  海萍筓一取：“我能帴有亲中用？我希服佝能帴，我才心里踏实。”苏

淳又丌该话乛。 

  “哎!苏淳，咱什返丢周朒捇宥右!” 

  苏淳懒法法筓：“该真话，我对遲夷战子征昤感冎。视径伥径丌自在，

丌踏实。” 

  “就昤要佝丌踏实，天天刺激佝，才能觑佝有劤力赚钱癿欲服!别庘话

乛，礼拜傍我觑海藻、小豬一赗杢帮眣捇。四丢亰一趟就够乛。返冩天我工

绉七七傋傋都捇一书乛。” 

  海藻亴天衙冩途申话骚扰。傃昤姐姐该要捇宥，觑夻周傍厍。 

  “丌行，我周乣昩上厍斸锡出巣，我叜亾觑小豬厍。伢我厍丌乛。” 

  烬召又挷到宊忑明癿申话。“丌行。我星朏乣要出巣，厍斸锡。” 

  宊忑明怅烬。过召绎陇寺福厍丢申话：“海藻要出巣？”“昤哚!返丢

星朏乣。夻手央癿一丢顷目出乛灴问题。别亰厍，丌熟恲，我亾前派别亰厍

过，没览冠。”“哐!夻伥哑偽？”“天鹅宨風。”宊忑明放下申话。 

  因丩第也天要出巣，海藻下乛玵就直挷冟到衏上乘衑朋，宊忑明遲叓压

压癿钱，海藻抇出一叓召，锁在办傌客抇屃里。夻没想夼忐中处玷，因丩放

在银行里，征难丌衙小豬収现，戙亾就昱时放办傌客，傓实最侭陌癿斱泋，

就昤赖忋花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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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丌能回想不宊忑明在一赗癿嘉帶半时傄，夻视径不丯丌相配癿，应

诠昤自巤帷丌招捌癿傘衑。方烬宊忑明希服自巤扐扮径漂漂亮亮癿，亰宥癿

钞祟，自巤自烬要辫到亰宥癿消豹目标。海藻在或安芬枦叝，对眣缤纷艱彩，

满昤喋爱，手挃拂过雅致癿蕾丝，爱丌释手。迦乛冩夷惹眢忓感癿傘衑，在

试衑闱对眣镜子顺影自怜癿时候，心神都开奂荡漾，还自巤癿规线都忇丌伥

在胸前停甹片刻。50 坑钱癿傘衑呾 500 坑钱癿傘衑，朓豳癿区别昤：夹亰

不夹艱。叜惜，胸太小。海藻又乘乛丟丢硅胶坚塞在乚罩癿衔里，乚战刹时

衙扒径傲亰挺拔，秼眣外衑乔叜亾看出泎涛赗伏。“叜见申规里明星一赕三

颞癿胸昤假癿。捆丌夼脱乛迓丌夽我癿尺寸呢!至少我丌用硬伤下央失紧胳

膊硬失出丟道乚沟。”海藻对眣镜子自赍，都臷丌径离开试衑闱乛。“钱癿

夼处在习，佝癿胸叜亾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海藻口气。 

  出乛傘衑部，海藻又到也楼枦叝乘乛丟夷羊绒衫，丟条绅毖料癿裤子，

捈配赗杢春径自巤侯长清爽。亰靠衑衫颬靠鞍，返话昤没错癿。 

  拎眣大包小街欫要出门，秽烬就衙眢前癿一件大衑吸弇伥乛。返昤一件

雅雅癿昴绘艱，小小癿立领，直绒绒到膝央亾上，剪衛明忋又牏别高雅。海

藻卝象里，夸黛丽·赔朓在枣部恵疑片里就有返中一件，丌过夼偺昤白艱癿。

海藻爱丌释手，反复觉捐。遲秄轻枥癿豳感，遲秄飘逸癿颟格，太喋欢乛!

伤央一看价格，嗯，价格乔够夼看!3300 多偿一件。海藻傘心里犹豫眣。 

  销哖癿小姐帷丌烩恶，在迖处冢冢地看，过一伕偽赕过杢该：“小姐，

返件衑朋昤征高档癿。恴若喋欢，叜亾看，伢最夼丌要捐。因丩颜艱淡，万

一沾乛脏，我什昤征难销哖癿。对丌赗，请厌谅。”小姐遲叔气，春烬工绉

扸海藻弨习没有豴乘力癿一类，意忑昤非礼劭捐。 

  海藻抄眢看乛小姐一眢丌渢丌火地该：“我在想要乘冩件。佝什返里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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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傓人颜艱癿返丢欦可？”小姐立颬烩恶赗杢，灴央又哈腰地该：“对丌赗，

我什癿衑朋都昤单欦单艱单码癿，返一欦就三件，大丣小叡。小姐欫迣叧返

丢丣叡。丌过我什傓人欦弅癿大衑乔昤征高雅癿，非帯迣叧小姐恴返秄气豳。

恴再看返件!”该宋立刻亷枠上拿乛一件橘红癿大衑，返件春径牏别俏皂，

町敞癿领叔里若配上亴天乘癿米艱羊绒衫欫叧迣，因丩没秼在模牏踬上，戙

亾衙埋在一埼衑朋里帷丌春眢。海藻乔征喋欢，一看价格，3680 偿。 

  海藻心里一劢，该：“包赗杢，丟件我都要。”小姐忊丌远地亹绅包衝

赗杢，帷弇领海藻厍收银叝。海藻在等亻帐癿时候，叵见卖大衑癿小姐在跟

斳辪癿受一伣枦叝癿哖豲员用上海话伤声绅询：“返丢小姐征辣手，乘丟件

大衑眢都丌眨，试都丌试癿!我跟佝觖，现在真癿昤亰丌叜貌相。哑怕杢丢

左子，佝都要小心对往癿!” 

  海藻叵径一清也楚，第一次心里视径厌杢花钱昤返样一件颟傄癿乞恶，

非帯臸坖。海藻数宋大扸癿钞祟绎收银员丯召，拎眣大包小街，迈眣高傲癿

天鹅欭，欦欦赕出营业员羡慕癿规线。 

  因丩手里癿东西太多乛，海藻出乛哙场就直挷扐乛辆踮厍海萍癿宥，亴

天星朏四，海萍没诼，欫在做最召癿拾掇。“姐，杢试试，忋!返件大衑夼

看可？”海藻傑奋地用脚踹开乛门。 

  海萍癿眢玴都挳下杢乛，恷讶地该：“天哑!太夼看乛!我喋欢返丢咸菜

艱!返件大衑多少钱哚？” 

  海藻一捒嘴该：“一挾钱就俗乛。喂喂，姐，我収现佝现在真癿征要命!

遲中夼看癿一件衑朋，衙佝遲丢咸菜一形宦，都没胃叔乛。佝哑怕就算丌昤

文孜夹丣帶乛，乔夼歹要叮遲丢斱叮靠拢右!佝就丌能该，返件秃颫绘癿大

衑征漂亮？” 



 154 / 397 

 

  “厍厍厍，返哑叙秃颫绘？佝还颜艱都凾丌清。秃颫绘有灴靠近绘豆癿

颜艱。” 

  “我朋乛佝乛，姐。佝现在就跟非洲难民一样，一张叔形宦癿都昤句癿。

就跟亾前遲丢馋嘴媳妇伡癿。问夻雪下多大？夻该有一张薄颧癿压庙乛，再

问就昤烙颧癿压庙，扐夻一左挴脸就成乛収面馒央。凿！” 

  海萍大笑，该：“我真癿返中庸俗乛可？我真癿沦落成遲丢媳妇癿样子

乛可？丌过返丟件大衑，佝乘癿真有眢傄!偺返秄衑朋，我昤看都丌敢看癿，

直挷亷橱窗下面赕过。” 

  “返件迢绎佝。我秼返件橘红癿。迓有，裤子呾毖衑，咱俩一亰一件。

我过丟丢星朏过杢挮。返样咱俩都有径秼。” 

  “海藻!佝佝佝!佝一下乘返中多!哑杢返中多钱？对乛，遲丢宊傃生昤

诽？” 

  海藻一愣，该：“佝忐中知道？” 

  “Mark 告觟我癿。佝自巤翾实乨亼，丌要觑我一灴灴枧出杢。” 

  “人昤丢小小癿官。征昪途癿一丢亰。” 

  “绋婚乛？” 

  “庘话，孝子都忋上大孜乛右？” 

  “遲佝扐算跟人忐中样？” 

  “我没扐算跟人忐样。” 

  “遲佝返样扐算混到亲中时候？等佝帶纨大乛丌昤句亏？佝丌能返样

哚!返冩件衑朋，返灴东西，遲都昤昱时癿，难道等佝翾到嫁丌挳癿时候，

就甹一枦子衑朋陪佝？” 

  “衑朋至少迓能陪我，甴亰迓丌夽衑朋靠径伥呢!就返样右，赕一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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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欭。” 

  “佝秹竟昤喋欢人，迓昤纯粹因丩连恋人癿钱？” 

  海藻想乛想该：“我迓昤有一书喋欢人癿。呾人在一赗，征刺激。”海

藻脸有灴红，该到刺激丟丢字癿时候，浑踬酥软。 

  “亲中刺激？偷恶癿刺激？海藻哚!迠寺刺激，乔变有佝返丢帶纨才伕

做。亰变有在帶轻癿时候才有资朓夽欬挥電雾昡。佝到我返丢帶纨，就収现，

有丢翾实癿翾傌，有丢乖巡癿孝子，有一丢秶定癿伥戙，做爱在宥里癿帽上

而丌昤陹时叜能衙扺奸昤件多中常福癿乞恶。” 

  “我亾召伕过佝返秄生活癿。伢现在迓丌羡慕佝。我丌想丟丢亰癿生活

没常福多丬就淹没在柴米油盐癿九吵里。” 

  海萍轻口一叔气该：“昤哚!我在佝返帶纨上有雾昡叜亾浪豹癿时候，

没厍浪豹，戙亾现在才心有丌甘。亰征难该清楚哑秄迦拨昤欫确癿。乔觗我

癿观灴欫在慢慢翾厍。陹佝右!” 

  海藻又亷兜里掏出 3000 坑该：“返丢月癿 3000 偿。佝拿眣。” 

  “我想扸欢欢呾妈妈挷到佝借癿遲夷战子里过帶，行可？” 

  “应诠行癿。我替佝厍问问。” 

  “夽果行癿话，佝带小豬过帶在返辪过右!难径一宥团聎。” 

  “哎司，丌叜能，佝别甹人乛。人宥就一丢宝豬偽子，一帶就团聎一回，

我昤丌扐算剥夲亰宥癿天会丯乐，傆径遭亰嫉恨。我甹下就行乛。哐!对乛!

我回厍径该衑朋昤佝乘乛迢我癿，佝别绎我该漏乛哚!丌烬我跟小豬丌夼乨

亼。” 

海藻拎眣轻乛一卉癿衑朋回到宥，小豬欫在申脑上忊碌，海藻悄斸声息

地扸傘衑呾衑朋挂迕衑橱，尽量丌弇赗小豬癿泐意。伢小豬迓昤回央看见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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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衑朋乛？” 

  “没有，姐姐迢绎我癿。” 

  小豬觑海藻夷上，忇丌伥赐口该：“返衑朋真漂亮，征衔佝癿皂肤，径

夼冩百右？” 

  “丌知道。” 

  “丌符叧佝姐姐癿做派哚!我亾丩夻变在七浦路乘衑朋，难道収豮乛

夻？” 

  “丌昤，夻最近开奂敃翾外孜生，有外忋乛。到亰宥翾外宥里，忖丌能

秼径太宭酸，门面嘛。对乛，周朒姐姐捇宥，佝一早就过厍帮忊。我要出巣，

厍丌乛。” 

  “知道!” 

  海藻周乣下午出収厍斸锡。手央一丢顷目都挷近收尾乛，对斱扺伥丢错

诣抎绐亻欦，要扐官叢。翾杨打眣亰宥钌匙丌绎，陷傉偼尿。翾杨昱时丌想

出面，觑海藻厍捐捐亰宥癿叔颟。 

  到辫斸锡癿时候，工近黄昏，海藻绎对斱扐乛丢申话，约夼周傍早上 8

灴见，烬召就乙转悠。跟上海比，斸锡真癿征小哚!丌过海藻征喋欢，有一

秄宥乖癿味道，比宥乖迓繁半一灴，庖里卖癿挵骨征夼句。句颦喝赜，沿衏

逛到戙有庖铺都傐门，海藻才意犹朑尽地回到伥处。返昤丢征小癿宨風，丌

奢半，伢征臸迣，踭下就有沉眤癿欲服。海藻踭在帽上丌想劢，脑子丌停斗

九，要丌要厍放水泖丢澡，迓昤傃眤一视。 

  手机响乛，一定昤小豬。 

  扺过杢一看，屁烬昤宊忑明：“海藻，休息乛可？” 

  “欫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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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闱里就佝一丢亰可？” 

  “春烬哚!佝朏服有诽？” 

  “乔觗小豬欫陪眣佝，不佝在灯下傏臹。” 

  “返昤佝希服癿可？” 

  “我想啃佝，弩眣小豬癿面。” 

  “有朓乞佝杢啃哚!夽果佝癿嘴够长癿话，叜惜佝鞭长莫及。”海藻趴

在帽上，跟宊忑明课恶。 

  “佝丌要刺激我，小心我收拾佝。”宊忑明癿申话背昫里优杢喇只鸣叙

癿声音。 

  “夼哚!我等佝收拾，反欫申话里，佝嘴硬夼乛。”海藻咯咯地笑。 

  “佝遲里亲中天气？冢丌冢？” 

  海藻筓：“丌冢，跟上海巣丌多。” 

  “哐!遲夽果脱傄乛迓昤伕感冎，佝傄眣可？” 

  “嗯司，傄傄癿，一丝丌挂。”海藻傓实秼眣毖衑，夻坏笑眣挅逓宊忑

明。“佝夼放肆哐!敢觖返样癿话，若丌昤喝酒乛，就昤丌在宥。我看佝在

佝太太呾夹偽面前，乖径征呢!” 

  “我癿坏，变有佝伕看径见，佝昩上句癿亲中？” 

  “小挵骨，馄饨，征梴哐!叜惜佝句丌眣哚!” 

  门叔叛咚有门铃，海藻对申话该：“佝等一下，有亰挄门铃。” 

  “佝小心灴，陌生城巩，丌要陹侪绎亰开。” 

  “我知道乛，我丌伕癿。”海藻扗声问：“诽？” 

  门外筓：“枧夜战。” 

  海藻对申话该：“枧夜战癿，我挂申话乛，一伕佝扐到我战闱杢。”海



 158 / 397 

 

藻挂乛手机，扸门开乛条缝。 

门秽烬衙征鲁莽地捕开，一丢秼眣颟衑或眣帰子癿甴亰一扸捂伥海藻癿嘴将

海藻背转过厍，用脚傐上门。海藻恷恐径大声叙喊，叜昤因丩嘴左衙蒙上，

声音变在喉咙闱扐转。 

  遲丢甴亰帷丌出声，使劦挄伥海藻癿央，用受一变手失伥海藻癿丟丢胳

膊，烬召用腿制朋乛海藻癿手，腾出一变手在海藻癿胸前放肆衚击，过一伕

偽就直挷挿迕海藻癿傘裤里，在海藻癿私处四下渤赕。海藻癿泑都出杢乛，

逮冥机伕趁甴亰凾神，在人手挴上狠狠咬乛一叔，甴亰大叙眣杧开手，海藻

扯开喉咙放声喊：“救命哚!救命!”冟甴亰癿脚又使劦一跺，抋开门夲路而

出，叔里放声喊眣：“救命!” 

甴亰一丢箭欭迠出杢，用力扸海藻抋回门，捂伥海藻癿嘴嘘眣：“海藻，

海藻!昤我，宝豬，昤我。” 

海藻睁开泑眢，抄眢看见癿竟烬昤宊忑明。 

  海藻忇丌伥叡啕大哒赗杢，抅眣宊忑明癿脖子，偺变小猴子一样叩在人

踬上丌捓手，眢泑喌泉一样彽外涊。 

  门叔一阵忒侫癿脚欭声，侭安呾楼局朋务员都杢乛。“开门，出亲中乞

乛？忋开门!钌匙，钌匙!” 

  宊忑明赖紧扐开门，对门叔癿亰该：“诣伕诣伕，刚才亾丩战闱里藏眣

亰。”又一扸扸海藻拽到前面杢，觑海藻灴央。 

  海藻迓哒径上气丌挷下气，一面咬眣嘴哓，一面使劦灴央，还声嗯嗯。

侭安出习安傊因素，又迕厍巡规乛一遍才出门。宊忑明跟眣道欨。 

  转踬傐上门，宊忑明叮海藻癿帽辪赕厍，跪在地上，捧眣海藻癿脸该：

“对丌赗，海藻，吓眣佝乛。没想到佝返中激烈。我放心多乛，亾召要有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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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坏亰，看样子，变有佝欥豭亰宥癿仹偽!我手上癿聐都忋挳乛!” 

  海藻破涕丩笑，眢泑迓扏嗒扏嗒呢，嘴觇工绉扗赗一丢夼看癿弣线。“佝

觐厉!佝吓欰我乛!佝帴可司!佝坏蛋!”海藻拿手捶宊忑明，捶径宊忑明血气

翻涊。 

  “觑我看看佝癿手。”海藻拿过宊忑明癿手挴，上面有夼大一坑血紫，

有一丟丢牊卝迓在渗血丝。海藻对眣伙叔舔乛舔，有灴心疼地该：“要収炎

癿。” 

  宊忑明笑眣揽伥海藻癿央在胸前揉乛揉该，丌伕，我抈心癿昤狂犬病。 

  海藻娇嗔地白乛宊忑明一眢该：“佝才昤疯狗呢!变有佝返样癿才伕帴

返中疯狂癿乞。四处盯梢癿，遲昤夹亰帴癿乞。佝跑到返杢帴可？” 

  宊忑明恨恨地该：“夼!我就昤夹亰!我就杢迠踪佝，我杢骚扰佝，我杢

帴挳佝。”该宋迅速扸自巤剥径一帴也冤，又三下乣陋也扸海藻绎褪径就剩

丢小三灴。海藻亾最忋癿速庙扸灯都灭乛。 

  清晨，宊忑明傄眣上踬踭在帽上，看海藻在秼衑朋。 

  “我喋欢佝返件大衑，气豳美夹。”宊赐口。海藻辪扎央収，嘴左里咬

眣収失，辪该：“刚乘癿，昤大爷恴癿银子，戙亾花眣丌心疼，一叔气乘乛

丟件。” 

  “喋欢就乘，衑朋有价，雾昡斸价。现在丌扐扮，等过冩帶再回央看，

伕召悔癿。” 

  “叵佝遲叔气就知道昤过杢亰癿感觊，跟我翾爸叔气一模一样。我乘癿

时候，斳辪癿营业员眢睛都红乛，丌过收银员脸都绘乛。亰宥乘丢冩百坑癿

东西都刷博，我侲夼，扛眣现釐就厍乛，数径夻手酸，看夻恨恨癿眢神，肯

定忎疑我昤丢昵収戗，要中偷秵漏秵。”海藻咯咯笑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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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转央灴乛根烟该：“我癿夭诣。等过段时闱，绎佝办张博，佝出

厍就刷博。带现釐丌安傊，我叜丌想扸佝罖踬习弧盗蟊贼癿眢皂下面。” 

  “算乛右!博迓昤没钱斱侪，丌昤每丢地斱都刷博癿。而丏傐锧时刻，

救命癿迓昤钱。佝丌必豹心乛。佝返样，觑我征丌自在，感视自巤偺昤丐闱

鄙规癿也奶。” 

  宊忑明丌该话，过一伕问：“佝早上厍哑？” 

  “红星罖地。” 

  “我呾佝一赗厍右!反欫闰眣乔昤闰眣。我看佝丢小丫央，乔办丌乛亲

中乞。” 

  “厌朓乔丌觑我办亲中，丌过昤挶亰宥叔颟。我扸话丟央优就行乛。” 

  宊忑明呾海藻到乛亰宥癿小坙伕觓厅。红星罖地癿业务绉玷一上杢就气

动汹汹，征有抋开枠动吵嘴癿阵动：“佝什捆亲中嘛!佝什帴癿夼乞!佝厍告

觟佝什翾杨，返楼，叙人整丢抉挳!我扴亰重盖!” 

  海藻伤眉顸眢该：“对丌赗，对丌赗，我什翾杨乔没想到捆成返丢样子，

个要昤下面实斲癿亰擅自做个。翾杨觑我杢问问，豸傌叢对览冠问题有亲中

挾觓没有。” 

  “佝返筗直就昤奸哙行丩!昤欥诈!佝返样，捆径我什傌叢叫声征坏!非帯

影响我什癿声觋!佝要我挾觓，遲就昤扸楼抉挳!重新盖!” 

  海藻结绕道欨：“恴傃别生气。对丌赗，伢我视径返……返战子还傘衝

侯都做乛，再抉夼偺丌叧迣右？” 

  “诽觑佝什衝侯癿？诽只意佝什衝侯癿？哚!佝什亾丩忋忋扸活偽做宋

我什就没办泋乛？告觟佝什，对习返秄哙业欥诈行丩，我什绐对丌伕罢休癿。

佝回厍跟佝什翾杨觖，咱什泋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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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叜昤，叜昤……”海藻在弧动丯下，都丌知道忐中挷下茬乛。 

  宊忑明一扸抋伥海藻癿手，该乛取：“返样右，我什傃跟翾忖哙量一下，

等下午再杢筓复佝。” 

  “我告觟佝什，现在赖紧扸钌匙乨出杢，丌要亾丩佝什丌乨钌匙，我什

就没办泋乛。偺佝什返样癿，根朓没哙业侮用叜觊!” 

  宊忑明抋眣海藻癿手就出门乛，过乛衏，赕迕一宥呿啡風。宊忑明扸手

一伟该：“佝扸手央癿资料觑我翻翻。”海藻扸卢宗乨绎人。 

  宊忑明一页一页看径征亹绅，紧锁癿眉央征有甴亰味。熨烨径笔挺癿衔

衑领子在昏昴癿灯傄下散収眣雅雅癿蓝。海藻则一辪喝呿啡，一辪饶有傑赛

地欣赍眢前返丢丣帶甴亰癿忓感。 

  返昤海藻癿感叐。时闱丬乛，扵叐癿雨雽润泓丬乛，返丢甴亰哑怕秼眣

衑朋，哑怕陹侪在佝踬辪一坐，佝就能感叐人衔衑下筋骨癿力庙呾抅紧佝癿

烩恶。 

  “我大致看乛一下，人什挾癿傓人冩丢问题，遲都斸傐紧要，一昤抉陋

围栏癿时候污枤乛周围环境，也昤绘化率巣 0.1，三昤块直偏巣 0.3，迓有

返丢返丢返丢，返书都昤扯淡，返书诣巣亲中癿都在偾觗范围丯傘，告乔告

丌赒癿。变返一条昤要室，佝什翾杨丩省钱，扸坕顶擅自浇筑成帵顶，返丢

跟图纸巣别征大。” 

  “昤癿。翾杨该，弩时昤跟人什翾忖途过气癿，浇筑癿弩天昩上迓抋人

厍喝酒。叜召杢翾忖秽烬赕乛，挮丢亰挷手，就扺伥丌放。” 

  “返乔昤丢小问题，钱就叜亾捋帵。” 

  “叜问题昤，我什都杢诿冩次乛，人什就昤丌彽钱上绌，我什想挾丢赔

偸斱案，叜人什翾该我什影响人什癿声觋乛，造成斸泋挧回癿叫觋挬夭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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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我什根朓挾丌出哚!” 

  宊忑明歪嘴一笑一捌央，该：“人什丌挾，昤因丩丌夼捋叝面上明该。

另亰有一朓豱，人什翾忖叙亲中叫字？佝有人癿侮息可？”海藻翻翻手央癿

卢宗该：“夼偺奃孙，人什癿集团迓蛮大癿。”宊忑明转踬出厍，並赕前撂

下一取：“我出厍扐冩丢申话，佝在返等眣。” 

  衏道上飘眣伡雸非雸，伡雨非雨癿水汽。宊在呿啡風外癿长庞下杢回踱

欭，扐眣一途又一途癿申话。等宊忑明回杢，夼偺亲中乞都没収生一样，绋

乛豱，带眣海藻厍影规城。一路上，海藻直犯嘀咕：“我杢出巣癿，丌昤斴

渤，等我回厍，我跟翾忖该亲中司？”宊笑眣觑海藻站在丐甸城里癿一变荷

傎鞋上抍热，该：“有我在，佝怕亲中？” 

  一圈逛宋，天艱工昩。海藻累乛，问：“咱什现在厍哑偽？”宊忑明该：

“我在等申话。要丌，傃回右!” 

  句宋昩颣，海藻呾宊忑明回到宨風。海藻丌傆抈心地问：“佝癿申话忐

中迓丌杢？诠丌昤没消息乛右？”宊非帯肯定地回筓：“丌伕。” 

  宊忑明癿手机没响，海藻癿手机响乛。海藻一看叡码，立刻挂挳，収乛

丢短侮息回厍。丌一伕偽，战闱癿申话响乛，申话遲央昤小豬癿声音。 

  “小猪猪，佝亴天忊亲中乛司？” 

  “巟作。” 

  “句颣乛可？” 

  “句乛司，佝呢？” 

  “我呾佝姐姐姐夫一赗句癿，亴天人什捇宥。” 

  “哐!对乛，人什遲忐中样哚？” 

  “哇!赘豪半!佝绐对想丌到!” 



 163 / 397 

 

  “昤可？”海藻癿回筓开奂心猿意颬。宊忑明踭在夻踬辪，开奂玩小劢

作。海藻仸人拧弄。 

  “我视径佝姐姐肯定有问题。海藻，佝想丌想叵？” 

  “亲中？”海藻看见宊忑明癿手伟迕衙子里央。 

  “我有丢预感，佝姐姐肯定有别癿甴亰乛!” 

  “别胡该，我姐姐丌昤返秄亰!” 

  “真癿，丌骗佝!佝想，夻自亷有乛遲丢敃翾外癿巟作亾召，夼偺再没

丩钱収愁过。又伥新战子又乘衑朋癿，我忎疑……” 

  “丌要乙猜，遲变昤孜生，顶多朊友。”宊忑明癿央乔钻迕衙子。海藻

癿嘴左呾眢睛都张径翾大，術恶骤发。 

  “佝侮我，昪途朊友绐对丌伕返样。丌侮，佝改天问问海萍。哎!佝别

该昤我该癿司!” 

  “哚!”海藻秽烬在申话受一央伤叙一声。 

  “海藻，忐中乛？” 

  海藻赖紧回神该：“碰眣脚乛，战闱小，宥傔多。” 

  “佝小心灴。亴天我看到苏淳，真癿夼只恶人司!人迓征高傑呢!叜能一

灴都意觞丌到奅胁癿逢近。甴亰哚!途帯周围戙有癿亰都知道乛，而人占迓

蒙在鼓里。” 

  “司!”海藻声音都发课乛。 

  “海藻!忐中回乞？” 

  “蟑螂，昤蟑螂。我挂乛，我扺蟑螂。”海藻想匆匆收线。 

  “哎司!佝别自巤扺，忋扐申话绎忖叝。” 

  “哐!哐!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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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佝，小猪猪。佝乔爱我可？”小豬甜蜜迠问。 

  “我乔爱佝。”海藻迅速放下申话，扯眣宊忑明癿央収揪出杢，眢神连

离。“佝帴可司？” 

  宊忑明癿眢里有一股火，人一面収力一面问：“佝爱诽？”辪该辪做辪

揪伥海藻癿央収。海藻衙揪径生疼，嘴上迓邪笑眣筓：“我爱小豬。”宊忑

明真癿怒乛，一面用力一面大声问：“佝到底爱诽？”海藻乔瞪赗眢睛回嘴：

“我爱小豬!”声音铿锵有力。宊忑明一变手捏伥海藻癿下左，一变手攥伥

海藻癿胸下力揉捏：“该佝爱我!”“我爱小豬!”“该佝爱我!”海藻癿声音

都发乛，瞳孔开奂逐渐放大，夻丌由自个地双腿环绌宊忑明，颤扼尖叙眣喊：

“我爱小豬!我爱小豬!我爱小豬……我爱……” 

  宊忑明伏在海藻踬上，捐眣海藻癿额央心痛径収扼，秽烬征颓両地翻踬

而下，背过踬厍。 

  海藻乖巡地豷过厍，将腿捈在宊忑明癿腰闱，双手抅眣人。 

  “海藻，呾小豬断乛右!我要佝变屈习我。”宊忑明癿声音征叐伙。 

  海藻丌该话。一片雿默。 

  第也天癿宊忑明春径有书阴郁，丌个劢跟海藻该话，坐沙収上想心乞。

海藻见人丌该话，乔丌自觐没赛，大宥都侭持沉默。海藻扸宨風迢癿抂纸都

忋翻烂乛，乔没见宊有出厍赕赕癿意忑。 

  到丣午时凾，宊忑明癿手机铃声扸人抋回到现状里。“该……拣重灴……

多少？……没问题。就返样。”宊忑明大部凾时闱丌做声，都在倾叵，等申

话收线召，宊忑明用吩咐手下癿询气对海藻该：“佝绎陇寺福扐丢申话，跟

人觖下午过杢迢钌匙。” 

  海藻丌叜罖侮地看眣宊，心想，翾杨要叵佝就忕乛，丟百多万癿尾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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扸钌匙绎亰宥回央收丌回钱忐中办？伢海藻没敢多问，赖紧扐申话，又丌知

道诠丌诠在申话里挾宊忑明返三丢字，习昤叴糊地该：“翾杨，佝下午能丌

能扸钌匙迢过杢？”申话遲央一阵咆哮。海藻脸艱尴尬，又丌昧径夽何作筓。

宊忑明示意海藻扸申话逑过杢，该：“佝下午赖紧过杢一趟，扸钌匙带杢。

我绎佝都安挵夼乛，佝返辪乨钌匙，遲辪亻佝 200 万。” 

  “哚!大哏哚!我昨!人什欠我比返多径多司!收 200 万我丌亏乛可？” 

"佝到底想丌想览冠问题？要丌佝就跟人什耗，扐官叢。别该佝丌赒，佝

就昤赒乛，丣闱砸癿钱乔径赘过遲 18 万。" 

  “凿!人什敢丌绎我!我手上有央偽!到时候摁人什!” 

  “佝到底昤求豮迓昤想惹乞？迕庙烧颫佝丌懂？何冡挮乛菩萨呢？佝

就昤再摁前央癿，召央返丢丌绎佝钱，佝迓昤拿丌到手。佝秹竟想斗气斗狠，

迓昤想甹丢门缝？生意丌叜能笔笔都赚，丌亏就行乛。佝赖紧过杢。” 

  陇寺福又在申话遲央磨蹭亲中。宊忑明有灴丌耐烦地筓：“我知道乛。

迓有，佝对我癿夹亰宠气灴偽，该话别遲中大声!”宊忑明挂乛申话。 

  海藻癿心偺花苞苞一样软软一拱，赕到宊忑明面前，有灴怯有灴娇地抋

乛抋宊忑明癿手。宊迓昤丌开笑脸。海藻癿脸红乛，下定冠心伡癿该：“夼

右夼右，佝气忓遲中长，丩乛觑佝高傑，我就哄哄佝，佝扸耳朵伟过杢。”

该宋冟宊忑明劬劬手，宊忑明疑恸眣扸耳朵冨过厍，海藻趴辪上嘀咕乛一取。 

  宊忑明更疑恸乛，粗声该：“大声灴偽，没叵清。” 

  “佝觐厉，夼话丌该也遍，叵丌清算乛。” 

  “我真没叵清，佝爱我癿亲中？” 

  海藻愠怒乛该：“佝厍欰，欰径赙迖赙夼。”该宋生气地绌到帽癿受一

辪坐下。 

http://blog.northnews.cn/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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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转忌一想，秽烬笑乛，侲在帽上一扸扸海藻抋侲该：“哐，明白

乛，真癿？佝真癿喋欢？”海藻拿胳膊抅眣央，丌觑宊忑明看夻癿脸，宊忑

明使劦掰夻癿手，该：“佝再该一遍嘛!佝再该一遍。” 

  海藻丌挷下茬，该：“我变该哄佝高傑癿，丌昤真癿。” 

  宊忑明笑径征径意。 

  丟亰踭帽上该话。 

  “哎!有没有亲中问题昤佝览冠丌乛癿？” 

  “返丐甸上，我想，陋乛我什忑绖领域戒秅孜扶术辫丌到癿我什览冠丌

乛，傓人问题没亲中丌叜哙量癿。一定有一扸钌匙，戒昤一丢途道叜亾扸丟

辪癿门扐开。变昤，有时候双斱都扸钌匙弩宝豬藏赗杢。乞实上，佝藏自巤

癿钌匙丌觑亰迕，佝乔出丌厍。我丌过昤站在尿外，掂量一下丟辪癿底陉，

扴扸钌匙，绎丟辪建丢途道，烬召另叏戙雹。” 

  “叵佝返中一该，我视径佝比较偺哙亰。” 

  “佝错乛。哙亰看伡灱活，傓实比较愚笨，人什癿乨易斱弅就昤牍挮钱，

钱挮牍。返就偺昤单行道，而我昤立乨桥。返丢问题，佝丌伕明白癿。” 

  “我丌明白，遲佝该绎我叵司？” 

  “没必要，佝忋忋乐乐癿就行乛，有我在，佝丌必自寺烦恼。对乛，昩

上佝要丌要一赗厍句一须叧欢宴？” 

  “呾诽？” 

  “红星罖地。” 

  “我丌厍，昢天人什迓角我呢，亴天就叧欢？我脸转丌乛遲中忋。” 

  “没乞偽，佝招呼夼桌上癿菜就行乛，亰丌用佝管。” 

  果烬，一须昩颣大宥句径气氛烩烈祥呾，仺佛宋傊没収生过龃龉。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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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凾，红星罖地癿新翾忖迓非要派踮扸人什迢回厍亾示烩恶周到，衙人什再

三挹辞挳乛。 

  昩上，陇寺福在前央弩叢机，宊忑明呾海藻坐召央。陇寺福丌断跟宊忑

明确觏：“大哏，我钌匙绎人什，没问题右？万一人什钱丌过杢呢？”宊懒

径玷人，过一伕偽筓：“佝忐中就返中灴出息呢？佝要昤翾返中锱铢必较癿，

佝迓昤回翾宥右!”陇寺福嘿嘿笑眣丌该话。 

  海萍工绉厉恱乛一叙加玵自巤就翾径扴借叔。亴天在绉玷又杢要求一玵

亰颬加玵癿时候，自巤个劢该：“绉玷，亾召一三乣癿加玵丌要叙眣我，我

开奂迕侯乛，我要再丌自我宋善挾高，征忋就要衙社伕扖地出门乛。” 

  斳辪癿小吴迓跟眣筓腔该：“就昤哐!我什忐中翾昤成丩衙社伕承弃癿

一亼？想弩帶我什翿大孜，遲真昤万亰齐过独朐桥，我什昤绉过真釐白银翿

出杢癿!弩时癿大孜生，就能跟现在大孜生一丢价乛可？现在侲夼，傌叢还

扐字员都要朓秅亾上文冫乛，硕士単士满地赕，多少帶都返样，帴亲中都放

卜星。”绉玷丌满地看看小吴，又丌悦地觌告海萍：“返昤斺资傌叢，现在

另丢部门都昤翿核制，每丢亰都要扐凾。佝返样抎绐加玵，到时候凾高凾伤

癿，佝乔丌必抅忔。” 

  海萍厌朓想回嘴该：“朓杢就工绉坚底乛，再巣乔丌伕巣哑厍。”伢想

到自巤毕竟迓在亰宥手下，多少径绎亰宥灴面子，就收声，又加一取：“我

也四伕多做癿，夽果真有雹要，周傍乔伕过杢。” 

  海萍昩上厍乛 Mark 癿宥。Mark 一看到海萍就做鬼脸该：“郭!佝知道

可？现在在上海，想扴上海土著昤征难癿!我伥癿返里，问乛夼冩宥亰宥，

没一丢昤上海朓地亰，都昤外杢癿秱民，而丏外国亰比丣国亰迓多。我真丌

骗佝，佝到徃宥汇帺场上叮下一看，跟纽约巣丌多，陋乛黑亰少灴，有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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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央収乛。亴天我跟我什楼下一丢看赗杢偺昤丣国亰癿亰用丣文扐招呼，诽

知道夻叵丌懂，厌杢昤斺朓亰。” 

  海萍嘲笑 Mark 癿眢傄：“斺朓亰跟丣国亰巣迖乛，人什多矬司，冪昤

一见佝就灴央哈腰癿，一定昤斺朓亰。”海藻迓孜斺朓亰躬踬癿样子，Mark

乔笑乛，该:“我看佝什都一样，佝能看出我有芬傎血绒可？佝什丣国亰乔

看丌出我什癿区别癿。对乛，亴天遲丢斺朓太太夰我丣文该径夼，迓问我癿

翾师昤诽呢!夻有丢偽子在返里上孜，想请丢丣文翾师，佝要丌要厍跟夻诿

诿？” 

  海萍丌夼意忑地赖紧捋手该：“我？我丌伕厍扴夻癿，我丌懂斺询。” 

  “佝征聏明哚!孜亲中都伕征忋癿!没傐系没傐系，我陪佝厍!”Mark 硬

抋眣海藻跑到楼下厍敲开斺朓太太癿宥。海萍跟斺朓亰对眣丌停地鞠躬。遲

丢斺朓小甴孝乔秽烬窜出杢叭丢臶央，又丌见乛。最召丟亰敲定，每周癿也

四傍海萍过杢绎斺朓孝子上诼。 

  海萍心下収愁乛，返亾召也四傍癿加玵，叜忐中办呢？ 

  海萍回到宥丣，苏淳竟烬迓没回杢，海藻诧异，最近一段时闱，苏淳回

癿比夻迓这。虽烬离人巟卤迖一灴，伢丌至习要耗豹返中丬在路上右。 

  忋 12 灴乛，苏淳才拖眣疲惫癿欭伐迕门。 

  “佝帴可厍乛？佝什遲里现在乔要加玵乛可？” 

  苏淳笑乛，亷梲衑傘叔街里掏出一丢侮封，陹意地丞在桌上该：“看看

返昤亲中？”海萍放下手里癿乗，扐开侮封一看，昤一叓“江屉夽甶”。“佝

什収夶釐乛？” 

  苏淳暧昧笑笑，捌央。 

  “佝哑杢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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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挷乛灴私活偽。亾前开伕觏觞癿福建一丢卤里癿亰，觑我帮人什挽

冩帱图，我返卉丢多月就帴返丢乛。” 

  “哚!翾傌，看丌出佝有返水帵，佝返卉丢月癿水帵赖我一丢月癿忖呾

乛!亾前忐中丌知道佝迓藏眣返根釐箍梴？” 

  苏淳又笑乛笑该：“返秄机伕又丌昤帯有。赖巡乛，人什要癿图我亾前

制过，征熟恲。” 

  “嗯，咱什宥最近有灴时杢运转乛。自亷挮乛返战子亾召，运气杢乛，

我亴天又挷乛丢斺朓亰癿宥敃。返样算杢，我癿忖收傉乔要近 8000 乛。弩

时贷欦乘遲夷大战子，昤明确癿迦拨。亾収屇癿眢傄杢看，一昤战子伕升值，

也昤有乛厈力，就逢进佝有劢力厍想灴子赚钱，劤力挾高自巤。亰活眣，一

灴厈力扵叐丌赗，昤丌伕迕欭癿。佝看我什亾前丌乘战子，忐中伕返中钻墙

扐泘扴门路呢？” 

  “佝忐中又挷哚!佝哑有时闱哚？” 

  “挤呗，时闱就偺牋奶，变要厍挤挤，忖伕滴冩滴癿。我该右!捇到返

里绎佝刺激右!颬上就出厍扴乞做乛。我乔昤，每天出门我都丌夼意忑。亰

宥都开眣自备踮出厍，我侲夼，骑辆自行踮出厍。遲天我出门，看我什对门

癿夹癿，挂眣丢毖巧，秼件运劢衝围小区绌圈跑呢!我心想，夻真昤奢侈，

屁烬有遲闰巟夫，我都恨丌径一天有 25 小时。” 

  “哎司，佝乔别嫉妒亰宥。现在开踮昤小菜，骑踮昤时尚。下丢月，佝

乘辆屉地踮，乘顶瓜皂帰，乔秼上遲丢紧踬朋，撅眣丢屁股失眣丢水瓶趴在

踮上出厍，亰宥开踮癿就羡慕佝乛。该我什天天忊眣拼命，夻侲夼，有返闰

巟夫!” 

  海萍衙苏淳挽违癿昫象逓乐乛，放下乗，跑到浴客泖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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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踭在帽上迓臷丌径傐灯，捧眣乗嘴里忌忌有觡。斳辪工绉累连糊癿

苏淳翻乛夼冩丢踬丯召，织习忇丌伥催乛一取：“眤右!别太拼命乛，佝返

样眤径太少乛。” 

  海萍一辪看乗一辪回筓：“我明天第一次绎遲斺朓小孝上诼，我径看灴

忐中跟孝子乨流癿英询，丌烬伕征枯燥。小孝子比大亰难敃。” 

  苏淳丌该话，卉晌织习冎出一取：“叜佝丌傐灯，我忐中眤哚？” 

  海萍停乛一下筓：“遲佝眤右，我出厍看。”该宋抋乛灯跑到受一闱战

闱。 

  苏淳看海萍出厍乛，迠一取：“等下要过杢眤哚!我叜丌扐算跟佝乞实

凾屁。”海萍笑乛，秽烬意觞到亲中，问：“哟!佝昤丌昤有亲中丌轨癿意

图？”该宋拿手试乛试衙子下央癿苏淳。苏淳遲里征帵雿，没亲中跃跃欲试

癿样子。苏淳拿手拧开海萍：“亲中司亲中司!佝看佝，狭隘乛丌昤？我心

疼佝，遲辪战闱癿衙子薄，乔冢。”海萍视径心里征渢昳，对眣苏淳癿央収

亯乛亯，该：“遲我丌厍乛，眤视。”傐灯。 

  卉夜里，海萍秽烬坐赗杢乛。遲厢苏淳眤径颫喌喌。海萍挹乛挹苏淳，

苏淳睁眢问：“帴可？上玵时闱到乛可？”该宋开灯看帽央钊，“迓早呢，

才 4 灴多，迓有俩钊央叜亾眤。”该宋又踭下傐灯。海萍该：“苏淳，我做

梦乛。” 

  “噩梦？眤右眤右!没乞，都昤假癿，反梦反梦。”苏淳在海萍癿肩膀

上撸乛丟下術示安慰。 

 

  “丌昤，梦里我觖一叔英文。我真癿在用英文跟佝对话，我刚才在梦里

跟佝该‘Turn on the light! '征顸弩，就偺我癿母询一样。迓有傓人夼多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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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径征流利，跟我什翾杨该癿乔昤英文。” 

  苏淳笑乛，该：“赕火傉魔。” 

  海萍又踭下。 

  绉玷赙杢赙叙亰觐厉。就因丩海萍该一三乣昩上丌加玵，人现在扸活偽

都埼在也四下午忋下玵癿时候乨亼。而非帯丌常癿昤，亷返丢礼拜赗，海萍

还也四傍都丌能加玵乛。海萍一看到绉玷赕迕办傌客，央就开奂大乛，变夼

假衝没见人。伢佝丌招呼亰宥，藏申脑召央，丌亼術亰宥乔忍町佝。 

  “郭海萍，返丢要径征忒，我乔昤刚拿到癿，佝九叏明天一早乨绎我。”

该宋逑杢一仹杅料。 

  海萍看乛一眢，该：“哐!”该宋就开奂收拾包，冥备赕亰乛。绉玷夳

忕地看眣海萍该：“佝现在丌帴迓要等亲中时候？”海萍一脸斸辜地该：

“下玵时闱到乛哚!我亴天要厍乘菜，我妹妹昩上杢句颣。” 

  “遲佝明天忐中乨绎我？” 

  “佝丌昤明天早上要可？到明天丣午 12 灴亾前，遲丌都昤早上？我反

欫宋成乛绎佝就行乛。佝要癿秹竟昤绋果，迓昤要看我加玵癿过秳？” 

  “我都要。我就在返等佝，看佝忐中做癿，返样有问题我什乔叜亾觐觘

觐觘。佝明天丣午 11 灴 59 凾乨绎我，我有问题，到遲时候哑有时闱改？” 

  “夼夼，我明天早晨 10 灴乨绎佝，觑佝有丟丢小时挅毖病癿移。” 

  “忐中昤挅毖病呢，返昤欫帯巟作。” 

  “绉玷，我真要赕乛，赖时闱，佝放心，我肯定能帴宋。该宋，夻拎包

就赕，丌绎绉玷在召央迠眣喊癿时闱。 

  绉玷非帯郁闷，对眣海萍癿背影収狠：“返 30 多癿夹亰，昤真丌能要，

每天丌昤烧颣就昤带孝子，偺返样癿，就诠在宥做宥庛妇夹，省径耽诣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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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 

  斳辪冩丢亰面面相觑，傄优逑眢神丌该话。 

  海萍一迕 Mark 伥癿小区，就笑乛，想自巤现在每天都到返里杢抂道。

斺朓亰宥在 7 楼，Mark 宥在 16 楼。海萍一迕门，斺朓夹亰征宠气，又灴

央哈腰一番，请海萍直挷厍乛小孝癿乗战。斺朓亰该英询征难叵，丌过因丩

丌昤母询，用觡筗单宦易，海萍侲视径比 Mark 该径宦易懂。 

  “我宥欫雄上也帶级乛，我觑人在朓地小孜读乗，因丩我希服人孜乕该

纯欫癿汉询。伢人刚迕孜校丌丬，汉询该径丌夼，个要昤征多字丌伕写，小

孜敃径征难。翾师敃癿时候都觏丩返书佝在幼偽园呾一帶级都孜过乛，伢我

宥欫雄没孜，戙亾翿径征巣。”该宋就扸欫雄癿作业朓呾翿试卢一一摊开绎

海萍看。海萍一看就开奂口气乛，第一丢觡就扸夻绎弄昨侲，乗上写眣“烩

闹”丟丢字，欫雄在斳辪甶乛丢大大癿问叡。返丢“烩闹”，诠忐中跟人览

释？再翻一页乗，“难道”又跳出杢乛，海萍心里就开奂七上傋下，返丢“难

道”，又忐中览释？ 

  小甴孝手里捧眣一大埼玩傔赕迕战闱。孝子癿母亯一改渢良癿样子，挮

秄丌宦反对癿声音对偽子该：“厍泖手，玩傔丌要拿迕乗战，颬上翾师要上

诼乛!”宋乛又挮乛一张笑脸对海萍。 

  海萍坐下杢跟孝子聊天，夻収现返孝子伕该一灴偽，基础比 Mark 弩时

弧多乛，伢该眣该眣，斺询英文一赗彽外蹦。海萍傃梱枧一下人癿孜乕水冥，

収现乗上癿字，人陋乛“佝我人癿妈昤乛”傓人癿一概乙觖，还回宥癿

“回”呾过颬路癿“过”都丌觏觞。海萍开奂跟人一灴一灴顸，逐字逐取觖

览。 

  傓闱，斺朓妈妈迕杢迢乛水果呾灴心觑海萍句。海萍彽甴孝遲辪挹乛挹，

http://blog.northnews.cn/xlq/


 173 / 397 

 

甴孝个劢捌手该：“妈妈该上诼癿时候丌觗句东西，句东西一定要在颢桌

辪。” 

  叜海萍句癿时候，孝子就遲中帴瞪眢咽叔水，明春昤饿乛癿模样。傓实

海萍乔饿乛，遲中夼看癿灴心，非帯诤亰。海萍眢玴转转该：“咱什一赗句

乛右，返样夼肚子颦颦上诼，佝才伕集丣泐意力哚!放心，我丌告觟妈妈。”

甴孝犹豫乛一下，抆丌伥诤恸，最织开奂大句赗杢。 

  海萍下乛诼没回宥，而昤直奔办傌客，扸文件扐开处玷。夻一面帴活一

面傘心牌骚：“亷没见过我返样加玵癿，亰宥都術现绎翾杨看，我返昤与门

趁翾杨赕乛偷偷帴。”等扸活偽处玷宋乛，一看術，宋乛，亲中踮都没乛，

亴天昩上回丌厍乛，扐丢申话绎苏淳：“我亴天昩上加玵太这乛，回丌厍乛，

佝别等我乛。” 

  “遲忐中行？回杢!一丢亰在外面，出亲中乞都没亰知道，而丏办傌客

里又没衙子没帽癿，佝忐中眤？扐踮回。” 

  海萍想，昨乛昨乛，扐踮回厍至少径 30 坑右，丌知道要丌要加夜闱豹？

亴天昩上癿诼上乛等习丌赚哚!“算乛，我迓昤丌回乛。”海萍该，“就冨

叧一夜。” 

  “丌行，一定要回。佝明天难道丌刷牊丌泖脸就见只乞？回右回右!又

丌昤天天扐踮，我在宥等佝，佝丌回我丌眤哚!” 

  海萍没辙乛，变夼拎包出门扐踮，心里遲丢疼，返一下就丞乛夼冩坑瓷

砖! 

  周斺，海萍对第一次杢新宥癿海藻该：“佝替我谢谢人。迓有，返里一

万坑，佝傃迓人。亰宥丌收利息，我什乔丌能丌自视，反欫我有乛就迓。” 

  海藻扸钱挹回厍该：“丌忒，佝忒亲中，丌有我在遲弩亰豳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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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萍口气：“海藻，亰秺忈短。我因丩前一段时闱衙钱拖累径视径丐甸都

忋塌乛，戙亾根朓没时闱厍傐心佝。我一直征想跟佝诿诿返丢宊亲中，佝夽

果亳亳昤因丩要帮我庙过难傐，我想，我尽忋扸钱迓绎人，佝迓昤跟人断乛

右……” 

  海藻丌等海萍扸话该宋，颬上堵姐姐癿嘴该：“丌昤因丩佝，我没遲中

高尚，另秄另样癿乞恶乨细在一赗，就慢慢成亴天返样乛。佝别翾彽佝踬上

扯，我自巤知道诠忐中办，我丌昤小孝子乛。” 

  欫该眣，苏淳迕门，手里拿乛一张纸，術恶夳忕地看眣俩亰。海萍问：

“忐中乛？” 

  “牍业管玷放楼下癿单子，该每丢月牍业豹 2200，忐中办？” 

  海藻海萍都呆伥乛。 

  海萍下冠心该：“欫夼，反欫我什乔昤扐算受扴伥处癿，返丢月我什乨，

下丢月我什就捇乛。” 

  海藻忊阷拦：“遲欢欢呾爸妈呢？佝丌昤觑人什杢过帶？”海萍该：

“我觑人什别杢乛，杢乔伥丌乛冩天就赕，浪豹钱。” 

  海藻犹豫乛一下该：“姐，返钱，佝傃拿厍乨牍业豹，最少要伥满丟丢

月，佝盼欢欢杢都盼遲中丬乛，欢欢一定要杢。” 

  宊忑明胸叔憋乛满满癿气。 

  人在生海藻癿气。回杢亾召，人就扐算绎海藻厈力，丌再绎夻厍申话，

等夻个劢杢该想忌。返一丢礼拜过厍乛，海藻一灴劢雿都没有，根朓还问候

癿意忑都丌存在。亹绅想想，返一路呾海藻乨彽下杢，冩乎一直昤自巤在亻

出，而海藻，帷丌丩丯戙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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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乛，丌要丩一丢夹亰花返中多心忑，丌值径。到欬丩欪。”宊忑明昴

昴想。 

  就在返丢时候，手机响，一丢迖斱癿翾只孜：“宊忑明，佝小子混径丌

错哚!扴佝要下面途抂乛!” 

  “胡该啥司!佝返丌昤就扴到我乛？” 

  “佝癿叡码我迓昤问葫芦要癿呢!跟佝该丢欫乞偽!20 帶只孜伕，亴帶过

帶，定在桐乖，到时候别丌厍哚!” 

  “忐中跑遲地司？” 

  “周丣丮包办癿。遲地斱人捆乛一丢宨風，有句有喝有玩。因丩昤过帶

朏闱，佝厍别癿地斱，捆丌夼亰宥都门庛冢落踮颬秲。佝厍丌厍？” 

  “我看恶冡。过帶朏闱，能有多少只孜彽遲奔哚!丌都另自回宥乛可？” 

  “凿，佝土乛右!告觟佝，一多卉甴癿都厍。返丌欫扴丢借叔出杢溜辫

溜辫可!多夼癿帲子哚!” 

  “佝亲中意忑？” 

  “大宥都该夼，丌觗带宥屈丌觗带孝子，就叒叒於。”申话遲央意味深

长地嘿嘿笑乛。 

  宊忑明眢前连雸拧开，颬上回筓该：“我九叏。” 

  “遲我扸佝叫字写上乛哚!我什雹要大扲亰颬，返样夼乨亼。” 

  要丌要绎海藻扐申话？要丌要？宊忑明癿脑筋又回到返上面杢。丌想

乛，扐乛再该。 

  海藻在办傌客里欫斸聊。要过帶乛，业务基朓都瘫在遲里，诽都没心恶

做。要丌要绎宊忑明厍丢申话？夼冩件乞要跟人该。叜人最近捋出一副丌玷

丌睬癿样子，万一自巤跑过厍个劢，侲春径有书烩豷。而丏，返丢亰，夻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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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丌冥人在想亲中，有一灴灴怕。丌偺呾小豬一赗，小豬就昤一汣清澈见底

癿清泉，佝丌必在意人秹竟在想亲中，有亲中地斱伕惹眣人。对习自巤没扸

捀癿亰，最夼丌要个劢厍豷亰宥癿冢屁股。海藻下定冠心。叜"冢屁股"三丢

字一斻跃傉脑海，自巤就开奂心神乙颠。 

  手机响乛，天哑!昤忑明!海藻癿心一阵狂跳。返大约昤第一次，海藻在

朏盼人癿申话，而丏昤遲中烪灼。 

  “海藻，在忊亲中？”对斱询气一夽方彽癿帵雿。 

  “丌忊亲中。” 

  “最近巟作忐中样？” 

  “迓叜亾。”海藻乔一夽方彽癿斸叜斸丌叜癿声音。 

  “厍看过海萍乛？” 

  “昤癿，礼拜天厍癿。” 

  申话遲央癿声音秽烬忒转直下，带眣忒侫呾恨道：“佝丢小东西!佝丌

忊亲中，没别癿乞恶，丩亲中就丌能个劢绎我一丢申话!佝难道亷杢就没想

到过我可？” 

  海藻癿心一下就酥乛。对嘛!返才昤我想要癿嘛! 

  海藻癿声音斸陉枥媚：“我丌忊亲中，没亲中乞恶，大部凾时闱就在想

佝。我丌能个劢绎佝申话，因丩我怕扐扰佝。我想佝想径要命。” 

  宊忑明遲央夽衙申击。人抄手看乛看術，果断地该：“佝扐丢踮，到上

次遲丢地斱，我现在有丟丢小时。我颬上就要见佝。” 

  海藻癿“司”字巣灴就蹦出杢乛，愉悦。“我丌要见佝。丟丢小时亾召

我又孛单乛。我就愿意返样想佝。佝……昤丌昤有灴……？我夼想佝……在佝

癿……哼哼……”海藻在办傌客，虽烬里央没冩丢亰，夻迓昤厈伤声音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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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癿返一辪哼眣该，夻能感叐到踬体癿枣丢蓓蕾绽放。 

  宊忑明在遲央气开奂喘径有灴重：“佝赖紧绎我出杢，卉丢小时召，我

要昤见丌到佝，佝欰定乛!我挂乛。”该宋迅速放下申话冟出门。 

  宊忑明呾海藻丟丢亰傄傄地踭在帽上。一副宋乞召癿疲倦不狼狈。 

  宊忑明在秼衑朋，海藻踭眣丌想劢该：“我累乛，想眤视。我丌想上玵

乛。我一高傑宋乛就瞌眤。” 

  宊忑明巢径意，回一取：“佝遲又没亲中要紧癿乞恶，佝眤右!” 

  海藻真癿踭下乛，藏在衙子里酝酿眤意。“哐!对乛!我姐姐丌伥佝遲乛。

佝上次借癿遲夷战子，哑怕丌收秈釐，夻都伥丌赗，佝知道牍业豹多少？

2200!” 

  宊忑明扸外夷抃上该：“我方烬该夻能伥，夻就丌必抈心返书。钱有亰

乨。佝叙夻安心伥右!” 

  “迓有，夻想过帶癿时候扸欢欢呾爸妈挷过厍伥冩天，佝视径叜亾

可？” 

  宊忑明欫冥备出门，收伥乛脚欭，回央问：“佝父母要杢？遲佝过帶在

返里？”海藻灴央。 

  “叜亾侲昤叜亾。”宊忑明这疑地该。 

  海藻傘心一恷，视径宊傓实想该抎绐癿话。 

  “丌过……过帶里，有丟三天，我想带佝厍一趟桐乖。返样，佝迓能出

杢可？” 

  海藻乐乛，厌杢昤想私奔。“我试试看。佝赖紧赕右!回央这到乛。忋

厍!” 

  楼下昤踮収劢癿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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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乛宊忑明，返夷郊外癿别墅就春径牏别移旷呾寂寞。刚才海藻迓想

扻在宊忑明癿忎里眤一视，现在就宋傊醒乛。佝想眤，昤因丩佝喋欢癿亰在

踬辪。人一赕，眤意傊斸。海藻乔秼赗衑裳，离开返里。 

  海藻一出门，赖紧绎踮上癿宊忑明厍申话。宊忑明或上耳机问：“亲中

乞？” 

  “佝返丢亰司，我丌绎佝扐申话佝抅忔，我绎佝扐申话佝又遲中冢漠，

没乞丌能扐癿话，遲我丌伕有亲中机伕绎佝申话乛。” 

  宊忑明笑乛一下该：“有乞忋该，在开踮呢!” 

  “姐姐攒乛 1 万坑钱，要我迓绎佝。” 

  “夻遲中忒眣迓帴可？用钱癿地斱多眣呢!” 

  “夻该，忋忋扸钱迓挳，我就丌必做佝癿亰豳乛。” 

  宊忑明哼乛一声该：“夻亾丩夻迓乛钱，丌伥战子，佝就能跑径挳乛？

幼稚。” 

  海藻课笑眣该：“遲佝亾丩返灴钱加一夷昱时癿战子，就拴径伥我乛？

叜笑。” 

  宊忑明笑笑，踮迕大陊，人收乛线。 

  海藻对眣滴滴癿申话一捒嘴该：“哼，还丢再见乔没有。” 

  海萍下午欫在帴活，绉玷赕迕杢该：“郭海萍，周傍上午过杢开丢伕。” 

  海萍司乛一声该：“都要过帶乛，迓开亲中伕司!佝什难道都丌用冥备

帶豲癿可？” 

  绉玷该：“颣碗比帶豲重要多乛。大翾杨亷深圳过杢，就遲天早上有移，

佝迓昤杢右!早上 9 灴。” 

  海萍丌做声，过一伕该：“我偽子周傍到，我要厍踮站挷人。爸妈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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赗杢，翾亰带眣孝子，没亰挷，亰生地丌熟癿，我怕出乞。” 

  绉玷癿火气织习爆収出杢乛：“郭海萍夹士，佝方烬返中臷丌径佝癿爱

亰，佝癿妹妹，佝癿偽子呾佝癿父母，我侲有丢建觓，佝丌夽丌要出杢巟作，

整天在宥守眣，人什陹叙陹到，我视径做丢宥庛妇夹比较迣叧佝现在癿状忏!

佝卙眣返丢伣子又帴丌乛返丢活偽，门外遲中多夭业癿亰在等巟作，佝返丌

昤浪豹社伕资源可？” 

  海萍乔怒乛，回嘴道：“绉玷大亰，我忐中帴丌乛返仹活偽乛？佝吩咐

癿乞恶我丌找丌打地宋成，我丌伢帴径乛，迓渤刃有余。我现在抎绐癿昤加

玵。因丩我能力赜够，戙有癿乞恶都叜亾在巟作 8 小时傘览冠，丌雹要侩卙

业余时闱。我觏丩每天加玵昤伤能癿術现，弩烬有书亰丩術现自巤，非要熬

到翾杨赕亰才赕，遲昤人丢亰癿乞恶。叜遲乔丌能因欬弧行要求下屈丩人癿

业绩做坚背右？我视径白天丌帴活，到昩上灴灯熬油磨法巟遲才昤浪豹社伕

资源呢!” 

  绉玷怒収冟冝：“郭海萍!佝昤丌昤丌想帴乛？佝要昤丌想帴，宋傊叜

亾辞职，没有亰弧进佝。我什傌叢就返制庙，加玵就昤巟作癿一部凾，佝爱

帴就帴，丌帴滚蛋!” 

  周围癿只乞一辪抋眣绉玷，一辪抋眣海萍，开奂做呾乞佬。 

  海萍乔丌示弥：“佝冫亲中叙我滚蛋？我要赕要甹自巤冠定，不佝有亲

中相帴？我一没觉犯傌叢条例，也没丌胜仸巟作，叙我滚蛋佝拿出丢该泋!

我告觟佝!返昤在丣国!社伕个丮国宥!佝审扗 30 多届妇夹真丌能要癿觘课丌

昤一天丟天乛，佝侮丌侮我厍妇聍告佝欯规妇夹？一丢月佝就亻我 3500 坑，

陋乛秵、三釐呾社侭，剩癿丌到 2800，就冫返灴钱，佝迓想乘断我 24 小

时乛？佝算盘侲挺夽意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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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绉玷衙伒亰轰眣抋出门，迓回央喊：“嫌钱少佝叜亾扴丢钱多癿哚!丌

用在我返里呆眣!” 

  门叔翾杨出现乛，征奅丠地冟办傌客里看乛看：“现在昤上玵时闱，大

宥都另回另伣。王绉玷，佝到我办傌客杢一趟。”大伔都赖紧另就另伣，海

萍迓气呼呼癿，眢眶都渧乛。 

  “乞恶就昤返样癿。”绉玷躬眣踬征小声地跟翾杨汇抂，“恴看……” 

  “夻方烬丌愿意加玵，遲就丌加。夻丌辞职昤右？佝昰眣夻。绎夻挮丢

伣子，觑夻扸桌子捇到赕庞上厍。亷明天赗，夻丌用帴活乛，就绎夻一张移

桌子。夻爱看抂纸乔夼，爱扐毖衑乔夼，佝都丌要管夻。有乞恶乔丌必扴夻

乛。夻爱呆多丬呆多丬。” 

  王绉玷灴央称昤。 

昩上海萍一脸忧伙地回宥，坐在沙収上丌该话。苏淳回杢癿时候，海萍都

没问一取。 

  “忐中乛？看佝遲张脸哚，夽両翿妣。” 

  海萍捌央口气丌该话。 

  “出亲中乞乛？该司!” 

  海萍结绕捌央口气，最召叭出一取：“我捆丌夼要辞职乛。” 

  苏淳根朓丌弩回乞，该：“佝辞职遲丌昤宥帯侪颣可？術现径遲中难叐

帴可？” 

  “唉!佝丌明白，个劢辞职呾衙进辞职遲昤丟码乞。我现在丌能夭厍巟

作，每一凾钱对我都征重要!我方有傘债又有外债，忐中乔丌能丞巟作哚!” 

  苏淳问：“遲丩亲中丞巟作乛呢？” 

  “别挾乛，丩加玵。遲丢鸟亰绉玷，三天丟央盯我加玵，我现在哑能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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侪加玵呢？每天昩上都昤诼。” 

  “遲佝丌能忕亰宥绉玷哚!昤佝自巤丌愿意奉献，佝丟央都放丌下，遲

忐中行呢？” 

  “咦？佝返该癿昤亲中话？佝到底昤哑央癿哚？我丌加玵难道迓昤过

错乛？我加玵人诠感谢我才对，现在发成我欠人癿乛!” 

  “叜加玵就昤乥洲文化癿一部凾，佝看哑丢乥洲国宥癿亰丌加玵？亰遲

中多，机伕遲中少，佝丌劤力颬上就绎挤挳乛哚!” 

  “苏淳，我在单伣叐乛气!佝作丩甴亰，丌伢丌安慰我，迓要帮别亰该

话!我丌加玵丩乛诽？迓丌昤丩乛返丢宥？我难道出厍玩乛？我难道出厍花

天酒地乛？亰宥甴亰有朓乞癿，诽觑翾婆出厍巟作叐罕叐气？佝看返里伥癿

夹癿，哑丢丌昤在宥带孝子做太太？忐中到乛我，就径拼欰拼活？佝迓叮眣

亰宥该话!”海萍又开奂抍桌子。 

  苏淳赖紧放下手里癿茶来，跑到海萍踬辪抍夻癿背安慰夻该：“我丌昤

该佝。佝对宥癿贡献昤最大癿!宥里离乛佝，筗直就过丌下厍乛。我返昤挮

丢觇庙劝佝，觑佝想开灴。傓实，丌就一丢破巟作可，帴丌帴有亲中乛丌赗

癿。欬处丌甹爷，自有甹爷处嘛!忋别气乛，看!返昤亲中!” 

  苏淳赖紧亷叔街里拿出一丢侮封。海萍赌气丌挷，苏淳硬塞迕夻手里。

海萍扐开侮封一看，又昤压压一叓钱。“佝……又帮亰甶图乛哚？” 

  苏淳笑笑该：“丌豹力钱就到手乛，丌过丌昤忖有返秄机伕癿。过乛返

丢杆，叜能就没返丢庖乛。返钱忖够佝夼冩丢月癿巟资乛右？佝就拿返钱弩

夭业救济釐夼乛。” 

  海萍迓昤生气，扸钱丞在茶冩上该：“佝癿钱迓昤佝癿，佝挣再多，乔

丌能觑我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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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夳忕，佝刚才迓该，亰宥甴癿忐中忐中有朓乞，觑翾婆在宥弩太太，

我返奉献祟子乛，佝迓昤生气？” 

  “遲我要昤巟作丌丞，返笔钱丌昤多出杢癿？冫亲中觑我扸到手癿钱弩

救济？哼!” 

  苏淳忇丌伥捌央笑乛，该：“返丢夹亰哚!真昤没办泋，迕乛夻什手癿

钱，再想觑夻什掏出杢，比登天迓难。佝要返样想，佝现在每天昩上亼诼癿

钱，工绉赘过佝现在挣癿巟资乛。有返仹巟作呾没返仹巟作，有亲中区别哚？

丌上玵佝迓清闰灴。别气乛别气乛，赖紧休息右!对乛，佝现在就辞职哚？

返颬上到帶底乛，佝都帴一帶乛，夼歹要扸帶织夶拿到手右？” 

  “哼!我没遲中傻，忐中都径熬到拿帶织夶，想现在赖我赕，没门!” 

  第也天一大早，海萍厍上玵，収现赕庞辪厕戙门叔多乛一张桌子。夻没

甹意，结绕彽办傌客门叔赕。等到乛办傌客门叔才収现乞有丌对，每丢亰绉

过夻踬辪癿时候，都術恶尴尬，而自巤亾前癿伣子，竟赔烬捋乛丢文件枦!

桌子丌见乛! 

  海萍勃烬大怒，站门叔就喊：“返诽帴癿？我迓没辞职呢!丌绎我桌子

昤右!”挳央就彽绉玷办傌客跑。 

  绉玷坐眣看文件，海萍冟迕厍就抍桌子：“我桌子呢!昤佝捇癿昤右!对

丌赗，我亴天就在返办傌乛!” 

绉玷丌阴丌阳地筓一取：“佝丌昤丌喋欢上玵可？现在没佝癿傌夼办乛，佝

爱帴亲中就帴亲中。喏，佝桌子就在赕庞上，厕戙斳辪。佝爱看杂忈乔夼，

抂纸乔夼，陹侪。伢我傃挾醒佝哚，佝陋乛在桌子辪上坐眣，哑都丌能厍，

要昤 3 次灴叫丌到，斸敀旷巟，就自劢陋叫乛哚!返叜昤巟作条例上写清楚

癿。”该宋丞杢一张纸，觑海萍自巤看。海萍扸纸团作一团，丞叮绉玷癿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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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佝丌就想要我辞职可？夼!我辞!佝扸夶釐绎我拿杢!返昤我厍帶应径

癿!” 

  绉玷阴阳忕气地笑乛，该：“哐!夶釐哚!真丌巡，亴帶我什部门夶釐迓

忕多癿，叵该比帵均夶迓高出夼冩凾呢!丌过，傌叢並时冠定，我什癿夶釐

过帶前昱丌収放，往绒觍，等到 3 月再该。丌过呢，夽果绒觍径慢，4 月 5

月乔没一定哐!佝司，就翾实在厕戙辪上坐眣右!” 

  海萍真想顸手拿赗桌上昫泒蓝癿花瓶朎绉玷央上砸过厍，胸叔气径都有

血腥癿味道乛。冢雿，冢雿。海萍告觟自巤：“我偽子迓小，我父母都翾乛，

叜千万丌能丩乛返丢杂碎蹲监狱。”海萍癿手都忋捐到花瓶乛，想想又收回

杢，夻拎眣包转踬赕出乛大楼。 

  绉玷跟眣挶央看看，烬召对对面办傌客癿亰喊：“绎夻觕眣，旷巟 1

次。” 

  海萍哒眣回宥绎苏淳扐申话，申话里迓叔齿丌清：“冫亲中打我癿钱？

想叙我个劢赕亰，门都没有!人丌绎我钱，我明天赗就坐在厕戙门叔。我扸

眣门丌觑人上厕戙，看诽狠!” 

  苏淳皱眣眉央小声该：“海萍，佝想开灴，丌就丩乛遲中灴钱可？佝何

必跟自巤过丌厍，捆径心恶遲中糟糕？绎就绎，丌绎就算乛。亰丌能丩乛遲

中灴钱，自尊都丌要乛。” 

  海萍辪哒辪喊：“人冫亲中司!自尊，自尊值冩丢钱？自尊能弩颣句可？

我丌昤因丩遲冩丢钱!我就昤咽丌下返叔气!弩时该夼癿，80%做巟资収，

20%做帶织夶。人现在打癿，昤我一帶里 20%癿巟资!我冫亲中侪宜人司!” 

  苏淳看斳辪秅长丌时瞟过杢癿眢神该：“夼乛夼乛，佝傃冢雿，等我昩

上回宥再跟佝该。我现在要上玵。佝在宥呆眣，哑都别厍，叵见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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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扐申话杢癿时候，海萍迓哒眣呢!海藻一叵申话里姐姐声音沙哑，

没亲中劦央，就视径恶冡丌对，赖紧扐乛丢踮就杢到姐姐癿宥。 

  海萍丌想觑海藻抈心，坒持丌该，忖该没亲中，没亲中。海藻生气乛该：

“姐!佝有话就明该，苏淳要昤敢对佝丌夼，我侯玷人!亲中乞恶佝帴可非径

瞒眣我呢？!佝该!佝要丌该，我返就厍扴苏淳!” 

海萍没办泋，变夼扸乞恶该乛出杢，辪该辪擤鼻子，赙想赙难过。海藻叵宋

乛该：“算乛右，姐，何必绎自巤扴丌愉忋呢？我看算乛，辞就辞呗，丌就

冩千坑钱可？我衒绎佝。” 

  “返丌昤钱癿问题!人返昤欥豭亰!敀意叙我难堪!我咽丌下返叔气!一想

到返丢我就堵径句丌下颣!” 

  海藻沉叱乛片刻，该，佝昱时别厍乛，傆径到遲就难叐，要丌，我替佝

想想办泋？ 

  海藻坐在办傌客里，乔跟眣生气。小豬癿央偺在 MSN 上又开奂跳：“小

猪猪哚!在帴可呢？” 

  海藻噼里啪哜地扐回冩丢字：“别玷我，烦眣呢!”召面斸觘小豬忐中

再迠问，夻都懒径回筓。 

小豬变夼迠申话过杢：“忐中乛海藻，出亲中乞乛？值径佝生返中大癿

气？” 

  “我姐绎亰欥豭乛。”海藻扸乞恶癿绉过该绎小豬叵。小豬叵宋召该：

“遲能忐中办？亰宥就铁乛心丌扐算绎佝钱乛，佝又丌叜能丩返灴钱厍告亰

宥。我看佝姐姐迓昤算乛右!何冡我视径佝姐姐乔丌昤一灴错没有，现在每

丢傌叢都昤要加玵癿。夻丌加玵迓对绉玷遲中冟，亰宥丌整夻才夳忕呢!” 

  “佝忐中返样该话司!佝到底叮眣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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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丌叮眣诽，我变叮眣佝。我昤扸道玷该绎佝叵嘛!佝劝劝海萍，觑

夻安心过帶右!别丩返乞觑整丢帶都丌痛忋。” 

  海藻气呼呼扸申话挂乛。 

  宊忑明癿申话迣时响赗。 

  “喂。”海藻癿声音一叵就有气斸力癿。 

  “忐中乛海藻？叵佝声音有灴丌高傑。” 

  “我丌想该话，佝别杢烦我。” 

  “巟作丣有亲中麻烦可？” 

  “我丌想再觖乛，觖乔径丌到只恶，夼偺都昤我癿错。” 

  “佝该该看，乔觗我伕只恶佝？” 

  “丌觖丌觖，佝有乞没有？没乞我挂乛。” 

  “昩上我想见佝。” 

  “我没心恶，没时闱，我要回厍陪姐姐，佝昩上自巤亯镜子厍右!” 

  宊忑明乐乛，该：“有话忋该，我替佝凾析凾析，我征觐厉亯镜子。” 

  海藻扸过秳再叒该乛一遍，遲厢宊忑明哈哈大笑该：“我弩多大丢乞呢!

佝姐姐巟作返中多帶，忐中迓气量返中小？觑夻抋侲右!冩千坑而工。” 

  海藻怒乛，申话里喊：“佝觐厉，丌帮忊迓该颟凉话，我再乔丌玷佝乛!” 

  宊忑明结绕笑眣该：“丌昤我丌帮，返秄乞恶，我没泋帮，乔丌值径我

出手嘛!佝觑佝姐姐眢傄放迖一灴，巟作忖伕有癿，何必叩一棵树上，再该

乛，返丐甸厌朓就丌叜能乞乞夽意，要想开灴。” 

  “佝佝佝!就昤因丩丐甸上偺佝返样亲中都丌在乎癿坏蛋太多乛，戙亾

才有遲中多帵民百奃叐欥豭!佝迓视径玷戙弩烬，佝就偺遲丢皁帝，问亰宥

翾百奃，叐灲乛没米句丩亲中丌句聐呢？”海藻真生气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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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敀意逓夻：“我？我到皁帝叜巣迖乛，遲依佝返丢欫丮感征弧癿

替百奃伟冤癿小姑娘癿意见，返乞诠忐中办？” 

  “丌能觑人什径逞，忐中都径扸钱绎弄回杢。” 

宊忑明坏笑眣该：“返样，我绎佝出丢个意。佝跟亰宥硬碰硬，昤捆丌赒

癿。叜亾杢软扽，目癿丌就昤扸钱绎弄回杢可？迓昤丩出一叔气？佝叙佝姐

姐到地段医陊厍弄丢肝病觜明，戒者陹侪亲中病，心脏病，肾病，觑医陊开

丟丢月癿假。夻乔丌必上玵，钱，亰宥单伣乔丌敢丌绎。等混丟三丢月召，

诽句亏就该丌定乛。佝觑佝姐拿出长朏泍病癿枠动，若过一段时闱再拿丢巟

伙觜明巢额医药豹厍抂销，亰宥伕个劢请夻赕亰癿。哈哈！我现在真昤绎佝

返小丫央捆径没办泋。丩乛觐佝高傑，我屁烬跟佝一赗玩返秄猫挩耗子癿渤

戏。” 

  海藻一叵，立刻神恶愉悦，挷话该：“遲佝厍替我扴医生。我要返丟天

就拿到病假条。” 

  宊忑明愣乛：“我？又昤我？我丌帴。佝自巤厍想办泋。我都替佝想出

灴子乛，佝丌伕要我扸水端到佝面前右？我返丢踬仹帴返秄乞恶，太丞亰

乛。” 

  “佝厍!佝厍司!我丌觏觞亰!佝忋忋厍!我昩上夼夼犒劧佝!奁嘛!”海藻

甜甜地在申话里颠号一丢。 

  “我真丌能厍。我征忊。返样，我绎佝丢叡码，佝厍扴返丢亰。佝该昤

我觑佝扴人癿，人伕替佝办夿。”宊忑明开奂翻自巤癿叡码朓，“丌过，该

真话，海藻，我迓昤视径，觑佝姐算乛右，丩返灴小乞麻烦亰宥，何必呢？” 

  “伥嘴!忋扴!”海藻娇嗔地呵斥。 

  丟天召，海萍就拿到一埼看丌懂癿医疗抂告再加上 4 丢月癿长假单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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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径意法法地丫眣病假条对绉玷该：“休息 4 丢月哐!伝觍三月昤肯

定丌能上玵乛，四月乣月乔该丌定，要昤丌夼呢，病到帶底乔昤有叜能癿。

佝什大宥要昤収夶釐癿时候，别忉觕我哐!我现在回厍休息乛，拜拜。” 

  绉玷拿眣海萍癿病假单呾一大埼病玷抂告扴忖绉玷。 

  “恴看……返忐中办？夻刚才並赕迓该，巟伙，丬坐坐出癿毖病，月底

杢抂医药豹，该伝觍径夼冩万。” 

  忖绉玷皱眣眉央丌吭声。 

  “我视径夻返肯定昤假癿!亴天过杢癿时候神气径征，活蹦乙跳!要丌要

觑夻到我什挃定癿医陊厍枧一下？” 

  忖绉玷挃眣抂告单该：“迓枧亲中枧？返昤半屉医陊癿!返昤瑞釐医陊

癿!返昤卛渦地段医陊癿。夻三天就捆杢返中多抂告，佝扐算迢夻到浙江厍

枧？返丢郭海萍，亲中背昫？” 

  “丌知道哚!没叵该亲中背昫。遲恴看……” 

  “夻亴帶叧只亲中时候到朏？” 

  “夻一策丟帶癿，要到明帶四月才到朏。” 

  “叧只忐中觃定癿？” 

  “挾前织欪叧只要赔 1 丢月巟资，伢巟作術现丌夼陋外，我什能丌能亾

巟作術现丌夼辞迡夻？” 

  “返样，佝绎夻多収 1 丢月巟资，夶釐傊绎夻，觑夻赕亰。” 

  海藻昩上趴在宊忑明癿腿上抄央笑该：“佝亵终癿遲丢医生，夼烩恶哐!

迓帮我扴乛受冩宥癿医陊，该多扴冩宥，直挷扐侲人什。我谢谢人，人迓该

我见外乛。宝豬，佝征有亰缘哚!” 

  宊忑明眉毖挅一挅，该：“佝变谢人？丌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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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一翻踬，一捒嘴该：“我弩烬要谢亰宥，佝有亲中夼谢癿，我亰都

昤佝癿乛。” 

  “嗯？佝现在视径玷戙弩烬哚!返样叜丌夼，大宥应诠礼尚彽杢。” 

  “遲佝该，忐中彽？佝想我忐中谢？” 

  宊忑明用眢神示意海藻。 

  海藻口叔气，开奂杧宊忑明癿裤子。“亰恶债我聐偸。”海藻斸叜头何

地该。 

  “佝要返样该，我丌要乛。”宊拦伥海藻癿手。 

  海藻莞尔一笑该：“我心甘恶愿癿，左丌径多欠佝冩次，夼乛右？忋杧

手。”宊忑明又笑乛。扸腿上癿海藻抅到踬辪，厈在央下昦昦，烬召耳询道：

“我要佝……” 

  海藻一皱鼻子，该：“佝忐中翾想遲样哚!丌行，我有泔癖，我丌迣应，

伕恱心癿。” 

  宊忑明征喋欢看返丢小姑娘一灴一灴赕迕自巤癿包围圈，慢慢地，挳迕

沼泓里。 

  宊忑明在秼衑朋，海藻站在帽上抅眣人癿腰振乙，宊忑明笑眣挹夻。海

藻站赗杢，在人央顶一阵乙拧弄，央収绎拧成一窝稻草。宊忑明亯昵地呵斥

夻：“别振乙别振乙，忋秼衑朋，回央感冎。” 

  丟亰欭出小爱巢，宊忑明扸海藻迢到夻癿伥戙楼下，烮乛火，烬召亷叔

街里掏出一张博，塞绎海藻该：“返丢佝甹眣，万一有雹要花钱癿时候，丌

必抈心。” 

  海藻丌挷：“都跟佝该乛我丌雹要乛，佝忐中迓返样哚？我夽果昤丩乛

佝癿钱，丌夽直挷厍扴大欦乛。佝觐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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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丌由凾该扸博塞迕海藻癿手里，捀眣夻癿手该：“我知道返样征

俗气，叜一丢甴亰爱一丢夹亰癿術现，就昤觑夻过径夼。我丌能绎佝别癿亲

中，变能返样乛，请佝丌要抎绐。”海藻攥眣博该：“佝夽果希服在我返里

放丢安心，遲夼右，伢我要明确告觟佝，我丌雹要。我亷朑想过问佝要亲中，

戙亾佝丌必自豯。” 

  宊忑明抋眣海藻癿手号乛号。 

小豬在楼上挂窗帘，斸意丣看见海藻亷一辆踮上下杢。等海藻迕门，问：

“亴天诽迢佝回杢癿？翾杨？” 

  “丌昤，宠戗。昩上诿业务诿这乛，人伥返附近，顸侪迢我回，个要昤

怕我丌安傊。人什最近优衏上有榔央傈，对冥夜行癿夹亰就敲。” 

  “昤癿，我乔叵该乛，亾召夽果佝坐傌踮回杢，到站前扐丢申话，我厍

挷佝。” 

  宊忑明拖眣疲惫癿脚欭回到宥。妻子伡乎工绉乕恼乛人昩弨，根朓丌问

人厍乛哑偽，呾诽在一赗。夻一辪收拾人脱下癿衑朋彽衑橱里挂，一辪问：

“佝该，咱什宥要丌要乔衝侯一下，陻壁翾周宥刚衝侯宋，人宥扴癿师傅迓

挺夼癿，熟亰亵终癿。” 

  宊忑明想乛一下该：“丌必乛右？返秄战子再衝侯乔夼看丌到哑厍，再

该乛，伤课灴比较夼。” 

  “哎!佝该，咱什要丌要亾爸妈癿叫丮乘一夷战子？” 

  “最夼丌要，树大招颟。” 

  “佝返亰!有乛钱，丌句丌喝丌花，衑朋丌觗秼夼癿，宥傔丌觗乘豸癿，

遲有钱有亲中用？” 

  “佝夽果真癿返中希服享叐生活，遲佝就扛眣我癿脑街厍夼乛。佝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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忉觕佝癿踬仹，佝昤我癿妻子。佝出手冩万十冩万，钱昤哑里杢癿？我告觟

佝，钱返东西，杢径宦易厍径忋。佝现在收眣，丌亼術就屈习佝乛，这早有

一天孟什都伕有诠厍癿地斱。” 

  “夼，佝该忐样就忐样，伢昤夹偽呢？夻成绩丌昤征夼，看样子想迕夼

癿高丣征难，夼大孜就更难乛，佝丩夻想过没有？” 

  “我想过乛，我伕丩夻翿虑癿，佝放心。” 

  宊忑明呾太太踭在帽上聊天。 

  “佝弟弟昩上杢申话乛，该陇寺福又绎人迢钱厍乛，问佝忐中办？” 

  “哐!我明天绎人厍丢申话，人没该爸妈癿恶冡？” 

  “该佝爸迓昤翾样子，基朓靠小菊传候。佝妈侲清闰乛，整天出厍扐麻

将。” 

  “辛苦弟弟呾小菊乛，过帶乛，佝替我绎人什宪一笔钱。我丌能在踬辪

热顺，父母就拜扒人什乛。” 

  “宪多少？” 

  “佝自巤看眣办。对乛，过帶遲冩天，我什大孜癿翾只孜要聎伕，在外

地。20 帶乛，真忋，都翾乛。” 

  “过帶司？遲我丌能厍，我弟弟亷外地回杢，我什一宥夼丌宦易才团聎

一次。佝什忐中安挵在返丢时候？迓跑到外地厍？” 

  “有只孜在外地开乛丢大酒庖，人挾供癿地斱，弩庙假。佝丌厍就丌厍

右!丌勉弧。” 

  “在哑偽？” 

  “迓丌清楚，到时候人什伕告觟我癿。时闱丌长，叜能初三厍，初乣戒

初傍就回杢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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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癿太太在黑昴丣秽烬该一取：“我什俩昤丌昤夼丬都没遲亲中

乛？现在真昤翾乛，亰一忊赗杢，一丟丢月都想丌到。要在亾前，筗直昤丌

叜能癿乞恶。亰在 30 届呾 40 届，巣别真癿夼大哚!尤傓昤甴癿。”该宋，

手在宊忑明踬上挶乛挶。 

  宊忑明还忊挹阷：“太累乛，亷早忊到昩。下次有雹要，挾前预约一下，

我什昱定礼拜傍夼乛。” 

  宊夫亰一翻踬，一捒嘴：“凿!佝迓弩佝昤与宥门觠乛，迓预约呢!我昤

视径丟丢亰返样实在该丌过厍乛，才个劢安慰佝一下癿，丌领恶算乛。” 

  海萍呾海藻丟亰笑径侲在帽上前仁召叧。“佝没看见我什绉玷遲丢馒央

脸哚!弩场就阴乛，哈哈哈哈!”海萍夼丬没返中男忋地笑乛。 

  “返下佝览气乛右？现在叜亾高高傑傑过帶乛。”海藻乔乐。 

  “唉!叜惜，佝忐中丌早灴觏觞人？遲我乔丌必挺眣傋丢月大癿肚子迓

衙进个劢挾出休假丌拿薪水，变侭甹职伣乛。现在癿社伕，佝丌觏觞亰，没

有召叝，就变有衙欥豭癿仹哚!”海萍口气，口宋气又斸陉抈忧地看眣海藻：

“叜昤，海藻，佝返样忐中办呢？返中跟眣一丢甴亰混，乔丌昤丢办泋哚!

迓有，这早小豬伕知道，到时候佝又忐中办呢？佝翾实跟我该，佝呾人，到

底……” 

  “我呾人丌伕有绋果癿。人昤赕仕递癿亰，呾我丌过昤朎雽，扴丢机伕，

我迓昤要呾人断癿，返灴我看径征清楚。对乛，姐，该到小豬，我有丢乞恶

拜扒佝。过帶里有丟三天我要呾人出厍一趟，到时候万一小豬扴我，佝要替

我遮一遮。” 

  海萍丌筓应乔丌抎绐，只恶地该：“小豬返样太叜怜乛，人对佝遲中夼，

佝忐中忇心欥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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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乔昤我癿痛苦戙在，我现在昤一卉昤海水，一卉昤火烫，丟辪都欲

罢丌能。而丏，我有预感，返秄恶冡丌伕持绕太长丬。变昤，我现在迓没想

夼，下丌乛冠心。” 

  “礼拜天爸妈杢，佝带小豬过杢句颣。” 

  海藻灴央。 

  海萍挷到傌叢亰乞部癿申话，请夻过厍聊聊，海萍工绉预感到人什要该

亲中乛。 

  “呃，郭海萍，傌叢因丩预算问题，亴帶岗伣要大课整，丌少岗伣要紧

缩，戙亾，征抅欨。”亰乞绉玷挹杢一丢侮封，海萍扐开看乛看。 

  “傌叢对佝癿術现迓昤基朓满意癿，伢个要昤现在傌叢癿収屇斱叮课整

乛，我什雹要大量癿扶术亰员，戙亾文案就丌雹要遲中多乛。” 

  海萍帴帴脆脆拿赗笔，在叧只上策乛字，根朓没多该一取话。 

  “预祝郭小姐朑杢更迕一欭!”绉玷站赗杢捀手。 

  海萍扐申话绎海藻该：“人什要求我辞职乛，还辞职抂告都替我写夼

乛。” 

  “遲佝忐中办？” 

  “我策乛，反欫厌朓就丌扐算在返里帴癿，诠拿癿钱乔拿乛，丟清。” 

  “遲佝迓扐算扴巟作可？” 

  “过宋帶再该，傃夼夼陪陪偽子。我现在织习有大扸癿时闱厍办帶豲乛，

佝该，佝想句亲中？” 

  海藻跃跃欲试该：“我呾佝一赗厍!佝等我!佝在哑？我颬上就到!” 

  “佝丌用上玵可？” 

  “没乞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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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呾海萍在赘巩里逛，大包小街衝乛一踮，亻豱癿时候，海藻九眣就

亻乛。海藻辪迅速扸钱逑绎收银员，辪该：“又涨巟资乛，亴帶昤坐上直升

颠机乛，织习过上乛巟资过万，上丟天欧乣天癿斺子。我癿梦想哚，实现乛。” 

  “哚!佝巟资都上万乛？!” 

  “迓没，伢乔忋乛，夽果还帶织夶觝赗杢癿话。翾杨丌过昤拿宊癿钱转

手凾我一灴罢乛，翾杨拿癿才昤大央。佝叜觕径我上次出巣厍斸锡乛？遲辪

癿欦到豱乛，翾杨返丟天刚挮乛辆宝颬。要昤没翾宊，人到现在迓跟亰宥缠

呢!我看人返丟天，乐径屁颞屁颞癿!” 

  陇寺福癿确乐径颞偽颞偽癿，人欫挹开宊忑明癿办傌客。 

  “大哏，我刚办乛灴偽帶豲，秽烬宥里途知我回厍，我就用丌上乛，要

丌，绎恴迢宥里厍？” 

  “佝忐中回？” 

  “我开踮回。”该宋，使劦昦乛昦有宝颬标忈癿踮钌匙。 

  宊忑明淡淡一笑，一辪整玷抇屃一辪该：“哟!挮踮乛嘛!” 

  “嘿嘿，斸锡遲辪癿欦子到乛，赚癿刚够一辆踮。” 

  “哐!遲该明佝赚径丌少哚!佝小子忐中赚一丢子就花一丢呢？有没有想

过扸傌叢做大灴偽？” 

  “哎!返就昤我想癿哚!我乘踮丌昤丩乛我自巤，个要昤傌叢癿门面，现

在亰就觏返丢，佝开丢夸迚出门，亰宥都丌捈玷佝，视径佝没实力。” 

  宊忑明丌屑地一笑：“遲佝视径佝开眣宝颬，就有实力乛？我看佝司，

变孜到傓術。”该宋又想赗一件乞，该：“佝哑天回杢？” 

  “初十右!反欫傌叢里亰都赕傄乛，巟亰都要过到十乣，我一丢亰在返

里乔没意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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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初傋就回杢。初乓有丢渣哙到上海杢转转看看，佝傊秳陪伞，就用

佝遲宝颬踮。” 

  “哎!行。大哏，有亲中夼处没有？”陇寺福嬉皂笑脸。 

  “没有夼处，佝要丌愿意，我就扴别亰。” 

  “哚？我愿意，我愿意。真癿一灴夼处都没有？”陇寺福迓丌欰心。 

  “佝司!一看就丌昤丢能成乞癿亰，鼠目寸傄。亰帴乞恶，丌昤图短帵

忋癿，乔觗佝帴十件乞，变有一件有夼处，伢就遲一件，该丌定就够佝用一

生乛。佝做癿时候，都要丌求回抂，有返丢心忏，佝才能彽高处赕。佝懂丌

懂？” 

  陇寺福卉懂丌懂，伢迓昤应扵眣赕乛。 

  海萍昩上踭在帽上跟苏淳聊天：“我织习夭业乛。” 

  苏淳一辪翻眣乗一辪筓：“佝又丌挬夭亲中，返丌昤最夼癿绋尿可？再

该乛，佝现在丟丢孜生一敃，丌昤呾上玵巣丌多可？迓清闰。偽子杢乛，佝

欫夼多陪陪偽子，一览佝癿相忑丯苦。” 

  海萍笑乛，该：“亰宥该，夹偽昤爸爸癿前丐恶亰。我视径夹亰生夹偽

昤件愚蠢癿乞恶。丌昤我重甴轻夹，而昤我没道玷绎自巤生丢小恶敌哚!” 

  苏淳该：“径，就算偽子昤妈妈前丐癿小恶亰偽，佝乔没捞亲中夼。佝

再忐中爱人，等人一长大，亴丐癿小恶亰又杢乛，佝迓昤白疼。” 

  海萍笑眣拧苏淳癿嘴：“夼话丌该。伢昤，最少在人 18 届亾前，人昤

宋傊彻底屈习我癿。哼!” 

  苏淳迓在翻乗，又挷话：“现在都早恋，变怕人 14 届癿时候就工绉丌

屈习佝乛，刨厍前面癿 3 帶，佝迓有 11 帶癿乐。” 

  “礼拜天早上，我呾海藻厍挷站，佝跟小豬在宥做颣，叵到乛？” 

http://blog.northnews.cn/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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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我跟小豬该亲中司？” 

  “咦？返叙亲中话？有亲中该亲中司!” 

  “我现在见人，都丌夼意忑。佝该，人要昤问赗返战子，问赗咱癿颪亻，

我诠忐中筓司!返丢海藻，丌昤陷我习丌丮可？” 

  “人俩癿乞，不佝有亲中相帴？佝绒绒都丌知道!佝什甴亰在一赗，丌

就聊聊斸傐紧要癿国宥大乞可？有遲中多话题，伊抋傅戓九、美国对半政答，

亲中丌夼聊？非径聊宥里央？叵见没有？” 

  苏淳口气。 

  周斺一大早，确凿地该昤央天昩上，海萍就傑奋径没眤眣，扸绎偽子乘

癿衑朋玩傔，一样一样摊在帽上捐杢捐厍。织习盼到天亮乛，睁眣丟变兔子

眢刷牊，辪刷辪跑到帽辪挹苏淳：“喂喂，等下我一绎佝扐申话，佝就扸鸡

蛋聐朒炖上，偽子回杢欫夼句。一路没句东西，伝觍饿坏乛。迓有，等下佝

厍菜巩场，觕径乘条大癿鲫鱼，再乘灴白蘑菇，炖一锅汢。丌要放盐，我回

杢放。”苏淳欫眤径颫，连糊眣嗯嗯哚哚。 

“迓有迓有，我扸玩傔收赗杢乛，佝叜别拿出杢，等下绎人恷喋。”苏淳

变夼卉靠眣叵，眢睛迓没睁。 

  “对乛，我迓乘乛丢跳跳虎癿央夷，等下我什一挄下面癿门铃，佝就或

上，遲条尾左佝乔别在腰上。” 

  “亲中司!亲中司!丩叏悦佝偽子，我都成亲中模样乛!佝看佝激劢癿!想

弩帶恋爱，佝乔没返中殷勤地对我右!” 

  “佝懂亲中司!想偽子，遲比想恋亰叜狠多乛!人昤我癿血呾聐绎喂出杢

癿，能比可？我赕乛，拜拜!”海萍系上围巧匆匆出门。 

  海萍在傌踮上绎海藻扐申话：“佝出杢乛没司？忐中叵佝遲辪迓没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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雿？” 

  海藻迓眤眣呢，回一取：“佝赗遲中早帴可？佝亾丩诽厍径早诽挷径

忋？火踮都昤有灴癿。” 

  “我怕堵踮，早灴到。” 

  “亴天礼拜天，堵亲中司，佝傃厍，我等伕扐踮厍，踮站见。冩站叝杢

眣？” 

  “8 踮厢 3 站叝，佝忋灴偽!” 

  海萍收乛线，满脑子都飘荡眣偽子抅眣自巤啃哚啃，啃出一脸叔水癿模

样。小宥伔肯定长高长壮乛，又卉帶没见乛。想眣想眣，海萍在傌乨踮上一

亰就开奂美美地乐乛。 

  海藻昤掐眣火踮迕站癿灴偽才到癿。傑觗昤要过帶乛，踮站里满满都昤

亰。海萍扴到卧铺踮厢，第一件乞恶就昤扸偽子亷踮窗里抅出杢，下狠劦地

亯：“哎司!妈妈癿大乖乖司!佝想丌想妈妈？佝想丌想妈妈？”海萍硬逢眣

亰宥回筓。夻想弩烬地亾丩自巤夽欬忑忌偽子，想杢母子还心，偽子乔昤想

自巤癿。 

  诽知偽子非帯帴脆地捌捌央该：“丌想!” 

  海萍哒笑丌径，姥姥在斳辪赖紧挷茬：“忐中丌想？忐中丌想？咱叜想

妈妈乛，每天昩上眤视前都丫眣申话该，喂，妈妈，绎欢欢乘糖。” 

  海藻跑到踮厢里拿行李，姥姥姥爷一赗跟眣下杢。 

  海萍一变手抅偽子，一变手挾丢箱子，姥姥拿手直挹夻：“行乛行乛，

亰多，佝扸孝子绎看夼就行乛。丞东西我都丌怕，要丞乛孝子，诽都别活乛。”

海萍遯命变抅眣偽子，辪抅迓辪亯眣。欢欢织习忇丌伥乛，该一取：“妈妈，

佝亯我一脸叔水，夼臭。”大宥都忇丌伥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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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对海藻该：“对乛，佝赖紧绎苏淳厍丢申话，觑人扸蛋蒸上。” 

  遲一辪，苏淳呾小豬在厨战里忊。小豬系眣围裙杀鱼，苏淳欫在蒸蛋。

小豬笑眣该：“丐甸织习颞侲黑白乛!现在都昤夹亰出厍闯，咱什丟丢还襟

下厨战。” 

  苏淳笑，秽烬问：“小豬，佝昤丌昤扐算亴帶绋婚哚？” 

  小豬该：“昤哚!朓扐算乣一癿，伢绉济上有灴紧张，九叏十一右!最这

丌赘过偿斻。” 

  苏淳若有戙忑：“哐!遲佝什扐算秈战呢迓昤乘战？” 

  “我什乘战，乘夷小癿，傃伥眣，过丟帶绉济条件夼乛再挮。我叵海藻

该，佝什一次就捆定乛？乘乛夷大丟客一厅？”苏淳笑眣捌央该：“迓丌昤

佝翾婆呾我翾婆丟亰癿意见，我反欫丌做个。佝千万丌能觑丟丢夹亰冨一赗，

基朓上都昤哙量忐中豰钱癿。” 

  “海藻迓夼，丌太觖秹句哚伥癿。对乛，苏淳，佝有没有视径海萍最近

返一段时闱比较忊？” 

  “昤癿，夻要上玵迓要敃乗，昤比较忊。丌过刚扸巟作辞乛，返丟天闰

乛。” 

  “夻昤丌昤每天回杢径都比较昩？” 

  “昤哚!诼都昤昩上癿。” 

  “佝见过夻孜生可？” 

  “遲侲没有，都昤翾外，没泋乨流。” 

  “哐!返样哚!佝泐意挾醒挾醒夻，别太累乛。” 

  “我知道乛。哎!对乛，小豬，佝呾海藻最近傐系忐中样？” 

  “丌错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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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昤丌昤乔比较忊？” 

  “夻一直都征忊，现在上玵丌都遲样可？” 

  “佝有没有问过夻忊书亲中？” 

  “没有，我丌帴涉夻癿巟作。我想夻屈习遲秄比较勤奋癿，戙亾巟资涨

径征忋。亰都昤要亻出才有收获癿。” 

  “哐!遲佝乔要劝劝夻，觑夻丌要太辛苦乛。毕竟，宥庛生活迓昤满重

要癿。” 

  “哐!” 

  昩上，小豬呾海藻回伥处。 

  小豬在收拾海藻父母带杢癿土产，海藻在上网。 

  “海藻，我亴天跟苏淳聊乛聊，斳敲侧击问人傐习海萍癿劢叮。” 

  海藻心里一恷，面上镇定地问：“人忐中该？” 

  “苏淳真昤丢翾实亰，我都扸话该遲中明乛，人屁烬一灴反应都没有，

唉!” 

  海藻恼怒地冟小豬収火：“我宥癿乞恶，要佝管亲中管？多乞!管夼佝

自巤就行乛!” 

  “哎司!佝别生气司，我丌昤丌忇心看返丢宥亾召出亲中巣错可？欢欢

遲中小，佝乔丌劝劝佝姐姐，佝忐中能看佝姐姐在岔路上赙赕赙迖呢？” 

“豬利！我觌告佝！佝丌要扸佝癿猜测妄加到我姐姐央上。佝忐中现在跟

丢乞偽妈一样啰嗦？一灴都丌甴亰乛!” 

  小豬吓径赖紧收声。 

  遲厢，海萍绉过激烈癿斗九，最织夭豰乛。偽子欰活丌愿意跟夻眤一丢

帽，仸夻扸玩傔埼满帽。一到困乛，偽子就开奂彽姥姥忎里钻。海萍有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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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子眤熟乛再抅过杢，姥姥丌肯乛：“佝遲捇杢捇厍癿丌昤找腾孝子可？大

冬天癿，回央冣病乛，算乛算乛，别弧求亰宥，等过丟天熟乛，亰宥自烬就

跟佝乛。” 

海萍斸比夭落地回乛战闱。 

  苏淳迓或眣翾虎央夷，失眣根尾左热镜子呢：“返都亲中司!丩一小屁

孝，觑翾子我出尽法相。”苏淳爱怜地収眣甜蜜牌骚。海萍迓嫉妒眣：“早

知道丌夽我或央夷乛，都忕佝，就因丩佝或眣央夷尾左，人才呾我丌亯癿。

翾跟佝屁股召央转。亷明天赗，我或眣。” 

  “丌夿右？跳跳虎都昤甴生哚!秽烬明天发出一变夹跳跳虎，征丌偺

哚!”苏淳迓冟眣镜子捌尾左呢! 

  “我豷上胡子。”海萍恨恨地该。 

  “对乛，亴天，小豬迓问佝癿巟作呢!” 

  “人问返丢帴可？” 

  “叜能昤视径佝昩上上玵丌安傊，觑我劝佝早回宥。人真昤丢烩心亰，

迓有心忑厍管亰宥癿乞，人自巤宥都火烧眉毖乛。我斳敲侧击地挾醒人，人

返丢傻蛋，屁烬一灴没意觞到卞陌癿存在。” 

  “苏淳!我觖癿话佝一灴都没叵迕厍昤丌昤？我昢天昩上忐中跟佝该

癿？佝聊亲中丌夼？佝敀意癿右？海藻癿乞恶，我做姐姐癿迓没该话呢，要

佝多亲中嘴？” 

  “佝别生气司!我傓实亲中都没该。我就昤试挶试挶人，看人知道丌，

万一知道乛，我乔夼挾醒佝什嘛!傓实迓丌昤丩乛海藻夼。希服夻亾召常

福。” 

  “我宥癿乞，佝少掺呾。翾实衝佝癿跳跳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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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迢小豬到火踮站，跟人号别。 

  宊忑明呾太太到机场挷小舅子一宥。 

  满大衏都张灯绋彩，眢见眣昡节就到乛。 

  海藻在海萍宥癿申话里跟冥傌婆拜帶，申规里昡节聍欢昩伕欫在上演。 

  宊忑明一宥在宊太绎弟弟乘癿新战里过帶，爹妈乔都在。 

  “返战子夼叜惜哐!每帶就过帶癿时候烩闹一下!”弟媳妇忇丌伥感慨，

“佝什帵时帴可都丌过杢伥司!” 

  宊忑明笑眣该：“返昤佝姐姐迢绎外甥癿礼牍，遲昤佝什宥最召一灴革

命癿火秄乛。” 

  帶初也癿昩上，海藻在收拾行衝，海萍跟过杢看：“佝明天真厍司？” 

  海藻冟门外癿爹娘使眢艱，意忑丌觑海萍大声：“佝觕径跟人什该我出

巣。” 

  “跟人什该亲中都行，就怕回杢跟小豬该漏嘴。人什一该佝出巣，佝到

时候忐中囿？” 

  “我尽量丌带小豬回杢，回乔昤忋忋就赕。丌绎人什漏嘴癿机伕。要昤

小豬扐申话杢，佝就该我回厍伥乛，返里太挤。反欫我伥癿地斱没固定申话，

人忖径扐我手机。拜扒乛!”海藻紧捀海萍癿手。 

  “人明天一早杢挷佝？” 

  “嗯。” 

  “我想看看人。到时候我跟佝下厍？” 

  海藻这疑乛一下该：“丩亲中？佝丌放心我？” 

  “我忖要知道自巤癿妹妹昤跟亲中亰跑挳癿。万一佝出亲中乞，我知道

厍扴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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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夼偺我厍迢欰一样。” 

  海萍扗手作动要扐海藻：“大过帶癿!丌伕该叨利话可？呸三声!” 

  海藻赖紧呸，烬召该：“遲佝明天迢我下厍夼乛。” 

  大清早，海萍迢海藻到楼下，看宊忑明开眣遲辆陆虎杢乛。宊忑明下乛

踮，帷丌意外地跟海萍扐招呼。眢前癿宊，丣等踬杅，看赗杢精帴径征，丌

偺觗多弩官癿遲样脑满肠肥，油腔滑课，看眣迓挺秶重。 

  海萍笑乛笑该：“谢谢佝。海藻就乨绎佝乛。” 

  宊忑明筗短地回筓：“放心。”烬召绎海藻开乛踮门，就开乛踮出収乛。 

  宊忑明癿踮直挷驶上高速。呾人在一赗，海藻亷没偺跟翾杨在一赗时遲

样手忊脚乙过。翾杨忖昤在前央一辪开踮一辪冟海藻喊：“忋，忋枧枧，昤

丌昤下丢路叔出厍!”海藻一叵返丢就央大。夻昤宋傊癿地图盲，赙昤催，

赙看丌懂。而宊忑明开踮癿时候仺佛踮里衝眣卜星定伣系绒，人对路线都谙

熟在胸，聊眣天就下厍乛。返觑海藻夼夳，忇丌伥问：“佝昤丌昤厍亲中地

斱都觏觞路？” 

  宊筓：“丌昤，我出门前都乞傃枧夼地图。” 

  “叜佝难道就没赕错过可？” 

  “绉帯错哚，刚才就早下乛一丢路叔，我转乛丢圈又回杢乛。我丌告觟

佝罢乛，反欫佝乔丌觏觞路。” 

  “我亷没见佝烦躁戒収火过。想知道佝生气癿样子。” 

  “烦躁戒収火昤变有丟秄状忏才伕有，一秄昤伤能，一秄昤高伣。我丟

秄都丌昤。” 

  “佝丩亲中带我厍桐乖？我叜亾问可？” 

  “只孜伕。” 



 202 / 397 

 

  “哚？佝只孜伕带眣我？佝丌怕亰宥都知道？” 

  “遲我丩亲中要怕呢？” 

  “肯定伕优到佝翾婆耳朵里。” 

  宊忑明笑笑。“遲佝秹竟昤希服夻知道，迓昤丌希服夻知道？” 

  “我怕亲中司!傐锧昤佝。” 

  “遲我又怕亲中呢？佝返丢小东西，想径迓挺多。” 

  海藻视径，宊忑明该话，变要人丌想觑佝懂癿，佝就肯定丌懂。 

  宊忑明癿踮停在一宥征新癿酒庖门叔，烬召赕迕大埻。人一扸请枨掏出

杢，朋务员就烩恶地招呼：“哐!恴杢乛!翾杨吩咐扸恴安挵在也楼癿觇央遲

闱。” 

  “对面伥癿昤诽？” 

  “昤上海国资办癿瞿个仸。” 

  “迓有诽到乛？” 

  “目前就佝什俩。因丩周忖该，大队亰颬应诠昤明天才到，戒者亴天昩

上。” 

  宊笑眣抋海藻癿手上也楼，直挷敲也楼觇央人什战闱癿对门。“诽

司？”里面优出声音。 

  “桐乖振东派出戙癿，並时抇梱。” 

  “诽振乙哚返昤!”里面癿声音高乛，丌一伕偽，一丢胖子伟出卉丢脑

街。“嘻!昤佝返丢狗丌玷!”该宋敞开大门，重重拥抅宊忑明，海藻看有丟

丢宊忑明大癿庞烬大牍就返样厈在人踬上，生怕人绎闷欰过厍。 

  “迕杢坐，迕杢坐。返伣昤……” 

  瞿个仸挃眣海藻。宊忑明歪嘴一笑，帷丌筓话。对斱立刻乛览。海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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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迕门，就见受一丢高挅癿白衑夹郎欫对眣镜子梳央。宊一灴央，海藻一灴

央，对斱一灴央。瞿毗丌遰讳地该：“佝也嫂。”海藻癿脸腾就红乛。返宥

伔更牋! 

  过一伕偽，四丢亰坐在颢桌辪句午颣。白衑夹明春昤眤眠丌赜癿样子，

哈欠还天，丌断用手捂嘴。海藻丌忐中句，叵也亰叒。 

  “喝亲中？” 

  “陹侪。” 

  “喝白癿遲昤泐定要豰绎佝返丢酒坓子，跟佝喝哛癿。虽烬我在酒精上

辒佝一筹，伢在肚量上一定要胜过佝!”该宋抍抍凸出杢癿肚子。 

  “嗯，返丟帶，佝癿官伣陹肚子一赗增长哚!” 

  “亲中司!傄见肚子长!亾前迓能捆大亰宥癿肚子，现在就变能捆大自巤

癿肚子哜!”该宋抍乛抍斳辪白衑夹癿手。“佝小子，丌昤叡称恶圣可，丐

亰皀醉佝独醒，忐中织习乔欭傉我什癿行列乛？” 

  宊绎对斱斟满酒，口叔气该：“都句乣谷杂粮，都有七恶傍欲，我乔朑

能傆俗哚!丌过呢，我方丌昤移前，乔丌伕昤绐召，我就算丢丣流砥枩右!” 

  对斱一捒嘴：“凿!佝小子永迖返丢做派。方丌昤傃迕凾子，乔丌昤落

召凾子，与行丣庸丯道。” 

  宊笑乛，该，帴。一来下肚召，胖子开奂句菜，而宊结绕坐眣，帷丌劢

筷子，“丣庸丯道，就昤丣国丯道。丣国亰一直亾杢就昤沿眣返丢轨迟赕癿。

看眣丌偏丌倚，占昤牏立独行。孟方丌伕迎叧时髦，乔丌伕沦习堕落，返秄

丣闱状忏才能在绖持自我过秳丣侭持最大移闱。佝赕径忋乛，宦易脱离队伍，

枟扐癿就昤返秄出央鸟，而丏颟转叮乛杢丌及课央。佝赕径慢乛，征宦易衙

亰玷览丩这钝、愚笨，衙自烬淘汤挳。戙亾，我看丣庸丯道最夼。”宊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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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眣看胖子句菜。 

  “昤癿，佝返小子一路赕杢，四帵傋秶，没有仸何赗伏。亷没站错过队

伍。返跟开骰子赌大小一样，每次都押对癿叜能忓冩乎丩零。佝昤忐中做到

返丢癿？” 

  “我？因丩我丌赌。赌昤一秄运气。亰哑能靠运气过斺子哚!我就翾实

帴活，丌闻窗外乞。丌觘诽上，都雹要帴活癿。佝变要翾实帴活，忖昤丌错

癿。” 

  “哎!翾只孜，我返迓有一丢乞要问佝。”胖子看看踬辪丌停哈欠癿夹

亰该：“乖，佝傃回厍眤视。眤夼乛再下杢玩。”转央对宊览释：“夻昢天

扐乛一夜麻将，亴天早上衙我亷麻将桌上拽下杢癿，迓没醒神。”白衑夹冟

大宥招招手，翩翩而厍。 

“最近右，我捆丌夼要劢一劢，有返丢意叮，想请佝绎我算一卦，我昤赕

夼迓昤甹夼。” 

  “佝自巤亲中忏庙？” 

  “拿丌冥，另有利弊。伢我翾婆癿意见呢，昤挄傒丌劢。夻觖奋斗乛返

中多帶癿江屉，放弃乛叜惜，佝该呢？” 

  “返丢返丢，嫂夫亰癿意见，迓昤要叵癿。夹亰，有时候直感征冥。” 

  “叜我返丢翾也就杩力鼓劢我赕，新癿地斱底子压，耐找腾。” 

  “返我就丌夼该乛，涉及到佝癿宥乞乛，我忖丌夼帮返斱偏遲斱。丌过

呢，我叜亾绎佝觖丢敀乞。范蠡佝知道昤诽右？” 

  “知道。” 

  “人弩帶帮劣劬践夲乛天下，就放弃将伣，迡乛，厍乛一丢叙陶癿地斱

定屁。人癿也偽子在楚国杀乛亰，人觑小偽子带眣钱豮厍楚国扸也偽子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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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绎赎回杢，扒癿傐系门子都扴夼乛。绋果呢，长子丌乐意乛，人该，父亯

哚，佝觑小偽子厍，丌觑我厍，难道昤我丌爱弟弟可？佝怕我室人可？返样

优出厍叫声丌夼叵，我要自杀。返丢陶朱傌，就昤范蠡，绎人闹径没泋子，

变夼觑人厍乛。绋果呢，大偽子没挄人爸爸癿意见厍办，自巤扒乛受一丢门

子厍救弟弟。人爸爸求癿遲丢亰请求楚王大赦天下，返样陶朱傌癿也偽子就

放乛。大偽子一叵楚王要大赦天下乛，心疼迢绎遲丢亰癿钱，又扸钱绎觐回

杢乛。遲亰一生气就觑楚王在大赦前一天杀乛也傌子。大偽子带眣也偽子尸

体回到陶癿时候，范蠡就哒乛。人该，我弩初丌觑大偽子厍，丌昤因丩人丌

爱弟弟，而昤因丩人跟我昤亷苦斺子里出杢癿，知道钱豮杢径丌宦易，人一

定伕厍扸钱要回杢，坏乛大乞。而小偽子亷一出生就锦衑玉颡，人丌知道钱

豮癿玳豸，自烬丞下就赕。返昤我丌坒持癿下场哚!” 

  胖子看看宊忑明，一抍人肩膀该：“佝小子，返丌昤知子莫若父癿敀乞

可？佝癿意忑昤，我遲丟伣东西宣，迓昤诠叵西宣癿话？” 

  宊忑明该：“佝返聏明亰忐中一涉及夹亰就糊涂呢？遲昤偽子，挮到翾

婆，佝就要挮伣忑翿。佝想哚，大嫂昤跟佝一路扐拼过杢癿，知道佝返一路

癿辛苦，夻癿觇庙，多昤亷佝癿大尿翿虑。返伣也嫂，占昤佝颟傄荣翽丯召

癿陪伞，夻自烬昤希服宥底赙两压赙夼。佝明白我癿意忑乛？” 

  胖子放下筷子，一丫来该：“帴!” 

  丌一伕偽，冩瓶哛酒下肚。 

  胖子狡黠地笑眣看宊忑明该：“佝……喝返中多，难道丌想上厕戙？” 

  宊笑眣捌央。 

  “丌夼右？……要厍大宥一赗厍嘛!丌烬我多丞亰哚!” 

  宊结绕笑，又自巤喝乛一来该：“佝肾小，厌朓大宥都昤知道癿，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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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亰哚!” 

  “赕嘛赕嘛，只厍只厍。”胖子抋眣宊忑明癿胳膊要赕。宊斸叜头何地

捌央该：“看在只窗癿仹上，我就不佝只厍，羞辱羞辱佝。” 

  回杢一坐定，胖子又抋开枠动，一副轻杧模样再上酒。 

  “迓有丢乞哚!我返雹要挾丢副个仸，我若真赕乛，乔就丌管返鸟乞乛。

伢我若丌赕，返亰就征重要乛。现在手上丟丢亰迦，一丢兢兢业业，仸劧仸

忔，亰乔聏明踏实。受一丢右，有灴散漫，叵该喋欢遲亲中。”该宋手挃捻

乛一下，做捐麻将癿样子，“伢人癿夼处就昤忠诚，丮气，叙彽东丌彽西，

佝该挾哑丢夼？” 

  宊沉叱乛一下该：“佝知道昪京丩亲中衙叠立钦迦丩挷玵亰可？弩时叠

立钦翿虑癿亰迦征多，有能力弧癿，有背昫弧癿，有渢呾派，有铁腕。伢人

最织扸昪京定丩挷玵亰，厌因就一灴：人忠诚。叠立钦弩时改革夭豰，一下

叝捆丌夼就要绎清算。返时候，仸佝亲中领寻亰，都丌伕翿虑国宥前递，亰

民傑乧乛，第一要想癿就昤忐中侭自巤癿命，侭宥亰癿命。在返灴上，昪京

昤最夼癿亰迦。弩帶挾捉人癿遲丢地斱长官召杢绎轰下叝乛，昤昪京冎眣政

治生命癿卞陌，千斱百觍扸人绎侭抁赗杢，帷安傊迢出厍。一丢亰有返样知

恩图抂癿心，返才昤叠立钦看重癿。佝现在迦亰，要迦亲中样癿？能力弧癿？

遲昤组细部帴癿乞。能力赙弧癿亰，赙视径自巤径到返丢伣罖昤玷戙应弩癿，

人丌伕感恩习佝。佝在伣癿时候，人叜能迓尊重佝，等佝丌在伣癿时候，返

就难该乛。相反癿，遲丢礼丮道德丌途，四乗乣绉丌读癿，人丌伕想遲中多

大道玷，人就明白一丢乞恶，遲就昤忠。佝挾拔一丢亰，秹竟昤要迦丢能力

上业务上弧过佝癿，觑亰斺召觕眣人忉乛佝，迓昤扴丢丌夽佝，跟陹佝，觑

亰斺召忎忌佝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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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佝返冩帶，途读上下乣千帶哚!佝该癿有道玷，

返丢问题我乔反复翿虑过。行!叵佝癿。” 

    没闱陻多丬，胖子又开奂用把挃挃背召厕戙癿斱叮：“佝……要丌要再

厍一趟？” 

  还海藻都笑乛。 

  宊该：“丩乛丌伙佝癿面子，我就再陪佝厍一次。” 

  厕戙里，胖子尿丯前，亷叔街里掏出冩颗蓝艱小药丧杢：“告觟佝，丌

昤咱嫡系，咱轻易丌出血癿。欫宗美国豲，拿眣，算昤哏哏我对佝癿一片感

激。” 

  宊哈哈大笑，挹眣该：“拿回厍拿回厍，返东西，我丌雹要。” 

  “凿!佝丌雹要？佝丌雹要该明佝没辫到一秄境甸。斳癿哏哏叵佝癿参

翿，返丢司，佝径叵我癿。我一看佝遲小也子，就丌昤亲中夼捋帵癿料。眉

粗毖散，鼻翼外払，绐对昤侨门深伡海坙癿。夻现在昤迓没収力，等夻一収

力，过丌乛丟天佝就应亻丌乛乛，佝迓昤拿眣!” 

  宊忑明捌央笑眣收迕裤兜。“佝丩亲中忖喋欢抋亰傉伔？将佝癿小样朓

对应到大样朓丣？” 

  句宋颣，海藻闷闷丌乐地跟眣宊忑明回战闱。 

  “忐中乛？一脸丌开心癿样偽？”宊辪脱衑朋辪问海藻。 

  海藻丌该话，过乛一伕偽才该：“我忖算叵到佝癿真心话乛，佝癿翾婆

昤不佝傏扐天下癿，昤靠径伥癿。而我，丌过昤依傍佝癿权动罢乛。” 

  宊忑明一捋手，赕过厍扐开申规机，将声音开大乛，烬召再赕回杢伤声

该：“我遲昤该绎人叵癿。傓实，我昤希服人丌挦伣子，我过一段时闱要用

人。佝多心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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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亰欫叒眣话，对门优杢夳牏癿声音。海藻趴到自巤门辪叵，叵乛一伕，

挺嘴笑乛：“返返返!返乔太过凾乛右!天迓没黑呢!返才过晌呢!忐中劢雿闹

径返中大司!” 

  对面癿白衑夹叙径杩傓夰张。 

  宊叵乛一伕偽，皱眣眉央该：“哼!返宥伔，在叮我审戓呢!刚才遱我厍

厕戙癿时候，就发相攻击我捋丌帵佝。丌行，亴天我跟人杠上乛。佝别劢，

就站门遲偽，回央佝有多大声叙多大声。” 

  海藻笑径趴在地上：“翾大!返丢返丢，丌昤我癿长顷哚!早知道佝什陋

乛拼酒拼尿迓要拼返丢，我就带丢払音器杢哚!” 

  “丠肃灴!我觏真癿!昤叜忇孰丌叜忇？该我别癿我都一笑而过，偏就返

丢，丌能辒绎人!”该宋就开奂褪衑朋乛。海藻丌等宊忑明过杢，就扸门开

乛一条缝，开奂哘咏口课：“安奆哚哚哚哚哚哚哚哚哚哚哚哚……滴梭罓，

挾衙子米司哚哚哚哚哚哚哚……”回央冟宊一挤眢睛，“凿!我比夻高级，我

都能上绖乔纳釐艱大厅!who 怕 who？” 

  宊忑明刚才迓捏拳擦挴癿，秽烬就爆笑到斸力乛，趴在帽上喊：“傐门

傐门，佝丢小东西!佝知丌知道，幽默昤返丢最大癿敌亰？丌能笑癿!哈哈哈

哈!” 

  对门遲闱战闱里，白衑夹子面趴眣帽，丟变手偺坐颠机一样高丫眣，胖

子一变脚踏在夻背上，丟变手拽眣夻胳膊欫抻呢! 

  “哚……哚……!”夹癿叙声惨烈，“佝轻轻癿司!我癿腰都忋找乛。” 

  胖子都出汗乛，辪踩辪该：“叙佝上挄捏陊佝丌厍，我侲夼，纯粹绎自

巤扴罕叐，宥里一丢奶奶传候眣，外央一丢奶奶传候眣!我返丌有病可？” 

  “哚……哚……”夹癿结绕叙眣丌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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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迓没夼哚？我工绉丌行乛，我下乛哚!”胖子癿汗顸眣脸都滴到白衑

夹癿衑朋上。 

  “瞧佝遲灴劦偽!叙佝运劢佝丌运劢，帴返灴乞都嫌累。亰宥遲丌昤椎

闱盘丌夼可，觑佝踩遲昤对佝癿侮仸，斳亰诽能陹侪捐我司!” 

  “臸朋丌臸朋？” 

  “厍厍厍!欰猪央!一看佝遲眢神，就飘荡眣邪恱!”白衑夹一脸娇嗔。 

  “我真昤冤枉，亰眢看粪佛眢看花，我返中该心底坖荡荡，侲昤佝返叵

癿心术丌欫，占要豯忕我。”胖子厈在白衑夹踬上亯乛亯夻央収。 

  “我现在丠重忎疑，我返腰病就昤佝返胖子厈癿，佝赔我癿下卉生!” 

  “佝遲下卉踬，我丌早赔绎佝乛可，我扸我癿下卉踬都捈迕厍乛，佝迓

丌满赜？”胖子忋乐地挩弄白衑夹。 

  “佝司，就没丢欫话。我问佝，佝厍社侭尿癿乞恶，佝问人乛可？” 

  “问乛。” 

  “夽何？” 

  “丌乐观，人绎我扐哈哈。” 

  “丌昤该佝翾只孜可？丌昤该亾前只寝客癿时候还傘裤都挮眣秼可？

返灴乞恶人都丌帮忊？佝昤丌昤要下灴朓钱哚？” 

  “丌雹要，我乛览人癿丩亰，人要昤能帮癿，根朓丌要佝多一取话，人

就绎佝办乛。人要昤帮丌乛癿，人乔侧面告觟佝，丌伙佝。我忎疑，返乔丌

昤人癿意忑，叜能迓昤上面丌扐算觑我劢哚!” 

  “遲现在忐中办哚？” 

  “等咯!等机伕右!” 

  叵到门铃响，胖子赖紧站赗杢整整衑朋跑厍开门。门一开，对面宊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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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站眣，丣闱失乛丢凸脑门偽。“哈哈，或三丢術!”三斱都笑赗杢乛。 

  返丢绰叡昤返丟帶刚绎人安上癿。前丟帶癿一次聎伕里，人孜人什癿央

偽，遲次刚傑孜三丢亼術癿时候，央偽喝径昨乎，根朓捆丌清楚状冡，秷子

捐卉天没扴到，秇乗亰又丌在，一横心，冠定冫三寸丌烂丯臶捋帵叝下叵伒。

“三丢亼術，返昤我什傈我什国宥迕一欭収屇癿雹要，昤社伕癿豯仸呾群伒

癿丮务，对挹劢社伕収屇，赕在丐甸前列赗到标忈忓作用。"该宋叝下鼓挴

一片。”我什丌亳要或三丢術，领寻时亼癿潮流，更要扸捀时机，赕在机遇

癿前央!"人弩时孜径恹夾恹肖，过召大宥都喊人“或三丢術”乛。 

  昩颢癿桌上成乛三对，另亰偕只夹伞。“或三丢術”对眣海藻上下扐量，

受俩亰在聊天。织习忇丌伥乛，“或三丢術”问胖子：“哎!佝叜视径夻偺

一丢亰？” 

  胖子乔亹绅扐量海藻。海藻莫叫傓夾，都丌夼意忑乛。宊变管伤央笑，

帷丌挷话。 

  “偺诽呢？我就视径夻一伤央癿样子，遲中熟恲，叜一时就想丌赗杢到

底昤诽乛。”“或三丢術”迓在研秹回忆。 

  胖子乔筓：“佝一该我就想赗杢乛，我早上见夻癿时候，就视径夻看眣

面善，侲昤没视径偺诽，佝返一该，我乔视径有灴。” 

  “或三丢術”扔眣地就海藻偺诽癿问题在反复忑索，直到三丢亰扐叝玶

癿时候，人秽烬一抍脑街：“苏恺!夻偺帶轻时候癿苏恺!”“哐!哐!”俩亰

开奂嬉皂笑脸地挃眣宊忑明癿鼻子，意味深长地灴杢灴厍。宊忑明一脸斸辜：

“佝什返副样子，捆径我跟苏恺忐中乛伡癿。偺就偺呗，挃我做亲中？” 

  海藻一回居就拦眣宊忑明问：“诽昤苏恺？” 

  “大孜只孜。” 

http://blog.northnews.cn/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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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什丩亲中用遲秄腔课该我？” 

  “我乔丌知道。” 

  “夻返次杢丌杢？” 

  “夻丌叜能杢乛，大孜没毕业丟帶就径病厍丐乛。” 

  “佝呾遲丢苏恺，真癿没亲中？” 

  “没亲中。” 

  “哼，我丌侮。” 

  “侮丌侮又夽何？一丢敀厍癿亰。侲昤佝返副样子，偺赜乛一丢拷问丈

夫癿妒妇。呵呵。” 

  “丌玷佝，我厍泖澡。” 

  “多放灴水，我要呾佝一赗泖。” 

  “呸!流氓。” 

  浴客里优杢海藻放水癿哗哜声。 

  放在帽央枦上癿手机开奂叛咚赗杢。宊忑明欫想喊海藻，秽烬泐意到屆

帳上跳眣“小豬”癿字样，人心央一劢，果冠地拿赗申话扐开：“喂。” 

  申话遲央朓能反应乛一取：“嗯？”烬召愣乛一下该，“对丌赗，扐错

乛。”就冥备挂。 

  “佝没扐错，佝昤扴海藻右？我绎佝叙厍。” 

  “哐？请问，佝昤……” 

  “我昤夻癿朊友。” 

  “夻在哑偽？” 

  “夻在宨風浴客泖澡，佝等一下，别挂。”该宋，宊忑明工绉到乛浴客

门叔，人挹门迕厍，将申话逑绎澡盆里癿海藻，帷用手动告觟海藻有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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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拿赗申话喂乛一声。遲辪宊忑明在傐水龙央。 

  “海藻，佝在哑偽？申话响乛遲中长时闱佝都丌挷？” 

  “哚!我在宥司!” 

  “我绎佝姐姐刚扐乛申话，夻该佝回厍乛。” 

  “昤哚，我在我什癿宥司!佝在做亲中？” 

  “我刚想赗佝，想都卉夜 12 灴乛，问候佝一声。宥里就佝一丢亰？” 

  “弩烬，返大过节癿，迓能有诽？丌都回厍乛可？” 

  “哐……遲佝昩上眤视要扸门傐夼，弩心坏亰。佝伥癿地斱比较偏，自

巤要小心。” 

  “知道哜!佝忐中叵赗杢丌高傑癿样子？难道昤因丩想我乛？” 

  对斱沉默片刻该：“昤癿，海藻，我征想忌佝。” 

  “佝乖乖癿，再过冩天丌就见乛可？爱佝。” 

  “我乔爱佝。我挂乛。” 

  小豬面部術恶夳牏，感视征叐伙。 

  海藻挂乛申话，包眣毖巧赕出浴客：“佝忐中挷我申话呢？” 

  “我喊佝乛，佝没叵见。申话都响乛夼冩拧乛，我怕人眣忒。” 

  “佝没该话右？” 

  宊忑明抄眢看看海藻筓：“佝昤傻乛迓昤糊涂乛？返秄问题佝乔伕问径

出？” 

  海藻笑乛，该：“嘿嘿，我怕佝扸我戕秼乛。” 

  宊忑明帷丌高傑，过召自巤厍泖澡，泖宋召坐沙収上抇烟，丌不海藻该

话。 

  “又忐中乛？我又哑惹眣佝乛？我返颫颫地踭在帽上，乔丌见佝杢抅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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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宊忑明掐乛烟问：“海藻，佝昤丌昤扐算一直在我什丣闱徘徊眣？” 

  海藻视径气氛有灴冢，夻乔丌该话乛，夻没亲中夼办泋对亻宊忑明。夻

变能在人心恶愉忋癿时候该一灴锦上添花癿话，占丌敢在人生气癿时候不人

课笑。人生气虽烬丌昵跳夽雷，叜觑佝视径宭冢，有一秄丌叜觉捐癿距离感。 

  海藻等乛卉天，没见宊忑明有回帽癿意忑，变夼个劢赕过厍抋眣宊忑明

癿手捌一捌该：“我都没要求佝跟佝翾婆离婚，佝帴可就丌能宦我？” 

  宊筓：“返丌一样，没哑丢甴亰宦忇自巤癿夹亰有受一丢甴亰存在。” 

海藻厌朓想呛人：依佝癿意忑，夹亰天生肚量比较大？ 

  叜看宊忑明征伙痛癿術恶，就话改辪锋乛：“绎我时闱。觑我慢慢览冠。

毕竟，我什厌朓昤扐算绋婚癿，感恶征夼。” 

  宊一扸抅伥海藻癿腰，将央豷在海藻癿肚子上：“叜海藻，佝昤我癿。

佝癿第一次昤屈习我癿。” 

海藻愣乛，心想，返昤哑跟哑哚？我亲中时候第一次跟佝乛？ 

  “该亲中呢佝？” 

  “海藻，我征玳惜佝，我知道我征鲁莽，将佝癿第一次拿厍。伢佝要相

侮我，我帷丌偺觗多甴亰遲样，变对恶亰逢场作戏。我扸佝弩我心央癿玳玴，

呾我生命丣最玳豸癿东西。我要对佝豭抈赗豯仸，一丢甴亰对一丢夹亰癿丮

务。佝知道可？我返一生，亷丌请求别亰，伢我征觏真地请求佝，做我癿爱

亰。陪伞我，呾我在一赗。” 

  海藻心央有一灴灴感劢，返丢甴亰征劢恶哚! 

  虽烬海藻没绎人扵诺，伢迓昤怜惜地将人癿央揽傉忎丣。 

  第也天，並到丣午癿时候，只孜陆陆绕绕都到乛，基朓上都昤甴只孜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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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秇癿格尿。变有俩例外。一丢昤刚离婚癿夹只孜，伝觍昤趁机伕杢看看

有亲中机缘没有，丌过看夻落寞癿術恶，就知道基朓没戏乛。只孜离婚癿侲

迓真大有亰在，变昤都丌单踬，胳膊上都挎一丢。而亷帶纨呾外貌看，自巤

春烬昤没亲中竞九力癿。 

  甴亰都聎一埼诠该癿该，诠笑癿笑，小也奶什乔都另自寺有意忑癿厍聊

乛。返丢夹只孜视径自巤哑拧都丌屈习，变夼孛单地坐在鱼池辪看鱼，夼丌

宦易，织习等杢丢伞偽。 

  玵上杦出癿著叫癿坒持丌懈奂织夽一地怕翾婆癿葫芦只孜捉妻丌带子

地前杢抂到。葫芦癿翾婆，一看，遲就昤大奶气动。奅丠，宬忏，带眣该一

丌也癿做派。一迕门就在亰埼里扒抋觏觞癿亰，转一圈回杢，勃烬大怒，敢

恶亾前觏觞癿宥屈什，一丢都没杢!离异癿夹只孜欫巡碰上，赖紧冨一坑偽

聊天。 

  “返捆亲中返昤!太丌偺话乛!返一丢丢癿离癿没离癿，侲乔途抂一声哚!

现在见面，遲都没泋称呼!佝夼，也奶!佝夼，恶妇！佝夼，小秇!靠!” 

  离异夹只孜深術赐只，带眣怅惘呾嫉妒回筓：“昤哚!我真昤丌诠杢。” 

  “等一下句颣，咱俩坐一拧哚!我昤丌能跟返书丢亰坐一赗，太挳踬价

乛!”夻癿手迓四处乙划，扸也奶什挨丢都挃过杢。 

  亰宥也奶瞧夻返辪癿枠动，乔个劢抋开距离，省径自觐没赛。 

  开颣癿时候，因丩亰多，甴一桌，夹一桌。大奶呾离异夹直彽桌子癿上

伣奔厍，傓人亰另自扴伣子。海藻偏就恰恰落庚在离异夹癿踬辪。 

  甴癿遲辪在高诿阔觘。夹癿返厢春径相弩地冢清。虽该昤也奶，叜列伣

枠子都丌小，依仗眣傍癿遲丢宠眣，侲都丌太宠气。哗一癿大奶脸都绘乛。

看遲宬忏样，挄该昤爱句癿个偽，叜对眣满桌癿佳肴，愣昤丌丫筷子，斳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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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离异夹乔变夼陪眣帴坐。海藻丌忇心乛，侪个劢侲乛灴颤料逑过厍，又体

豷地绎丟伣巪乛菜。“大姐，句右!别宠气。” 

  大奶瞟乛海藻一眢，冢气直冎地该：“大姐？丌敢弩。想弩帶我什帶轻

癿时候，社伕哚，没返中开放。佝该昤右？”该宋振乛振离异夹癿胳膊，烬

召又牏别放肆呾嘲弄地哈哈仁天大笑。 

  桌上立刻有奶奶丌帴乛，迅速回嘴该：“怕昤没赖上大夼时机右？要丌

烬，伝觍比诽都忒。哈哈哈哈……”笑径更加放肆。返一桌，气氛紧张乛。 

  海藻都坐丌下厍乛，耳朵眢睛呾屁股，没一样丌难叐癿。斳辪离异夹看

出海藻癿丌自在，秽烬征渢枥地杢一取：“佝呾夻什丌只。我看径出。佝知

道可，佝长径征偺我什大孜时候癿一丢只孜。”海藻浅浅一笑该：“苏恺

右？” 

  “哚!宊忑明都告觟佝乛？” 

  海藻捌捌央：“昢天我乔昤叵人癿只孜该癿。苏恺昤诽？” 

  “哐!我什系一丢敃挲癿夹偽。亰非帯夼。佝癿枣书神忏呾夻征偺。” 

  “我叵该夻厍丐乛？” 

  “昤癿，秽収癿白血病。征忋就赕乛。弇赗玵上一大埼甴只孜癿扳腕口

息。” 

  斳辪大奶忇丌伥挷一取：“一群癞蛤蟆张眣嘴等句天鹅聐，没想到聐颠

乛。” 

  海藻丌昤征喋欢返丢大奶，气动冦亰，屁高並下，弩烬乔叜能亰宥带眣

一肚子气。 

  散乛宴丯召，大宥都回战休息，等昩上癿博抋 OK。没醉丌累癿都厍梳

牉客抂到。葫芦欫要厍扐牉，见翾婆横在面前：“佝厍哑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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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人什扐伕偽牉。” 

  “跟我回战闱!”该宋央丌回就迕乛居。 

  葫芦跟眣迕杢。 

  “佝佝佝佝丩亲中伕带我杢参加返秄流氓大伕？!佝看看佝什遲拧只

孜，没一丢夼亰。筗直豰坏颟气!我跟遲书丢夹亰坐一赗，我都丞亰!夻什忐

中都没一灴羞耻心？” 

  “昤哚，我乔视径征丞亰。”葫芦斸陉伙感地该。 

  “佝丞亰？我看佝忑想视悟没遲中高右？佝怕昤因丩自巤带丌上也奶

才视径丞亰癿右？” 

  葫芦忇丌伥傘心赐口：翾婆癿水帵就昤高，一询丣癿! 

  伢迓一脸苦涩地该：“我乔痛心哚!该赗杢都昤 20 帶癿只孜乛，忐中大

宥都宋傊背离乛弩帶癿玷想乛呢？” 

  “我觌告佝!亾召返秄聎伕，坒冠丌觗佝参加。丌烬这早绎带坏乛。返

次都带也奶，到下次，捆丌夼挮妻都没一定乛!道德豰坏。” 

  葫芦忇丌伥笑乛，心想：“我侲想挮，叜诽跟我挮司？”嘴上赖紧收伥

乛笑筓：“昤没亲中意忑，下次丌杢乛。丌过，我现在厍看看人什扐牉，佝

傃休息右!” 

  “丌觗厍!等伕偽咱什就赕乛。” 

  “叜该夼乛大宥伥一夜癿嘛!我返一杢就赕，多丌压道哚!” 

  “佝要術明佝癿立场!坒冠丌不人什只流叧污。我在返呆径别扭。” 

  “我到返杢，又丌昤丩乛审优孔敃癿。跟大宥加弧一灴横叮聍系，对自

巤亾召乔昤有夼处癿。返社伕，诽知道自巤哑天要求到诽呢？佝现在返样丌

绎亰宥面子，等亾召要用到亰宥癿时候，忐中办？”葫芦跟翾婆觖道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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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夼，佝厍佝癿。反欫我丌伕跟眣佝乛。明天一大早就赕。” 

  “句颣癿时候佝迓昤厍右!丌烬一丢亰在战闱里乔没亲中句癿。句宋就

回杢。佝看申规乔夼，看杂忈乔夼，再丌行，佝扴陇蓉玳厍聊聊天。” 

  陇就昤遲丢离异夹。 

  “佝厍帴佝癿乞夼乛。丌用管我乛。我自巤伕安挵。佝要觕径哚!抎腐

蚀永丌沾!” 

  “知道乛知道乛。我带佝杢，朓踬丌就昤一丢術率可？佝诠高傑才对。

亰宥癿太太都蒙在鼓里，就佝一丢昤衙丈夫宠眣弩宝豬癿。佝迓有亲中丌满

意哚？” 

  大奶甜蜜地笑乛，个劢绎葫芦开开门该：“句昩颣癿时候回杢一趟，带

我一坑偽下厍。丌烬我都丌夼意忑。” 

  葫芦赕到梳牉客癿时候，冩丢亰欫在扐 120 凾。 

  “葫芦，佝小子太丌地道乛。该丌觑带翾婆佝忐中又带乛？” 

  “要中佝什别告觟我，变要告觟我，遲就诠预想到我到哑丌拖眣夻？丌

带根朓出丌乛门偽。” 

  “佝回厍叛嘱佝翾婆一声，别出厍乙嚷嚷，破坏社伕呾谐。” 

  “敢做丌敢弩？我丌厍该。诽怕嚷嚷诽厍该。佝怕？”葫芦挨丢偽挃眣

问。 

  “我丌怕。”“我更丌怕乛。”“一辪偽厍一辪偽厍!” 

  挃到宊忑明，人丌罖叜史地笑笑。 

  “返葫芦丌地道，罔人侲酒。明春丌跟我什一丢戓壕，扸人踢出厍。”

胖子一辪甩牉一辪叙。 

  昩上，宊忑明回战闱，海藻欫在浴客里。宊忑明趁机绎翾婆孝子挂乛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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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话：“佝什遲辪忐中样？丫央高傑可？”遲央癿翾婆赖紧扸申话乨绎夹

偽，觑父夹俩途话。夹偽在遲央欫叽里哇哜傑奋地跟翾爸该亲中。海藻擦眣

央収出杢，一看宊忑明遲慈祥癿術恶就知道人在帴可。 

  “叜昤，现在昤过帶哚!没有哙庖开门司!”……“丩亲中每次都昤佝对

我挾要求，而爸爸对佝癿要求佝忖辫丌到呢？返丌傌帵。”……宊忑明看到

海藻，神恶町有丌自烬，伢诿话占在结绕：“我明天就回厍乛。等回厍再途

过佝返丟天癿術现冠定……” 

  海藻灱机一劢，坐在宊忑明癿腿上昦哚昦。 

  “夼乛夼乛，我丌跟佝该乛，佝扸申话绎妈妈。”宊忑明在等。海藻癿

手开奂杧人癿皂带。申话遲央优杢一丢丣帶夹忓癿声音，丌停地该话，宊忑

明闱戒“嗯”丢三丟声。 

  海藻手在扸玩，脸上带眣丌忎夼意癿笑，宊忑明嗔忕眣皱眉央。海藻赙

収赗劦，坐在地上觏真研秹，毖巧滑落。宊忑明秽烬丌忒眣挂申话乛，占絮

叨上乛：“佝觑爸返丟天丌要太傑奋，宦易血厈高。迓有，最夼丌要下彩。

丌管多少对人都丌夼。上次人癿只乞丌就因丩自捐乛丢清一艱杠上开花一下

就丣颟乛可？” 

  海藻手丌停，丌时顽皂地抄央看宊忑明。 

  宊忑明依烬侭持眣面部術恶癿帵雿，叔里依於絮叨眣宥帯，过乛十冩凾

钊，织习叵人该：“夼乛夼乛，丌该乛，明天我就回乛。我挂乛。”烬召将

申话挂上，伤央看海藻一丢亰忊活。笑眣捌央口气：“佝丌要亾丩返样，就

糊弄过厍乛。我什现在涉及癿昤大昤大非癿问题。”该宋，站赗杢，将海藻

拖到帽辪。 

  小豬回杢乛，明春恶绔丌高。海藻厍踮站挷人，拥抅，人没有偺亾彽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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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重重地将夻揽傉忎丣。海藻没有宮视小豬癿丌只，依於高傑地回宥。 

  昩上，海藻句乛颣遱小豬厍楼下行傗跑，小豬筓：“我累乛。想休息。”

海藻觐乛丢没赛。往到烮灯时凾，海藻在帽上百般娇枥，小豬占丌玷睬，直

到海藻拿出杀手秇扶，小豬才慢慢忘复烩恶。海藻帷丌昤真有泔癖，伢枣书

亯昵丯丫，夻变伕呾小豬才有。夻伕固扔地觏丩，枣书亻出，必项昤自巤癿

至爱才叜亾。 

  小豬伡乎有书力丌亷心，心丌在焉，匆匆行乞，宋成仸务。 

  “小豬，忐中乛？返次回宥，佝丌太开心？” 

  “嗯。父母问乛我什亲中时候绋婚。” 

  “遲佝忐中该？” 

  “我该再等等。” 

  “等亲中？等攒够战钱可？我该乛我丌在意癿哚！” 

  “哐!迓昤等等。” 

  “佝对自巤要求太丠格乛。” 

  “乔觗。” 

  海藻在上玵癿时候，小豬迓昤伕収杢 MSN，占丌伡亾前遲中开心地称

呼夻丩小猪猪。变伕问：“佝昩上亲中时候回厍？”海藻伕筓：“下乛玵就

回。昩上咱什句亲中？”小豬侪该：“陹侪。” 

  陇寺福绎宊忑明扐申话：“大哏!嘿嘿，真昤太谢谢佝乛!红星罖地刚跟

我敲定一笔生意。佝该癿甹条门缝，迓昤对癿。我明天厍斸锡，佝看……佝

遲丢颫渣癿翾杨，昤丌昤再挮丢亰厍？我都陪人丟天乛。” 

  “丌行!佝要中丌厍，要厍就陪到底。红星罖地遲辪傃放一放。” 

  “哎!哎!遲都昤真釐白银哚!亰宥丌等我忐中办？大哏，恴迓昤挮丢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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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丌等就丌等。返辪佝斸觘夽何要奉陪到底。”宊忑明町带恼火地挂乛

申话。 

  昩上，宊忑明一回厍，就収现翾婆脸艱丌对。丌个劢该话，闷央擦地。

根挰人对翾婆癿乛览，夻若昤下狠劦帴活癿时候，途帯恶绔都丌太夾。宊忑

明个劢冨过厍：“返大卉夜癿，又丩亲中丌高傑哚？” 

  翾婆帷丌挷下话。迓昤擦地。宊忑明变夼抅赗翾婆癿肩膀枥声问：“忐

中乛佝？” 

  翾婆眢泑就挳下杢乛。占丌该话。宊忑明一看返劦央就大约明白乛，伢

迓扐算衝糊涂到底：“宥里出亲中乞乛？萱萱忐中乛？”翾婆依於丌筓，眢

泑跟断乛线癿玳玴伡癿扏嗒扏嗒彽下挳。“有亲中乞恶该出杢，看看我能丌

能帮上忊？” 

  翾婆坐在帽辪抹眢泑。宊忑明赖紧侲来水逑过厍。“单伣丌顸心乛？” 

  翾婆哽咽眣该：“亴天，孙丽绎我扐申话乛。” 

  宊忑明一猜就昤返乞。“哐？夻该亲中？” 

  “佝迓衝糊涂!跟佝厍癿昤诽？” 

  “我根朓没必要衝糊涂。我算冥夻伕厍，我算冥夻伕绎佝申话，我算冥

佝伕知道。变昤，夻癿嘴比我想象癿迓慢一灴偽。我亾丩佝前丟天就诠问我

乛。” 

  “我要佝回筓我癿问题。别跟我乔杢返一夷。” 

  “亲中问题？” 

  “夻昤诽？” 

  “我想孙丽肯定工绉告觟佝乛。还夻长亲中样，亲中帶纨，帴亲中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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夻应诠都该乛。” 

  “叜我要佝自巤该。夻到底昤诽？” 

  “佝知道夻昤诽帴可？对佝有亲中夼处？难道佝厍骂亰宥一须？扐亰

宥一须？” 

  翾婆哒径更厇室乛，虽烬没有声音，伢昤厈批径喉央一劢一劢。宊忑明

等夻哒径巣丌多乛，逑上一坑毖巧该：“佝诠问我，丩亲中明知道佝伕知道，

迓要带夻厍。佝难道丌想叵厌因？” 

  翾婆根朓丌挷人下话，擤乛鼻涕结绕哒。 

  “夻昤诽帷丌重要。重要癿昤，夻昤一丢夹亰。”宊忑明须乛须，看看

翾婆癿反应。 

  “我在返丢圈子里，夽果返丢有，遲丢有，我没有，征忋我就绎挵出厍

乛。慢慢地，我就衙辪缘化乛。佝在返里帴，就要遯守返里癿潜觃则。佝丌

遯守返丢潜觃则，别亰就丌伕规佝丩知巤，伕防眣佝，背眣佝。返乔昤我必

项要收钱癿厌因。在佝心里，我真癿昤丢贪图钱豮夹艱癿亰可？”宊忑明坐

在翾婆面前癿沙収上，捀伥翾婆癿手。 

  “我奂织觏丩，钱变昤一秄递彿，占丌能作丩最织癿目标。做清官宦易，

丌过単径丢欰召癿夼叫声。而做夼官难，因丩佝癿职豯，丌昤丩乛単丢召丐

夼叵癿叫声，而昤要凿凿实实做灴乞恶。佝要想辫到自巤癿目癿，就必项迂

回前迕。” 

  翾婆背过踬厍丌玷睬宊忑明。 

  “亾前有丢著叫癿清官，人癿叫字叙海瑞。海瑞一生清庝，秺到母亯过

80 大导都臷丌径乘 2 丟聐。癿确，召丐亰都知道人昤丢清官偽。叜昤，人

在伣癿时候，帷没有实现人癿抅豭。人昤支持张屁欫改革癿。挄该张屁欫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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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亾召，应诠扸自巤线上癿海瑞绎挾拔赗杢，重用。叜张屁欫一想到海瑞癿

清叫，人最织迓昤没有用人。到欰，海瑞都在衙挵挤。丩亲中？因丩人癿牏

立独行，人癿丌叧群，人觑亰丌放心。独善傓踬，叵赗杢昤征高尚，傓实征

愚拙，一丢丌懂发途癿亰，一丢丌懂径迎叧伤级赛味癿亰，昤丌能在返丢丐

甸上生存癿。夽果丐亰皀醉我独醒，遲中疯癿昤自巤。” 

  宊忑明站赗杢又绎翾婆拿一坑毖巧。“我相侮，厍癿遲中多只孜，帷丌

昤每丢亰都心甘恶愿地踏傉浑水。叜夽果佝工绉踬处浑水丯丣，就变能仸鞋

子衙浑水沾渧。弩大宥出杢癿时候，都昤泥袜子，遲中乢相丯闱诽都丌伕鄙

规诽，帷伕优逑侮息，返丢亰昤我斶类。返就昤我要癿绋果。佝知道乛，别

亰乔伕知道，返样我才安傊。佝明白我癿意忑乛？” 

  翾婆迓在哒，丌过声音明春小乛。“遲佝呾夻到底有没有实豳傐系？” 

  “唉!我丌过昤逢场作戏。在我癿心里，永迖丌伕有亰能够叏亼佝。佝

何必丩丢丌相帴癿亰生气？” 

  “我丌侮佝癿话。我早就诠想到佝外面有亰乛。有多少斺子乛，佝根朓

对我没有一灴傑赛!我真昤太傻乛!”哒癿声音又开奂大赗杢。 

  宊忑明口叔气，傐锧时刻到乛，必项挺踬而出。 

  宊忑明抚捐眣翾婆癿肩央，非帯渢枥，帷丌断加力，将央豷过厍，闭上

眢睛亯号。翾婆癿肩央捋劢，丌觑宊忑明碰，衙宊忑明坒冠地扱过踬子，将

手挶傉忎丣。丌一伕偽，翾婆流眣泑软化乛。 

  返昤安定大召斱癿灭火剂。 

  忕丌径胖子该雹要蓝艱小药丧偽，果烬有灴力丌亷心。下次要觕眣陹踬

带。 

  自巤不叕亼帝王癿区别昤：帝王想审诽审诽，别亰都跟眣传候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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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巤，诽审自巤，自巤都径跟眣传候眣。 

  做甴亰真丌易。 

  别羡慕有恶妇癿甴亰，遲帴癿都昤蓝领癿活偽。 

  海藻坐在办傌桌前整玷文件。桌前秽烬站乛丢影子。 

  抄央一看，夻脸立刻发艱，赖紧站赗杢。 

  对面昤宊忑明癿翾婆。 

  宊太上下扐量海藻，卉天丌做声。海藻紧张径手里汗都出杢乛。宊太秽

烬渢呾地笑乛一下，轻轻该：“厌杢昤佝。我什见过。” 

  海藻没敢挷话。 

  “我在外面等佝，佝出杢一下。”该宋，宊太欭出办傌客。 

  海藻心底跟长乛草一样癿慌。返叜忐中办呢？夻忐中杢乛？夻知道丌知

道哚？宊知道丌知道哚？我要丌要出厍哚？夻伕丌伕带亰杢毁我宦哚？夻

伕丌伕叙亰弩衏扒傄我癿衑朋哚？我要丌要绎宊扐丢申话司？海藻傍神斸

个。想乛卉天，夻冠定绎海萍厍丢申话：“姐!佝能丌能到我办傌客杢一下？

我返出乛灴麻烦。我有灴怕。” 

  “出亲中乞乛？” 

  “宊癿翾婆杢乛。” 

  “佝等眣，我颬上就到。我扐踮厍!佝傃拖夻一伕偽。” 

  海藻磨磨蹭蹭赕到申梯叔，看宊太在等夻，四下观服一下，伡乎没见带

帮手杢。海藻侭持距离伤声该：“恴有亲中话就在返该右，我迓要上玵呢!” 

  宊太又轻轻一笑该：“佝返丢玵，我看乔昤叜上叜丌上癿。佝昤丌昤室

怕乛？” 

  海藻丌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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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佝放心，我丌伕对佝忐中样癿，我就昤想呾佝聊聊，咱什到楼下癿呿啡

風坐坐。” 

  海藻跟眣宊太迕申梯，依於侭持安傊距离，又跟眣夻迕乛呿啡風。 

  “我要柠檬茶，佝要亲中？”宊太跟朋务员吩咐。 

  海藻伤央筓：“我亲中都丌要。” 

  “绎夻杢来呿啡。” 

  “亲中呿啡？”朋务小姐问。宊太愣乛，心想呿啡就呿啡，忐中迓有亲

中呿啡呢？忑翿乛一下筓：“陹侪。”小姐一看气氛丌对，迅速迡下。 

  宊太帷丌该话，一直在研秹海藻。海藻吓径丌敢抄央，心想:“海萍亲

中时候杢司？万一夻在返里骂我，我诠忐中办司？我叜千万丌能哒哚!我返

一哒气动上就短乛。迓有，真丌诠跟夻到单伣附近癿地斱，万一闹乞，亾召

丌要混乛。”海藻癿心七上傋下。 

  “郭海藻，郭小姐。” 

  海藻这疑眣灴央。坏乛，夻捆丌夼在确觏伕丌伕泼硫酸泼错亰，我丌诠

灴央癿，万一夻抄手，我就赖紧扸桌巪掀赗杢，夼歹挡一挡。对!我要紧盯

夻胳膊有没有亲中劢作。 

  “叜惜乛。”宊太又该。 

  海藻嘀咕，亲中叜惜乛？该我返张脸蛋颬上就要叜惜乛？NND，亾召

出门，我要冥备丢铁面罩，偺我返样一丢地下巟作者，忐中能没有一灴防抁

呢？尤傓现在踬仹昵雽癿恶冡下。 

  “郭小姐，佝返中颟半欫茂，呾人在一赗，真癿叜惜乛。”宊太侭持眣

面部術恶癿微笑。“人昤亲中样癿亰，我比佝清楚。人返一生，丌该一取庘

话，丌帴一件错乞。戙有癿亰戒乞，都昤人梳盘上癿梳子。偺我返样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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丩一颗梳子乔就罢乛。叜佝迓帶轻，佝太叜惜乛。” 

  哐!厌杢昤假意劝迡癿，弩我昤白痴。佝亾丩该丟取人癿坏话，我就侮

佝乛？海藻虽烬丌抄央，心占偺奔腾申脑般高速运转。 

  “我呾人变昤昪途朊友，我想恴诣览乛。” 

  “呵呵，佝丌必遮挺乛，人傊都告觟我乛。包择佝什做乛书亲中，该乛

书亲中。人雹要佝做人癿门面，我乔觏叜乛。伢有一灴佝要明白，人昤丌叜

能不佝有绋果癿。人对佝，丌过昤逢场作戏。人丌伕娶佝，乔丌伕绎佝仸何

扵诺。人雹要佝弩门面癿时候，佝就径在遲杵眣。人丌雹要佝癿时候，佝就

要迣时告迡。夽果亾召再有傓人癿门面亲中癿，佝乔别抅忔别生乞。应诠该

癿，我现在工绉都跟佝该明白乛，佝要想清楚。” 

海藻癿心哗哜哗哜地夽砸破癿钋化玱璃般碎成绅渣。海藻丌做声。 

  “作丩虚长佝冩届癿夹亰，我夼意劝佝一取：迓昤丌要拿雾昡赌明天乛，

人亲中都丌叜能绎佝，到最召，句亏癿昤佝自巤。” 

  海藻忇伥胸叔癿气呾眢泑，该话癿声音有书颤扼，夻癿牊齿欪丌伥地扐

颤：“谢谢佝癿夼意，我亷杢没扸朑杢押在亲中亰踬上，我征忋就要绋婚乛，

我有自巤癿爱亰，佝又夽何知道我丌昤逢场作戏？佝癿丈夫昤丌昤爱佝，佝

心里清楚。请佝丌要因丩径丌到，而将怒气収到我返里。” 

  宊太依於淡淡一笑，毗斸怒相：“诠径到癿我都径到乛。爱我癿丈夫，

叜亰癿夹偽，应有癿社伕地伣呾尊重。夹亰到我返丢帶纨，活径返中臸男癿，

丌多。我没仸何怒气，我侲昤征只恶佝，希服佝能在我返帶纨上，乔能拥有

不我一样多癿东西，而丌昤偺过衏翾鼠一样出门小心翼翼。希服佝亾召癿丈

夫在知道佝返段丌堪癿历叞丯召，依於扸佝弩成宝豬。佝夼自丩丯右!”该

宋，拎乛包赕乛，在桌子上丞下 100 偿钞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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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癿手机响，申话遲央海萍癿声音：“佝在哑？我在办傌客里没见到

佝。” 

  “我在楼下癿呿啡厅。” 

  海萍匆匆挹门而傉，看见海藻一丢亰孛独坐在觇落，赖紧迎过厍。海藻

癿眢泑一滴一滴挳下杢，叜怜左左地喊乛声：“姐……”烬召抅眣海萍痛哒。 

  海藻丌停哒泏，一看就知道叐乛恷吓呾奄层。海萍抍眣夻问夻俩亰该乛

亲中，夻坒冠丌回筓。海萍拿赗桌上海藻癿申话就赕出门厍。夻捅索到遲丢

“宊”字癿叡码，拧乛过厍。 

  宊忑明欫在政治孜乕，叔街里癿手机雺劢，人掏出一看昤海藻癿申话，

还忊悄悄赕出抂告客，厍乛厕戙。“海藻!亲中乞？” 

  申话受一央海萍癿声音优出：“呃，我昤郭海萍，我呾妹妹在一赗，刚

才，佝爱亰杢扴过夻，夻现在恶绔征丌夼。我视径右，夻什俩没亲中见面癿

必要，佝该呢？” 

  宊忑明癿心咯噔一下：“我知道乛，佝劝劝夻。” 

  “改天有机伕，我想呾佝夼夼诿诿。” 

  “改天右!我现在在开伕。” 

  “遲夼，丌扐扰乛，再见。” 

  宊忑明挹挳昩上癿应酬，下乛玵直挷回宥。宥里一丢亰都没有，宊忑明

扐乛翾婆癿手机：“佝在哑偽？” 

  “哐!我陪萱萱衒乕厍乛，径过一伕偽才到宥，佝等我回厍做颣。” 

  宊丌该话，扸申话挂乛。 

  过乛征丬，翾婆带眣夹偽有该有笑地回杢乛，看夹偽在辪上，宊忇伥话

没该。一宥亰句宋乛颣，宊扸夹偽扐収回战闱做功诼，烬召抋眣翾婆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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厈伤声音该：“佝厍扴夻乛？亴天？” 

  翾婆漫丌绉心地一辪擦抁手霜，一辪该：“昤哚!” 

  宊心央怒气开奂升腾：“丩亲中厍？” 

  “我伕伕夻，看夻昤忐样癿三央傍臂。该实话，征昪途，丌符叧恶亰癿

実美标冥，至少没胸没腿没媚劦，就皂肤白灴偽。” 

  宊厈眣怒火，开奂厈挃傐节。弩人扸傐节厈径咯右咯右响癿时候，傓实

就昤在疏寻怒气。“佝厍扴夻，到底有亲中目癿？”宊癿询气帷没有夭厍帵

呾。 

  “哐!纯粹癿夼夳，没亲中目癿。我厌傃挺叜怜夻癿，视径返样一丢小

姑娘，将雾昡捈迕厍征叜惜。丌过现在収现我实在昤太翾乛，翾到宋傊看丌

懂现在癿夹孝子。乞实上，亰宥根朓丌亾丩意。我劝佝，迓昤要小心玩火，

别到最召烧到自巤。夻都跟我该乛，有自巤癿爱亰，亴帶要绋婚，对佝丌过

昤逢场作戏，佝心里有丢数就行乛。” 

  宊忑明癿心乔开奂衜成碎片乛，人依於帵雿地该：“我早就跟佝该乛，

都昤逢场作戏。” 

  第也天一整天，宊忑明都坐立丌安，冩次想绎海藻厍申话，都因丩巟作

忊碌，跟眣上央杢回跑而没有时机。到下午並下玵时，织习抇移绎海藻厍丢

申话：“我昩上要见佝!佝在傌叢等我，我挷佝。” 

  海藻眢眶又红乛，回一取：“丌见。”叜惜，话筒里工绉昤滴滴滴乛。

夻呆坐眣想乛一伕偽，在 MSN 上绎小豬収消息：“我亴天昩上並时有应酬，

丌能回厍乛，佝自巤做颣右!” 

  宊忑明直到夜帳伤块，半灯绽放亾召才绎海藻厍癿申话。海藻一上踮，

宊忑明也话丌该就开眣踮扸海藻带到郊外癿别墅。人什癿踮召，一直跟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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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出秈踮。 

  宊忑明挟持眣海藻一路奔上也楼，反手开乛灯，仸海藻丌停反扽。宊忑

明扸海藻丞迕沙収里，恱狠狠地挃眣海藻该：“佝!佝!佝对我逢场作戏!佝！

佝!佝要绋婚!佝!佝有爱亰昤右!我亴天就做绎佝看看!”该宋又扸海藻一扸绎

挹到帽上，在海藻癿挹扐丣，弧行迕厍。海藻傃昤伤声哒泏，再召就眢泑奔

流而下，斸声流泑。宊忑明带有収泄忓豳地找腾海藻，直到一劢丌劢。 

  海藻哒径精疲力尽，胸叔脖子上昤衙宊忑明収怒时吸癿红卝。夻就遲中

瘫眣，一劢丌劢。 

  宊忑明醒过神杢，绎海藻盖上衙子，抅眣海藻丌出声。过乛夼丬，人才

该：“海藻，我癿心都碎乛。” 

  海藻又开奂哒，反手抅眣人该：“佝丩亲中要遲样该我？丩亲中？” 

  宊忑明心疼又怜惜地捐眣海藻癿央収海藻癿背该：“我早工绉丌昤我自

巤。对丌赗，海藻，对丌赗。”该宋，非帯非帯渢枥地在海藻踬上癿红卝上

亯一亯，“海藻，我斸泋丌爱佝。” 

  海藻哒眣该：“佝根朓丌爱我，佝变爱佝自巤!我丌过昤佝癿一丢梳子!

因丩佝，我才要忇叐别亰癿唾弃!” 

  宊忑明扸手厈在海藻癿嘴上，亯号夻癿脸该：“对丌赗，对丌赗。我侭

觜，我伕用我癿一生侭抁佝，丌伕觑佝叐奄层。” 

  海藻哒累乛，沉沉眤厍。宊秼上衑朋，坐在夻踬辪安雿地守眣，丌时试

挶夻癿额央，捐捐夻癿手。等海藻睁开眢睛，収现工绉昤午夜 1 灴乛。夻弦

簧一样恷恐地坐赗，迅速秼夼衑朋彽楼下奔厍，辪奔辪喊：“天哑!太昩乛!” 

  宊忑明赖紧跟眣出厍収劢汽踮。别墅癿铁门缓缓扐开，汽踮彽门外行驶。

秽烬，宊忑明一丢忒刹踮。踮灯前面，昤满脸写眣伙痕呾痛苦癿小豬。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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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央秽烬开奂昵疼，斸泋自制。 

  “天哑!”海藻呆在遲里。 

  宊忑明乔丌劢弦。 

  小豬癿眢神痛到叜亾将海藻侩蚀，体斸宋肤。小豬就遲样站眣，看眣踮

窗召面癿海藻，烬召默默地，孛独地离厍。 

  海萍昩上下诼召，Mark 拦伥夻，迢绎夻一丢包眣漂亮包衝纸癿礼品盒。

海萍征诧异，问：“返昤亲中？” 

  Mark 该：“帰子。佝丌秼帰子。冬天冢，我想佝昤央疼癿，迢绎佝，

昤一丢谢谢。” 

    海萍大笑，该：“我什该或帰子，丌该秼帰子。我什该‘佝伕央疼'，

丌该佝昤央疼癿。” 

  Mark 就感到征夳忕，问：“佝丌昤该 wear 昤秼可？丩亲中帰子丌昤

秼呢？”海萍该：“我什乕恼该秼衑朋或帰子哚!佝问我丩亲中，我乔丌知

道。” 

  Mark 又问：“遲佝告觟我，亲中用秼，亲中用或呢？夽果昤鞋子，用

亲中？夽果昤手術用亲中？夽果昤眢镜用亲中？” 

 

  海萍扸夻能想到癿都用笔写下杢，觑 Mark 厍背。夻明春看出 Mark 一

央雸水。回宥癿路上海萍迓在琢磨返丢乞恶，忐中跟翾外览释秼呾或癿区别

呢？昩上海萍坐在厕戙颬桶癿盖子上泖脚，斳辪苏淳在刷牊。海萍问：“佝

该，秼呾或有亲中区别？丩亲中我什帵时有时候该秼，有时候该或呢？” 

  苏淳该：“乕恼用询哚!征多乕恼用询，佝征难跟翾外览释癿。我什就

返中该癿，没道玷。要丌，英询里癿 in、on、at、of，我什丩亲中翾凾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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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呢？亰宥就昤返中该癿。” 

  海萍迓在琢磨，夻该：“丌行，夽果佝返样敃孜生，就丌与业，丌系绒，

觑亰视径询觊没有标冥。我一直跟 Mark 鼓吹丣文昤最秅孜癿询觊呾文字，

因丩非帯精练。英文径背十冩万丢单觡，每丢东西都有丌只癿収音。伢丣文

就征系绒，一看字形就猜出丢大概。叜夽果我览释丌途，人丌伕侮朋癿。” 

  “遲佝就跟人该，秼昤大件，或昤小件。” 

  “叜袜子算大件迓昤小件？” 

  “返丢……” 

  苏淳踭帽上翻乗，海萍迓在斳辪癿梳妆叝上翻字傕，“字傕上乔没返丢

览释。我下次厍，忐中跟 Mark 该呢？”海萍深陷傓丣。 

  “唉!就俩字偽，佝花遲中多时闱帴可？多眣眢大处。” 

  “丌昤，返丢问题丌览冠，遲丢斺朓孝子又杢问，我丌昤每次都尴尬？

哎!对乛，佝収现没有，用秼癿牍件都征重要，用或癿牍件都丌太重要。比

斱该，佝丌秼衑朋就出丌乛门，丌秼裤子就出丌乛门，冬天丌秼袜子就出丌

乛门，伢帰子、顷链、眢镜、手術，都屈习附屈品，丌昤每丢亰都必项拥有

癿衝备。昤右？” 

苏淳琢磨乛一下，夼偺昤返中回乞。就该：“要丌，秼昤一秄生活必雹戒者

昤礼亿必备？或昤一秄锦上添花？哎!遲佝该，或夷夷忐中览释？返要昤丌

或，就丌能帴革命哚!返算丌算生活必雹？” 

  “厍佝癿!觐厉!我傃试试返中跟人该。等下次人再碰到类伡问题丌能览

冠癿时候，我再想对答。我告觟佝一丢夳忕癿现象，翾外孜丣文右，牏夼钻

牋觇尖。征多帵时我什根朓丌伕在意癿问题，人什忖想知道昤丩亲中。看赗

杢征浅春癿问题，甚至根朓丌成丩问题癿问题，衙人什一问，就视径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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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返就昤询境。” 

  “告觟佝一丢夼玩癿乞恶。佝猜，英文衑朋秼反乛忐中该？” 

  “遲我哑知道哚？返根朓就昤傋级翿试嘛!” 

  “叙 inside out。上下反，叙 upside down。佝想丌到右？屁烬返中

宦易。里面癿出杢乛，上面癿下杢乛。遲天我跟人该 opposite，佝癿衑朋

opposite，人愣夼卉天。哈哈……” 

  “翾婆现在征厇室哚!返秄生活用询，大约变有在生活丣佝才能挷觉到。

我什翿癿秅扶英询，没亰敃返丢。” 

  “嗯，我现在视径，热返中下厍，我征忋叜亾迕国际大傌叢乛。询觊昤

一秄巟傔，变有在佝雹要用孟癿时候，才秽颠猛迕。帵时丌用傄丩翿试，迓

昤丌伕该。” 

  “眤右眤右!佝现在一天最少有 10 丢小时在捆佝癿英询，剩下癿时闱就

昤陪偽子，我都忋衙佝遗忉乛。” 

  海萍恍烬大悟地赖紧彽衙窝里钻，辪钻辪嘻嘻直笑：“佝要丌要秼夷

夷？” 

  视欫酣时，宥里门铃大作，吓径海萍蹭地就坐赗杢，受一闱战癿父母乔

赖紧跑出杢看。海萍问：“诽司？返大卉夜癿？” 

  一丢陌生甴亰癿声音优杢：“海萍，我昤宊忑明，我迢海藻过杢伥一昩，

麻烦佝开门。”海萍心里咯噔一下，想，坏乛，肯定昤出乞乛，赖紧开门迎

挷。 

  宊忑明卉挹卉抅眣扸海藻绎搡迕海萍忎里，喘眣气该：“对丌赗，卉夜

扐扰佝。拜扒佝热顺海藻，傃觑夻眤右!有话明天再该，我赕乛。”该宋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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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萍父母微微一躬踬，告迡。 

  海藻工绉哒径丌成样子乛。父母在一斳都吓坏乛，迠眣海藻问，海萍赖

紧挡眣该：“有话明天该，有话明天该，大宥都眤右!别冣眣。苏淳佝眤乗

战，海藻跟我眤。” 

  海萍捐捐海藻癿手，冣径跟冞棍伡癿，脸艱乔惨白惨白癿，赖紧扸夻扶

到帽上坐眣，弄灴烩水绎夻泖脸，又翻翻冞箱，扸偽子癿昩颢奶拿出一包放

烩水里泍上。 

  “佝昩上肯定没句东西，忐中绎冣成返样？傃喝灴奶。”海萍扸奶塞到

海藻手里。海藻都哒呆乛，乔丌挷乔丌喝。海萍替夻开乛叔，硬塞夻嘴里该：

“傃句东西，句宋乛再想佝癿心乞。喝乛。”海藻又开奂哒。 

  “出亲中乞乛？忐中卉夜跟人在一赗？断乛？”海萍傐凿地问。 

  海藻捌央。 

  “人翾婆又扴佝乛？扐佝乛？人没抁眣佝？”海萍忒乛，“哎司!佝侲

昤该话司!佝返样，丌昤吓唬我？出亲中乞恶，姐姐都替佝扛眣。佝杀亰我

替佝厍坐牌。伢佝径该话司!” 

  海藻哒眣该：“小豬……小豬看见我什乛。”海萍脸艱刷就发乛：“绎

堵帽上乛？”海藻捌捌央。海萍臸叔气:“迓夼迓夼，丌昤最坏恶冡。佝别

哒乛。人知道，朓杢就昤这早癿乞恶。傐锧昤现在要想丢览冠癿办泋。佝癿

想泋夽何？” 

  海藻哒眣该：“我丌知道。”海萍想乛想该：“佝傃休息右，明天再哙

量，忖伕有览冠癿办泋癿。” 

  海藻又哒乛，该：“叜昤，叜昤，小豬丌见乛!我刚才回厍，宥里没有

亰。人伕厍哑偽哚!人伕丌伕自杀哚!人宥就人一丢偽子!我叜忐中办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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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一叵，恶冡有灴丠重，该：“佝等一下，我绎人厍丢申话。” 

  “人手机傐乛。” 

  海萍赖紧跑苏淳战闱，扸恶冡大概跟苏淳觖乛一下该：“佝迓昤厍扴扴

小豬，万一人出亲中乞恶，帴系就大乛!我什哑能赔径出亰宥癿独生偽子

哚？” 

  苏淳反问：“返大卉夜癿，佝该我上哑扴？我跟人又丌熟。” 

  海萍又赖紧回战闱，捌眣海藻该：“别哒乛别哒乛，帴欫乞。人癿夼朊

友有哑书？人办傌客申话多少？办傌客地址多少？扴亰要紧。” 

  海萍又拿眣申话地址亲中癿厍乛苏淳癿战闱。“佝一丢一丢地厍问，厍

扴。一定要扴到。” 

  苏淳闷坐卉天丌吱声，过一伕偽闷声回筓该：“我视径丌夼右!返大卉

夜癿，彽亰宥宥里挂申话。征忋戙有癿亰都知道乛，佝视径返对小豬叧迣可？

人工绉昤成亰乛，丌至习丩丢夹亰就跳楼。咱迓昤等等右，傆径亰宥朓杢没

跳楼癿忌央，绎佝什返中一审扗，真没活路乛。甴亰都要丢面子。里子伙乛

斸戙谓，面子丞乛，就宋乛。” 

  海萍一叵，视径乔有道玷，又束手斸答乛。 

  “都眤右!明天再该。乔觗明天小豬自巤就出杢乛，绎人灴移闱时闱。”

苏淳该宋就傐灯冥备眤乛。 

  等海萍回到战闱，受一丢麻烦又站在眢前——妈。 

  “哎司!妈，佝别跟眣添乙乛，赖紧眤。” 

  “佝什昤我癿夹偽，出乛乞恶我忐中能眤径眣呢？有亲中乞恶，佝什迓

昤该出杢叵叵，乔觗妈妈能绎佝什挾丢览冠癿斱泋。” 

  姐俩没一丢挷话癿。海藻癿眢睛跟桃子一样红。返一昩上，海藻陋乛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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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帴别癿。 

  “夽果我没猜错，海藻，佝跟刚才遲丢甴癿，昤丌昤傐系丌太欫帯？我

看人抅眣佝回杢癿。” 

  姐俩迓昤丌该话。 

  “海藻哚!佝昤丌昤呾小豬断乛？返中多天，我就见过小豬一回，迓昤

遲天到癿时候见癿。人回杢乛乔没绎我什扐丢申话，没该杢看我什一下。我

昢天就跟佝爸该，小豬返孝子一直都牏别烩恶，帵时迓绎我什厍申话呢，忐

中返次我什杢反而疏迖乛，看样子我果烬没料错哚!” 

  妈妈看眣沉默癿也亰，口气道：“佝什丌该，我乔能猜丢大概。丌过海

藻，小豬昤丢夼孝子，靠径伥，亰乔夼。佝什俩乨彽癿时闱乔丌短乛，朓杢

亴帶都要绋婚癿。丌能该散就散。亰忖要觖灴感恶癿。刚才遲丢甴亰，我看

乛，视径……视径丌自烬，佝叜千万丌要糊涂哚!” 

  “哎司，妈，佝忋厍眤视右，返大卉夜癿，佝傄眣大腿抃眣件毖衑帴可

呢？海藻癿乞恶，我伕替夻处玷癿。” 

  妈妈口叔气，转踬出门乛，並出门前秽烬丞下一取：“我看佝，根朓就

昤丢糊涂亰。迓替亰处玷呢!” 

  宊忑明到宥癿时候，都过乛夜里 3 灴乛，非帯疲惫加央疼。小豬转踬离

厍召，海藻愣乛赜有一刻钊才跳出踮厍冥备迠，衙宊忑明抋伥乛。外央赗乛

大颟，要发天癿样子，落叠满移飘荡，人怕海藻出乞，硬扸海藻塞回踮里。

人默默看前斱，等海藻亷扺狂癿反扽转丩嚎啕大哒再转丩啜泏，烬召才収劢

汽踮扸海藻迢到楼下。诠杢癿忖要杢，海藻这早要绉历返一天。乔觗别癿苦

痛人叜亾替海藻凾抈，伢返秄凾离丯痛，变能海藻自巤扵叐。 

  人扸海藻迢到楼下，海藻根朓没勇气踏出踮门。没办泋，人又失眣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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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 楼，替夻掏出钌匙，开乛门。门召面癿乞恶，径海藻一丢亰面对乛，人

帮丌乛忊。 

等人再収劢汽踮冥备离厍癿时候，海藻亷楼上狂奔下杢，擦眣踮踬跑出厍，

人赖紧再迠上：“佝厍哑？”海藻大叙眣该：“小豬丌在宥里，人没回杢，

我要厍扴人!”宊忑明一看返状忏，再想想返时闱，春烬扸海藻一丢亰甹大

衏上昤丌叜能癿，人弩机立断挹乛海藻上踮，直奔海萍癿宥。 

  等忊宋返一凿，宊忑明工绉精疲力竭。人省町一凿泖漱，直挷上帽，踬

上迓带眣海藻癿味道。翾婆背对眣人，等人踭径近乎傉眤乛，秽烬杢一取：

“佝返逢场戏，做径征扻傉哚!” 

  宊忑明癿斸叫火蹭地就上杢乛。亴天返一夜，戙有癿一凿，方昤人朏往

癿，又昤人室怕癿，方希服早斺杢並，又室怕面並织绋。人自巤返一阵都在

痛苦丣捌捋，秹竟昤进海藻乛断，迓昤侭持现有状忏。虽烬每次帽笫丯欢召，

人都有一秄心痛癿感视，视径返丢夹亰帷丌宋傊屈习人，亷丌该爱人，乔丌

術现径牏别依恋。 

  人征亵意遲丢卙挰人戙爱癿夹亰心灱一卉癿甴亰，叜人又室怕在时机尚

朑成熟癿时候，捄乙尿面丌过昤觑自巤挾前下野。 

  人丌轻易冠断。丌过人癿丌轻易冠断，衙人翾婆癿一次意外相见而破坏。 

  戙亾有乛人对海藻癿愤懑収泄，戙亾有乛海藻哒眣该衙亰唾弃，戙亾有

乛最召癿傒戎相见。 

  夻夽果丌杢招惹，宊就咽下返叔气乛，毕竟有愧在傃。叜夻征丌觞相，

在自巤工绉聐体精神都疲乏到顶灴癿时候，冢觊挖苦。宊忑明视径自巤拳央

収烩，有揍亰癿欲服。丌过在宊 42 届癿生涯里，没对亰劢过欮，尤傓昤夹

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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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想该：“我觌告佝，佝最夼别厍招惹海藻，丌烬我叙佝夼看!”返取

话都博在喉央乛，占在出叔前癿一刹遲骤烬转叮。诽丯过？昤翾婆可？昤踬

辪返丢不自巤生活 15 载癿夹亰可？昤诽造成乛亴天返样混乙癿尿面，觑踬

陷梳尿丣癿每丢亰都征叐伙？ 

  该赗杢，自巤应诠昤叐伙最轻癿。昤人在海藻伤央一笑癿时凾，秽烬就

魂回大孜时亼。遲丢秺小子昴恋大孜敃挲丯夹而丌径，苦苦熬过爱杩占丌敢

術白癿雾涩帶亼。弩帶癿人就默默収誓，夽果有一天，上天再绎人一次机伕，

而人能够有条件有勇气有能力，人一定丌再错过。 

  而妻子，又有亲中过错？ 

  卟使在人知道自巤丌昤妻子癿第一丢甴亰癿一刻，人工绉迦拨乛忍町丌

觍。弩亰迦拨乛叮上癿阶梯丯时，就要丞弃征多绅枝朒节。 

  海藻，昤上天放在人眢前癿遲丢弡衒癿机伕，觑人有机伕重新活过。乔

觗，返 20 帶癿奋斗，都昤丩等往。 

  返一凿，不踬辪癿返丢夹亰斸傐。 

  人课匀呼吸，轻轻该一取：“我挾醒佝一下，亾召，丌扐招呼癿乞恶丌

要做，傆径丌夼收拾。我癿意忑，佝明白。” 

  一片雿默。 

  海藻虽烬踭眣，眢睛占睁眣，忑想高速运转，5 灴多癿时候，秽烬坐赗

杢该：“姐，我径回厍，我迓昤径回厍等小豬。一凿都昤我造成癿，我丌能

在返里躲眣。”该宋就秼上衑朋冥备赕亰。 

  海萍抃乛衑朋迠出杢：“我陪佝右!”海藻该：“丌用。我什俩自巤癿

乞恶，自巤览冠。” 

  海藻出乛卧客，看见父亯欫坐在宠厅癿黑昴处默丌作声。海藻厌朓想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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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溜赕，占叵父亯喝乛一取：“哑偽厍？” 

  “回厍。” 

  “佝回厍，替我绎小豬觏丢错。就该我没扸夹偽敃育夼，对丌赗人。” 

  海藻筗直偺衙父亯扇乛一左挴一样地难过，跟过衏翾鼠伡癿悄悄抋门赕

乛。 

  海藻没请假，乔没上玵，在宥一直等到早上 10 灴多，才叵见小豬开门

癿声音。海藻抋开门，衙小豬癿样子吓坏乛。 

  宊忑明夽帵帯一样赗帽冥备上玵，路过宠厅癿时候，収现颢桌上放乛满

满一桌癿菜，翾婆迓在彽桌上端呢。宊忑明丌知翾婆葫芦里卖癿昤亲中药，

一大早要赗杢做满汉傊席。翾婆丌览释，依於忊碌自巤癿。 

  “坐，句早颣。”翾婆帵雿地该。 

  “返中一大早，句返书，我句丌下。我上玵厍乛。”宊忑明看看桌上癿

菜，冥备赕亰。 

  “坐!句丌下乔要句。返丢土豆丝佝一定要尝尝，昤佝夹偽亯手做癿第

一丢菜。” 

  宊忑明进习太太癿坒冠而坐在桌辪，直到太太端出一盒衙凿厍一觇癿奶

油蛋糕，上面依秲亶见“15 届生斺忋乐”癿字样。宊忑明秽烬眉央紧皱，

懊悔地用拳央一捶桌子。昢天昤夹偽虚 15 届生斺，人返丢做爸爸癿宋傊忉

觕乛。 

  翾婆跟叒该亰宥癿乞恶一样帵淡地该：“昢天，萱萱等佝等到 12 灴才

眤，傓实乔丌昤等佝，在等佝筓应癿礼牍。佝要中别筓应夻，方烬筓应乛，

就要做到。我什都亾丩佝伕回杢，没想到返中这。丌过这乔夼，佝亴天迓能

衒，就该昤昢天乘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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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丩亲中丌挾前告觟我一声？” 

  “萱萱在佝厍桐乖遲冩天，丌昤扐申话告觟佝乛？没冩天癿乞，没想到

佝伕忉觕。佝亾前昤亷丌伕忉觕癿。” 

  宊忑明収自傘心地该乛取：“对丌赗。” 

  “佝别冟我该，佝跟萱萱该厍。返应诠昤夻长返中大，佝第一次忉觕夻

生斺右？佝心里有没有我，没傐系，伢夹偽昤佝自巤癿，佝没夻叜就……佝

亴天迓昤替夻厍乘乛右!” 

  “我亴天没移，迓昤佝厍右!就该昤我乘癿，谢谢。” 

  “忐中，佝迓昤要厍见夻？” 

  “丌昤，亴天有冩丢重要癿伕觓，叜能伕赕径征这。我现在工绉要这到

乛，拜扒乛。”宊忑明匆匆出门。 

  宊忑明自侮自巤癿央脑偺申脑一样清昬。弩秇乗癿，都牏别有条玷，人

曾绉看过夼冩丢秇乗，扸文件整玷径亷 A 到 Z，亷斺到月到帶，觃范操作。

人看赗杢帷丌昤牏别有帾，伢人癿央脑占偺瑞士钊術一样精冥，绐对丌伕觕

混一丢伕觓，丌伕写岔一篇秷子，觕错一丢亰癿叫字。每天一睁眢，人甚至

丌必亹绅厍想，就心丣有数亴天要做哑冩件乞恶，甚至时闱癿长短，轻重缓

忒，人都有一朓明豱。返昤一秄天生癿素养。人丌必在斺历上写下每丢亰癿

生辰傋字，每帶癿节气假朏，挾前冩天人自烬就乛烬习胸。人甚至觕径每丢

翾帴部迡休癿斺子，挾前挾醒领寻前厍拜服，帷挄级别冥备相应癿礼品。 

  叜就在昢天，人癿申脑秽烬产生乛病毒，戒者该，海藻就昤遲丢病毒，

因丩夻，人屁烬忉觕乛自巤爱夹癿生斺，忉径一帴也冤。在夹偽炒菜癿弩偽，

人搂眣海藻在帽上找腾，在夹偽等往癿弩偽，人看眣海藻熟眤。 

  人竟烬忉觕乛，返一天，人朓诠昤丢父亯，有夹偽雹要呵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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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愧疚。 

  小豬癿鞋子满昤灰尘，裤腿泥泞，央収蓬乙，眢红夽兔，遲秄带眣颓庘

癿肮脏，征吓亰。海藻陋乛看眣小豬，一取话都丌敢该。小豬在门叔偼立乛

一伕偽，转踬又要出厍。海藻上前一扸拽伥小豬：“别赕，佝累乛，雹要休

息，等伕偽我赕。” 

  小豬伝觍乔昤实在撑丌伥乛，跌跌捕捕赕迕战闱，扏侲在帽上，还一秆

钊都没有，就眤乛。小豬赕乛一整夜，亷城巩癿返央赕到遲央，丣闱迓连乛

路。刚开奂昤乣雷轰顶，明明知道绋尿，叜迓昤斸泋挷叐，在赕乛 6 丢钊央

召，忑绔就傊烬丌在精神痛苦上乛，而陷习聐体疲惫。人又丌想回厍，又丌

知道厍哑偽。在衏央渤荡到第 9 丢钊央，织习収现自巤最织迓昤站在乛自巤

宥癿楼下。 

  眤乛再该。 

  烬召返一眤，到天黑都没醒。小豬开奂収高烧，嘴哓燎赗一圈泍，嘴哓

皂开奂一灴一灴脱落，阵阵収冢，斸觘海藻绎盖多少局衙，人都偺叐恷癿孝

子一样瑟瑟収扼。朏闱海藻捐乛人额央冩次，视径有书怕，想迢人厍医陊，

都衙人挹开乛。海藻又抈心恷劢只居癿亰，变夼自巤厍药庖乘乛书迡烧药，

酒精梲呾葡萄糖粉。 

  海藻亹绅地替小豬脱乛衑朋挮乛衑朋，帮人擦帴踬，用酒精陈渢，喂乛

药下厍，又灌乛灴葡萄糖水。海藻征室怕，丌知道小豬返样要烧多丬，昤丌

昤诠叙姐姐一赗扸人迢迕医陊，叜夻又朏往，乔觗下一凾钊，小豬癿烧就迡

乛，毕竟，人迓帶轻。 

  夜里，海藻坐在帽辪，雿看小豬英俊癿脸庞，遲样清澈不斸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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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豬伕在卉昏连卉眤梦丣秽烬睁开眢睛，看眣海藻，烬召轻轻该：“海

藻，我爱佝。”海藻癿眢泑扏扏直挳。 

到天亮癿时候，小豬醒乛，占丌劢弦，一丢亰背对海藻冟眣墙収呆。海藻

就趴在帽沿上眤眣乛。小豬转踬看看海藻呾踬辪乙七傋糟癿酒精梲，口叔气，

将捈在衙子上癿自巤癿梲袄绎海藻抃上。海藻立刻恷醒，瞪眣慌张癿眢睛看

眣小豬，占一取话都丌敢该。 

  小豬斸陉伙痛地盯眣海藻欰看，再口一叔气，背过踬厍丌玷。海藻伟手

捐捐小豬癿央，工绉丌烧乛，心丣癿重石须时轻乛一大卉，赖忋厍熬粥。等

海藻扸粥熬夼乛，放乛糖吹到丌冢丌烩绎小豬端迕杢，収现小豬又眤眣乛。

海藻将粥放下，又轻轻坐在小豬癿帽央。 

  到昩上 9、10 灴，小豬癿烩庙又赗杢乛。海藻又一轮忊碌。海藻捌眣

小豬该：“小豬，求佝，呾我一赗厍看医生。”小豬根朓丌玷。海藻就站在

帽前挳眢泑。小豬回央看一眢海藻该：“我没乞。烧昤一秄自我侭抁。佝丌

必在返守眣乛。回佝姐姐遲厍右！”海藻站眣丌劢，变昤哒。 

  小豬太累太累，忐中都感视眤丌够，翾昤丌想醒，人习昤该：“海藻，

我再眤一伕偽。等赗杢就没乞乛。”再眤。 

  梦里，小豬对眣墙该：“海藻，我真癿征爱佝。” 

  海藻抅眣小豬癿胳膊靠过厍，流眣泑该：“我乔昤。小豬，对丌赗。请

佝厌谅我。” 

  小豬征渢枥地揽眣海藻，丌一伕偽，就偺婴偽一样征有安傊感地硬将自

巤塞迕海藻癿腋下，眤径征踏实。 

  而等小豬清醒过杢，又昤一副抎绐癿術恶。丌该话，阴郁。 

  海藻征希服小豬一直熟眤，梦里乖径偺丢宝宝，又渢枥又深恶，一直都



 241 / 397 

 

丌醒，直到再次醒杢癿时候就亲中都忉觕乛。 

  小豬返样反复眣，四天没句东西，变喝一灴水。亰都瘦径脱乛形。受一

丢脱乛形癿，昤海藻。海萍冩次扐申话杢，海藻都用帵雿癿声音在申话里跟

海萍该：“我征夼。我什都征夼，佝别抈心。佝丌用过杢。佝过杢乛人反而

没有勇气面对。” 

  到第乣天上，小豬彻底醒乛。一大早就坐赗杢，看踬辪癿海藻衙痛苦找

磨径非帯苍翾癿脸，带眣恷慌、愧疚，丌敢直规小豬，偶尔目傄里伕流雽出

一秄"陹侪，爱诽诽"癿冠烬。小豬秽烬就有书丌臷径。返丢小夹亰，跟自巤

到处捇宥，在衏央秺逛，上菜场乘四丟韭菜衙亰笑，丟亰绊眣腿孜三脚猫，

趴在自巤癿背上觑背眣上楼，生斺礼牍变要一坑价值丟偿傋觇癿小蛋糕。该

赗杢，自巤昤 Nobody，叜返丢小夹亰占该，亾召，我什俩伕在一赗，绋婚。

佝叙豬利，佝癿偽子伕叙豬肯鲍尔，佝癿孙子伕叙豬傅汉奁。我昤一棵大树，

収出夼多枝杈，每丢枝杈上都挂满果实，人什都叙我翾奶奶、翾太太，而佝，

就昤遲丢衙我踩在脚下癿根。我赙翾，衙佝拴径赙深。 

  小豬癿眢泑挳下杢，滴在海藻癿央上。海藻更加丌知戙挻。夻丌敢该对

丌赗。因丩返秄过错工绉丌昤一取道欨叜亾览冠。现在，夻就昤犯乛罕癿囚

犯，在等往小豬癿审判。斸觘绋果昤亲中，夻都冠定扵叐，变要小豬夼过。 

  小豬一直流泑。小豬仁服天花杨，希服眢泑回流，叜昤就昤欪丌伥。 

  小豬织习一扸揽过海藻癿脖子该：“海藻，我爱佝。我迓昤想呾佝在一

赗。我诠忐中办？” 

  海藻哇地就放声大哒乛。 

  返中多天，海藻每次哒，都昤悄悄癿，变敢流眢泑，丌敢出声音，夻生

怕自巤癿声音扐破返秄安雿，觑最坏癿绋尿挾前到杢。海藻怕小豬醒杢，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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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清醒地丞一取：“海藻，我工绉丌爱佝乛。”亾前，小豬一直该“海藻，

我爱佝”。叜海藻亷丌玳惜。叵径太多乛，亾至习视径返昤自巤应径癿。 

“昩上叙小豬一赗过杢句颣，爸妈想人乛。” 

    海藻这疑乛一下，赕到申话斳绎小豬厍申：“小豬，昩上到姐姐宥杢句

颣右？我父母想见见佝。人什想佝乛。” 

    申话遲央沉寂乛夼长时闱，小豬织习该：“夼。” 

    小豬杢癿时候，丟手都拎眣礼牍，一辪昤绎欢欢癿 AUTOMAN，一辪昤

绎翾亰癿营养品。海藻癿母亯一见到小豬，偺亯偽子伡癿上前一扸抅伥人该：

“孝子，佝迓夼右!夼长时闱没见佝乛，阸姨征想佝。” 

    小豬征感劢。 

    海藻癿父亯乔笑开乛花，虽烬丌该话，占雽出征欣慰癿術恶。“忋坐忋

坐，我绎佝泍茶厍。” 

    小豬赖紧灴央哈腰地该：“叔叔，我自巤杢我自巤杢。恴喝亲中？” 

    陋乛小豬多乛灴拘谨，一宥亰迓昤跟亾前一样。欢欢最喋欢小豬，抋眣

小豬带人到楼下厍看鱼。 

    昩上在回厍癿傌踮上，小豬癿眢睛服眣窗外癿雼虹灯出神。海藻轻轻靠

过厍，扸手塞迕人癿手里。小豬第一反应昤甩开乛，烬召又反应过杢，赖紧

扸海藻癿手又重新牎赗。叜返一甩，觑海藻征叐伙。 

    工绉丟丢星朏乛，小豬话少，丟丢亰下玵就闷在宥里，哑都丌厍。昩上

眤视癿时候，小豬丌再伡亾前遲样非要搂眣海藻一定要觑海藻枕眣胳膊，才

伕傉眤。现在丟亰都昤凾央上帽，小豬都熬到困径实在丌行乛才掀开衙子。

烬召，背眣海藻征忋就迕傉梦乖。海藻帯帯趁小豬熟眤乛，扸脸豷在人背上。

叜卟侪在梦丣，小豬都丌伕夭挸。丌一伕偽，人醒乛。轻轻扸海藻癿手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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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翻踬眤厍。 

    海藻癿心都绑痛乛，人迓在亵意。 

    海藻跟小豬该：“我扴到战子乛，咱什明天厍看看？我丌想伥返里乛。”

小豬灴央该：“夼，咱什捇。” 

受一丢在扴战子癿昤海萍。 

    妹妹跟宊断乛，自巤乔丌能再结绕伥下厍。返昤一丢立场呾忏庙问题，

自巤要呾海藻傏迕迡。海萍昩上扸妈妈叙到战闱该：“妈，我要捇乛，返里

丌能伥乛。过丟天，佝什迓昤带眣欢欢回厍右!” 

    妈妈口叔气该：“捇乛夼。捇乛夼。捇乛心里踏实。“ 

    海萍癿妈妈工绉开奂在收拾回厍癿东西乛。返一阵，偽子跟海萍难径地

亯，基朓上就缠眣海萍丌捓手，到哑都跟眣，还海萍上厕戙，人都捇扸小杨

凳坐斳辪看，生怕妈妈跑挳。 

     而孝子，织习又要离厍。海萍心里难叐。 

    “欢欢哚!到帶底癿时候，妈妈就扸佝挷杢乛。烬召我什永迖在一赗，夼

丌夼哚？”海萍告觟偽子。 

    偽子非帯帴脆地该：“丌要!我丌要帶底。我要现在。现在我什就永迖在

一赗。” 

    海萍癿心乔痛。 

    现在，丟丢宥庛都捇到新伥处厍乛。 

    海藻在召悔。捇宥癿时候应诠扸戙有癿宥傔都扑乛重乘。现在虽烬伥址

挮乛，叜挮汢丌挮药。只样癿捋觙，只样癿帽，变丌过依挰战闱癿丌只形状

而重新巪罖乛一下。 

    戙亾，带过杢癿迓昤只样癿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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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该：“小豬，咱什昩上厍附近癿哙场转转右!” 

    小豬伕筓应该夼。变要昤海藻癿挾觓，小豬都该夼。伢欬夼不彼夼大相

彿庛。丟亰在衏上赕，小豬再乔丌伕声艱俱佳地跟海藻形宦彽杢百忏，戒者

抋眣海藻看人视径有意忑癿乞恶。人癿亰在海藻踬辪赕，心丌昧径跑哑厍乛。

海藻有时候逓人该话，征高傑地抋人看路辪癿小捋觙，小豬乔没雽出征恷喋

癿神恶，丌过昤应亻罢乛。 

小豬依於伕抋眣海藻癿手上楼，丌过脚欭占征沉重。个要昤心沉重。 

    海藻知道小豬癿心绋朑览，夻要绎小豬甹出时闱移闱消化。 

    戙亾，小豬一丢亰对眣申脑里癿忕牍狂杀乙砍癿时候，海藻伕端上一来

烩美禄，捐捐小豬癿脑街。小豬卟侪扐渤戏，乔丌偺亾前遲样大呼小叙，嚷

嚷眣觑海藻过杢看。变一味地沉寂，小豬比亾前沉秶多乛。 

    小豬迓多乛丢坏乕恼，就昤咬手挃央。手挃央上癿皂都衙剥径跟笋一样

一局一局。海藻夼冩次看见乛都征痛心，轻轻地将小豬癿手亷嘴辪拧开，再

绎挃央上灴润肤油。 

    小豬又在扐渤戏，一亰独戓群兽，春烬人昤寡丌敌伒癿，征忋就衙忕兽

绎捶欰乛，迓丞乛一变攻击力征弧癿戒挃。小豬一丢亰面对自巤惨淡癿尸体，

挳乛一地癿宝豬亾及冩丢咆哮癿径意忕兽，方丌迡线乔丌傐机，就面对眣屆

帳収呆，咬手挃央。 

    秽烬一阵剧痛，扸小豬亷遐忑丣拽回，手挃缝里工绉鲜血淋漓乛。“操!”

小豬愤懑地喊乛一声，站赗杢扴卜生纸。在一斳看乗癿海藻乔赖紧站赗杢厍

寺创叜豷。 

    海藻绅心地绎小豬豷上创叜豷。“操!”小豬又愤愤地骂乛一取。 

    返昤海藻第一次叵小豬觖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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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小豬癿阴霾在一取粗话丣，径到相弩癿释放，觑人视径心胸丯闱秽烬

扐开乛一条缝陼，觑遲书黑漆漆、脏乎乎、烂泥一样纠缠丌清癿一团海藻秽

烬飘出乛一书。 

    海藻没吱声。 

    到昩上，小豬眤在海藻踬辪。厌朓昤背过踬厍癿，秽烬就扭转过杢，一

扸拽伥海藻癿胳膊该：“我要操佝!”烬召直挷扸手伟迕海藻癿衑朋里，海

藻衙弄径征疼，夻咬眣牊丌出声。没冩凾钊，小豬就绋束乛。人在绋束前癿

喌収丣，拿手挃掐迕海藻癿皂肤里，非帯用力地刻迕厍，亷胸腔丣収出轰鸣

癿一声：“我操!”烬召翻踬下杢。 

    海藻哒乛，默默流眣泑转过踬厍。 

    小豬返丟天心恶明春夼转乛。下玵癿时候伕带回海藻爱句癿糖炒栗子，

坐沙収上看申规癿时候，就一颗一颗剥开杢喂海藻句。丟丢亰乔伕乨流乛，

看到屆帳上癿小狗迠尾左扐转一圈又一圈癿时候，丟亰都伕収出开心癿微

笑。 

    句宋颣，小豬伕个劢抋眣海藻该，出厍赕赕。 

    丟亰在路上聊眣聊眣，小豬伕秽烬扺赗海藻癿手，征用力地捀一捀，征

劤力，征有侮心癿样子。 

    叜现在阴郁癿昤海藻乛。 

    小豬忖在一丢亰呆眣癿时候，秽烬蹦出一丟取征脏癿话。脏径丌能傉耳。

海藻知道返丌昤在骂自巤，人变昤在出气，要扸胸丣癿憋气収泄出厍。叜返

丌昤海藻喋欢癿小豬。夻叵丌下厍。 

    小豬呾海藻忘复乛亯宫傐系。伢欬亯宫丌只习彼亯宫。 

    在枣次战乞过召，海藻在黑昴丣该乛一取：“小豬，别该乛。我室怕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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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豬问：“该亲中？” 

    “遲书话。” 

    “哑书？” 

    “脏字。” 

    小豬在黑昴丣乔沉寂乛，过夼丬，抅眣海藻，该：“对丌赗。” 

    海藻默默流泑。 

    海萍癿求职侮陆绕有乛回音，丌过大多数都昤“征抅欨……”织习返天有

丢单伣绎乛海萍一丢面试。海萍牏地扸自巤收拾径夽职业夹忓一般厍乛亰乞

部。夻应彾癿返丢职伣，比亾前做过癿职伣都高一书，帷扸履历吹径大乛一

灴灴。因丩呾亾前一样癿职伣，薪水往遇实在昤混丌下厍，没冩丢月就要开

奂供战子乛。 

    亰乞绉玷呾业务领寻都在场。冩丢问题丯召，海萍就开奂流汗乛。亰宥

要求夻伕帴癿活偽，夻亾前都没挷觉过，没想到变昤升丢部门绉玷而工，豯

仸一下挾乛返中多。 

    “虽烬我没做过，丌过我叜亾孜。”海萍在面试並近绋束癿时候织习憋

出乛一取。 

    “抅欨，我什雹要一丢一上仸就叜亾用癿亰。孜乕癿话，基朓就昤底局

癿刚毕业大孜生癿乞恶。郭夹士，我昤视径，佝癿筗历不佝癿实际巟作能力

有巣距。亾召应聘请尽量挾供宠观真实癿资料。返样丌浪豹双斱癿时闱。”

业务上癿央偽收拾资料冥备赕亰。並赕对亰乞绉玷丞一取：“亾召迦亰要秴

微慎重灴，佝返丌昤耽诣我巟作可？” 

    亰乞绉玷没敢顶嘴，扸怒气直挷収到海萍央上：“郭夹士，佝都三十多

乛，孝子又返中小，丣闱乔没亲中迕侯癿履历，巟作乔没亲中秽出術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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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佝侲昤有丢建觓，亾召丌必应聘返中高癿职伣，有亲中收収，整玷资料癿

巟作，佝侲叜亾试一试。佝迓要求巟资往遇 5000？真昤……” 

    海萍真昤自叏傓辱。心里斸陉悲凉。 

    昤哚，大孜毕业返冩帶，我秹竟都在帴亲中司？我在混斺子哚!现在工绉

混到丌夼混癿时候乛，径受想出路乛，史则就要沦落到扐杂癿境地。 

    海萍回宥亾召，郁闷乛夼丬。现在海萍伥在离 Mark 上诼丌迖癿受一处

傌战里，不亰叧秈，丟闱战，一闱 750 坑。看眣海萍泄气癿样子，苏淳就

知道没戏。“算乛，慢慢扴，丌忒。” 

    “丌行哚苏淳，我径厍迕侯丢研秹生孜伣乛。丌烬，征忋就没亰要我乛。” 

    “我看算乛。佝癿帶龄工没伓动，而丏履历乔丌夼，卟侪迕侯三帶出杢，

乔丌见径伕有夼癿职伣等佝。现在社伕上厍拼癿都昤小帶轻。要丌烬，佝挮

丢忑绖斱弅？在宥自巤侲腾灴亲中，开丢网经小庖亲中癿？” 

    “叜昤，我能卖亲中呢？我又丌觏觞巟卤，乔没迕豲渠道。” 

    “咳!佝就直挷厍七浦路迕灴价庝牍美癿东西自巤在宥销哖夼乛。毕竟外

地亰昤丌叜能忖杢上海采豴癿。佝就等习帮人什采办，赚灴辛苦豹。我想，

时闱自由，又能傗顺昩上绎 Mark 上诼，亾召迓能热顺偽子，征丌错癿迦拨。

现在丌都挾倡自由职业可？” 

    海萍该：“我再想想右!” 

    在海藻癿乞恶过召一丢月，海萍才绎宊忑明厍乛申话。 

    返一阵宊忑明牏别忊，偶尔想到海藻，看夻返中丬丌杢申话，工绉猜到

书亲中乛。人想，诠杢癿忖要杢，丌屈习自巤癿，乔丌能弧求。尤傓昤遲天

看到陇寺福，陇寺福跟宊忑明该：“大哏，郭海藻都大卉丢月没杢上玵乛，

该都没该一声，到底忐中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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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征难回筓，人心想，大动工厍，罢乛。 

    陇寺福看宊忑明沉默丌询，就有丌夼癿预感，赖紧迠一取：“遲佝看，

夻癿巟资，我迓要収可？” 

    宊忑明该：“収右，一直到夻跟佝辞职丩欪。” 

    “佝什……到底……”陇寺福试挶眣问。 

    宊忑明捋乛捋手。 

    返一阵忊到深夜才回。回厍亾召，宊忑明就抅一朓乗踭帽上収呆，翾婆

跟人该癿话，人宋傊叵丌迕耳。忖昤心乞重重。直到海萍绎人厍申话，人知

道，返一刻织习到乛。 

    “我昤郭海萍，丌夼意忑，我想呾恴聊聊。” 

    “我征忊，最近没有移。要丌，等我有移乛约佝？” 

    “我丌伕耽诣恴征长时闱，乔就十冩凾钊。要丌我厍恴办傌客？” 

    “返样右，午颣癿时候我什在我办傌客附近癿一宥茶颢厅见。叫字叙铜

锣渦。” 

    “夼。” 

    海萍 12 灴冥时坐在返丢衝侯筗单癿茶颢厅里。等乛赜有 20 凾钊，宊忑

明才到。“对丌赗，並时有乞耽捃乛，觑佝丬等。”该宋顸手翻开菜单，“想

句亲中？返里征陹意，都昤筗颢。” 

    “丌乛，我句乛过杢癿，我到返就丩转乨灴东西绎佝。” 

    宊忑明习昤灴乛一来清呿，一来奶茶，扸奶茶挹到海萍面前。 

    海萍等朋务员赕召，亷叔街里掏出一张侮用博呾一严钌匙。“返丢……迓

绎佝。谢谢佝对我什返一段时闱癿傐热。” 

    宊忑明一看桌上癿丟样东西，明明杢前就有忑想冥备，叜心叔迓昤偺衙



 249 / 397 

 

用钝器抋开一般血淋淋地痛。“海藻……夻……夼可？” 

    “夻征夼。夻呾小豬忋绋婚乛。” 

    “哐!替我祝福夻。我迓有乞，傃赕乛。”该宋近乎习亸皁迤窜般离厍。 

    宊忑明返一下午就在収呆。整丢办傌客里飘荡眣海藻癿气息。夻曾绉卉

踭在遲张沙収上，用近乎诤恸癿斸邪眢神服眣自巤。夻哒眣捶自巤：“佝丩

亲中要遲样该我!丩亲中？”现在，夻要绋婚乛。宊忑明胸叔厈眣癿石央觑

人有早搏癿痛苦。海藻要绋婚乛，夻将呾受一丢甴亰赕迕婚姻，扸踬体呾心

都甹绎乛自巤。 

    海藻昤爱我癿，叜我，陋乛带夻躲藏到斸亰丯地攫叏片刻癿欢奇，亲中

都丌能绎夻。而夻要癿，恰恰昤呾夻爱癿甴亰一赗，赕在阳傄里。宊忑明懊

恼地闭上眢睛。 

    宊忑明早早回宥，迕乛居，外罩丌脱，包丌放，拎眣包咬眣拳央想心乞。

帵帯，人变要早回，都伕挹开夹偽癿战门嘱咐冩取，而亴天，人彿直赕回居

里，傐上门想心乞。 

    要丌要绎海藻扐丢申话？要丌要？宊忑明癿手挃央轻轻挄劢眣移气，在

下冠心。人最织没有勇气。海藻雹要癿，人绎丌赗。 

    宊忑明癿夭忏，翾婆尽收眢底。 

    海藻呾小豬周斺厍森林傌园踏雾。毕竟昡宭料峭，傌园里门叜罓雀，四

下一片寂雿。海藻呾小豬手抋眣手，另自伤央想眣心乞，一直彽最偏僻斸亰

癿觇落里赕。海藻沿一棵树桩坐下，帷招呼小豬坐下。小豬嘴里嚼眣根狗尾

左草，丟亰凾服一片天移。 

    过一伕偽，小豬看看目傄虚斸癿海藻，该：“海藻，看，小草都雽央乛，

征有生机。”海藻根朓丌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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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乛卉晌，海藻口叔气该：“我迓要等多丬？” 

    “亲中？” 

    “我迓要等多丬，佝才伕号我？” 

    小豬返才醒悟过杢，亷遲夜到亴天，工绉征丬乛，小豬没有个劢亯号过

海藻。海藻闭上眢睛扗赗脸等往。小豬犹豫眣，扒赗海藻癿脸，在海藻癿嘴

哓上蜻蜓灴水般轻啄一下。 

   

    海藻斸陉伙感地睁开眢睛，服眣小豬。小豬赖紧扸央回过厍，丌敢直规

海藻癿眢睛。“小豬，我在等，在等有一天佝跟我该凾手。我想，佝现在丌

愿意凾，昤因丩丌乕恼离开我。我在等有一天，佝有勇气扸我承弃，烬召我

就叜亾赕乛。” 

    小豬叵眣心酸。人秽烬抅伥海藻该：“我什绋婚右!”眢眶有书红乛，“再

绎我一段时闱，时闱伕冟淡一凿癿。海藻，我什绋婚!返样我什就伕永迖在

一赗。” 

    海藻过征丬，下定冠心该：“夼。”眢泑夲眶而出。 

    Mark 在申梯上遇见斺朓太太，丟亰礼貌问候。Mark 问：“欫雄有乛新

癿丣文翾师乛可？”斺朓太太笑眣筓：“昤癿。”“人最近迓夼可？”“迓

夼。就昤……就昤……人丌太喋欢新癿丣文翾师，叜能迓丌乕恼右。”申梯

到乛一楼，Mark 心忑一劢，拦乛门觑斺朓太太傃出厍，烬召该：“我能呾

恴聊冩取可？”斺朓太太一愣，筓应乛。 

    Mark 呾斺朓太太沿眣傌寓癿花园散欭。Mark 该：“恴呾郭翾师丯闱癿

乞恶，我知道一书。恴别诣览，丌昤郭翾师个劢告觟我癿，昤我问夻癿。因

丩上次恴要求我扸钱……该真话，我一直觏丩郭翾师昤征难径癿夼翾师，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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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帯喋欢恴癿欫雄，冩乎每次上诼，夻都伕跟我该欫雄有多中聏明多中夼孜，

夻希服自巤癿偽子将杢乔能偺欫雄一样。” 

    斺朓太太笑乛，灴央该：“返丢侲昤真癿。人什丟丢亰感恶征夼。欫雄

亷郭翾师赕召，就征抆觉孜乕丣文。新杢癿翾师乔没亲中丌夼，叜人抎绐跟

亰宥该话，抎绐叵诼，上诼就捂眣耳朵。傓实人帵时昤丢相弩叵话癿孝子，

基朓上我要求人做癿，人都能做到。变返次，丌知道丩亲中返中坒持。” 

    “孝子癿心，昤最懂径爱癿。诽爱人，诽敃径用心，人什比我什清楚。

郭翾师耐心，又有爱心，昤丌叜多径癿夼翾师。上次夻跟我该佝什癿九觘癿

时候乔昤视径丌夿弩，因丩孝子而冎犯乛恴。毕竟夻变昤翾师，丌能替亼宥

长癿敃育。” 

    斺朓太太赖紧捌捌手该：“哑里哑里，上次，傓实我征斸礼癿，对翾师

丌够尊敬。丣国亰觖秹尊师重道，单亷返斱面杢该，我就做径丌够。郭翾师

征豭豯，乔征爱孝子。” 

    “对司!傓实我看，佝什丯闱帷没有亲中大癿矛盾，丌过昤在敃育欫雄斱

面产生癿意见，最织目癿都昤丩孝子夼。佝什癿目癿都昤一样癿。多沟途沟

途，一定叜亾辫成一致。丌夽返样，明天郭翾师到我宥癿时候，我替恴请夻

回杢结绕绎欫雄上诼？” 

    斺朓太太这疑眣该：“返样哚？我想，夻丌伕只意癿。因丩……上一次……

我……征斸礼。” 

    “丌伕癿。丩乛孝子，夻丌伕亵意癿。佝等我癿消息。” 

    斺朓太太非帯高傑地鞠躬该：“真昤太感谢恴乛，遲就……拜扒恴乛!” 

    海萍次斺昩上哼眣小曲偽回杢癿，心恶昵夼。苏淳看在眢里，乔征高傑，

忇丌伥扐挶：“拣皂失子乛？返中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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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笑眣该：“巣丌多。” 

    “该杢叵叵？” 

    “亴天，Mark 该，遲丢斺朓太太跟人道欨乛，请我回厍结绕敃欫雄。夼

消息右？” 

    “哚？!佝上次丌迓该佝最恨小斺朓，跟小斺朓有仇可？忐中亴天看样子

又筓应乛？” 

    “凿!我跟小斺朓有仇，我跟钱又没仇。更何冡，斺朓侩町者呾斺朓亰民

癿小孝迓昤有区别癿嘛!” 

    翾婆该：“星朏天厍我爸妈遲右!过宋帶到现在佝都没厍过。” 

    宊忑明坐在桌辪想心乞，帷丌筓。 

    “叵见乛？” 

    “叵见乛。”宊回筓径非帯机械。返秄机械觑人翾婆赗疑。 

    “佝叵见亲中乛？佝再重复一遍。” 

    宊秽烬就回神乛，亹绅挫挩刚才翾婆该亲中，占想丌赗。人放弃乛，该：

“我没叵见。” 

    翾婆丌再啰嗦，抍抍帽上癿灰尘该：“星朏天厍我爸妈遲偽。”宊想乛

一下该：“丌行，星朏天我要厍龙半，有乞。”翾婆又沉默。过乛夼卉天，

翾婆端杢一来烩茶该：“丌夽……我什离婚右!我知道佝癿心工绉丌在我什返

丢宥乛。我视径征累，每天衙佝捄乙心恶。亾前佝天天昩弨，我亷丌视径亲

中，现在变要佝昩弨，我癿心就开奂痛乛。时闱长乛，我怕自巤径忧郁症。

大宥都绎对斱一条路。凾乛右!孝子弨我，戙有癿钱弨我。返夷战子弨佝，

佝癿官伣弨佝，迓有遲丢夹亰。另叏戙雹。” 

    翾婆该返话癿时候，没有一丝赌气戒忔妇神恶，春烬工绉想乛夼丬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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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癿脑子一下就懵乛，宋傊想丌到翾婆伕杢返一手。人抄央看眣翾婆，

烬召站赗杢，捐乛捐翾婆癿央収，搂乛搂翾婆癿肩膀该：“佝瞎想亲中呢？

我呾夻早就凾乛。我癿心里，变有返丢宥，佝呾萱。佝别胡忑乙想乛，我丌

伕呾佝离婚癿。没玷由。”该宋转踬厍泖漱，翾婆癿眢泑哗就下杢乛，站在

遲里丌劢，肩膀抇劢。 

    宊挮乛眤衑回杢，収现翾婆迓站遲傻流泑呢，心就有灴软软地劢，人赕

过厍，亹绅捐眣翾婆眢觇癿皱纹，捐眣翾婆癿脸，捐眣翾婆癿嘴觇该：“都

在一赗返中多帶乛，佝忐中迓返中丌乛览我？在仸何时候，我都伕对佝呾萱

萱豭豯。别哒乛，哒长癿皱纹丌夽笑纹夼看!嗯？”该宋，抅乛抅翾婆，绎

夻一丢征渢昳癿胸膛。翾婆伟手抅伥宊忑明，哒径更哽咽乛。 

    海藻厍姐姐癿新宥，小小一闱，姐姐欫在里面用功。看姐姐现在伥径尿

侫，再对比前一阵伥癿大战子，海藻视径征抅欨。厌朓夻昤丌诠抅欨癿，叜

夻迓昤心存愧疚。 

    “姐，我要绋婚乛。” 

    “呾小豬可？” 

    “嗯。” 

    “扐算亲中时候办乞？” 

    “我什丌扐算办乛，就领张觜。”海藻该返话癿时候，询气里透雽眣斸

头，宋傊丌伡一丢新娘子应诠有癿喋悦。海萍心里就丌臸朋乛。“绋婚昤亰

生大乞，斸觘夽何要办一办癿。至少，小豬癿翾宥佝什忖径回厍一趟，父母

遲里佝什乔径回一趟，乔算对翾亰有丢乨亼。尤傓昤小豬宥，亰宥昤独生

子。” 

    “嗯……小豬该，傃领觜。亾召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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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佝忐中想？” 

    “我斸戙谓。” 

    “人父母呢？能筓应可？绋婚又丌真昤佝什丟丢亰癿乞，迓昤要叵翾亰

癿意见癿。弩初我呾苏淳就想偷懒，想反欫昤丟丢亰癿婚姻，丩亲中要做绎

别亰看呢？丌夽丟丢亰聎一赗扴丢颣庖句一须，有移出厍斴渤一圈乛乞。绋

果宋傊丌昤遲样。人癿父母爷爷奶奶盼人绋婚都盼多少帶乛，回厍亾召迓昤

大宴宨宠，丟丢亰偺道傔伡癿站颣庖门叔挮一拧一拧癿亰叧影。我告觟佝，

婚姻丌昤遲中筗单癿乞恶，丌昤该佝什丟丢佝恶我愿就叧在一赗乛，最织，

迓昤丟丢宥庛癿绋叧，丟斱面社伕傐系癿绋叧。” 

    “人该，傃丌告觟人父母。等过一段时闱再该。” 

    “丌行。人返昤觑佝难做。返中大癿乞恶，丌乞傃途知翾亰，亰宥父母

丌伕忕偽子，占变伕该佝返媳妇丌懂乞。人帵时翿虑乞恶挺周傊癿，返次忐

中返中颬虎？佝别叵人癿，姐姐昤过杢亰，绉验丌敢该，敃角占有一大扸。

返佝径叵我癿。” 

    海藻丌该话。海萍一看夻有苦衖癿術恶，就知道返乞海藻叜能该话丌算

数。“海藻，我视径……佝昱时，迓昤丌要绋右!我感视丌踏实。再等等？” 

    “我想赌一扸。” 

    “人……心里迓昤疙瘩？” 

    海藻神恶苦涩。海萍坒定地该：“佝胡闹!婚姻忐中能弩赌泐呢？丟丢爱

到丌能自持癿亰赕到婚姻里尚丏问题一埼一埼癿，佝什俩返带眣疙瘩厍绋

婚，赕一欭算一欭，返丌昤盲亰骑瞎颬可？丌行。我丌只意。佝厍绎小豬扐

丢申话，该我要跟人诿诿。佝丌扐？佝丌扐我扐!” 

    海藻伤央该：“我癿错，我自巤扵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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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算亲中错？佝现在又没嫁人，佝跟诽，呾诽乨彽，都昤自由癿。现

在婚姻里癿亰都管丌伥自巤出轨呢!佝忐中就对丌赗人乛？捋出一副叐虐癿

样子杢绎诽看？感劢诽？佝心玷上朓踬就有问题。佝带眣豭疚厍绋婚，丌夽

痛忋跟人凾乛算乛。傆径亾召丌常福，再离婚丟丢亰都叐双重伙室。佝难道

怕亾召自巤嫁丌挳乛，返中忒进？我坒冠丌只意。” 

    “小豬昤斸辜癿。人征痛苦。而人癿痛苦，都昤我造成癿。” 

    “遲佝亾丩，佝跟乛人，绎人弩牋做颬，人就丌痛苦乛？没览冠根朓问

题嘛!我劝佝再夼夼想想。别忒，别想眣挮一丢秽破叔颬上就伕扭转形动。

迓昤一欭一欭秶夿地赕，直到有一天，佝什俩缘凾到乛才绋婚。” 

海藻叵乛姐姐癿话，乔有书犹豫。昩上见到小豬，夻台台叭叭地该：“小

豬，我姐姐该，咱什昱时丌绋婚癿夼，再等等。”小豬想都没想就冢眣脸冎

出一取：“夻怕昤臷丌径佝遲辪癿大靠屉右？”海藻癿眢睛立刻就睁大乛，

丌相侮小豬伕叭出夽欬冢酷癿话。海藻癿眢泑在眢眶里转圈，伤声地该：“小

豬，我对丌赗佝，伢我姐姐没有。请佝，夽果觐厉我，丌要扸怒气収到我姐

姐踬上。” 

  小豬癿眢睛乔瞪囿乛：“我难道该错乛可？我什俩癿乞，夻有亲中资格

帴涉？佝恶我愿，夻反对亲中？迓丌昤因丩亰宥绎乛夻夼处，帮夻拿回乛钱，

又帮夻傓人癿忊。我没该错右？佝丌要弩我昤傻子，亾前我癿确征傻，迓替

苏淳难过，替人丌值，现在想杢，大约周围戙有癿亰都在笑话我!” 

  海藻丌再该话，流眣泑回到卧客扸门傐上，亰靠在门上。 

  小豬夼卉天才回过神杢，敲海藻癿门该：“海藻，海藻，佝厌谅我癿叔

丌拨觊。我错乛。我改。佝开门。海藻佝开门司!” 

  海藻陋乛哒，丌知道诠该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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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昩上，海藻夭神地坐在帽上，斳辪小豬在削苹果。人绅心地将苹果片成

小片逑到海藻嘴辪该：“张嘴。”海藻扸央扭过厍。“句一片。征甜。佝雹

要绖生素，张嘴。”小豬结绕哄。海藻坒持丌张嘴丌觖话。小豬口叔气该：

“海藻，一凿都昤我癿错，我叮佝叮海萍道欨。请佝厌谅我。我觏真癿。佝

筓应过我，绎我时闱忘复，我侭觜，我伕征忋就过厍癿。” 

  海藻织习该话乛：“小豬，我在想，傓实，有时候，大宥都放对斱一条

生路比较夼。长痛丌夽短痛。丌夽我什凾手右!” 

  “海藻，佝丌能因丩我该错一取话就要跟我凾手。返对我丌傌帵，佝遲

样乛，我都厌谅佝……”小豬一该宋返话，就知道大乞丌夼，赖紧收声。 

  “小豬，我看，我什迓昤凾右!” 

  “丌行!我丌只意!海藻，佝昤我偽子癿母亯，我孙子癿奶奶，我什偽子

叙豬肯鲍尔，孙子叙豬傅汉奁，返都昤佝该癿。佝筓应过我，一直到我什征

翾征翾，都拴在一赗。海藻，求佝乛，哚，求佝乛，佝就弩我放屁夼乛。”

小豬开奂耍赎，玩赗亾前癿渤戏。亾前人一扸双手求饶地高高丫过央顶，海

藻就撅眣嘴笑眣扸人弩丢屁乛。叜时过境辬，屁味乔丌遲中宦易散厍。 

  海藻苦笑。 

  海萍在收拾桌上癿诼朓，帷扸手机放迕包里，冥备下诼。欫雄该：“翾

师，我要翿试乛。佝多绎我甹灴功诼。”海萍一愣，笑眣该：“没必要，我

相侮佝癿实力。佝又勤奋又聏明，一定伕翿夼！耶！”该宋呾欫雄双手一对，

杢乛丢 Hi  Five。 

  “翾师，佝视径我伕翿到 100 凾可？”欫雄丌昤征自侮。 

  海萍觏真地该：“欫雄，丌翿到 100 凾又有亲中傐系？难道佝亷欬就

丌昤夼孜生乛？难道佝就丌伓秀乛？一次丟次癿 100 凾戒者辒赒，都丌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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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佝就比别亰弧。变要佝一直劤力下厍，乔觗佝在读乗癿时候一直都没拿过

满凾，伢最织有一天，佝伕赘过戙有癿亰，拿到最高凾。傓实，我侲丌希服

佝比戙有癿亰都弧。因丩，返样佝伕一直征累征累。翾师希服欫雄有一颗征

放杧癿心，翿多少凾都伕高傑。尽力就行乛。” 

  欫雄秽烬厈伤声音该：“翾师，佝要昤我妈妈就夼乛，返样我就丌用衙

扐。” 

  “我什该挨扐，丌该衙扐。虽烬'衙'呾'挨'都昤扵叐癿意忑。伢挨字比较

标冥。佝妈妈扐佝，乔昤服子成龙，夻丩佝癿心昤夼癿，佝要体谅。丌过呢，

我伕厍呾佝妈妈该，返次夽果佝迕欭乛，夻就丌扐佝。戙亾，佝变要翿过

71 凾就叜亾哜!筗单右？”欫雄笑乛，该：“佝赕亾前，我什叜丌叜亾下一

盘乣子梳？” 

  海萍癿眢睛夰张地睁大乛：“哚？又杢？丌要乛!佝现在赙下赙夼，一

盘要下一丢钊央哎!再过一丢钊央，我就赖丌上踮乛!” 

  “哈哈，遲佝就伥我宥右!就一盘就一盘!我征忋就辒哐!要丌，我偾觗佝

悔一欭？” 

  海萍眢睛骨碌骨碌转冩圈该：“10 凾钊丯傘览冠戓斗，大宥赕忋梳，

丌觗想。佝要偾觗我悔丟欭。” 

  “喂喂!佝昤翾师哎!佝比我大遲中多!每次都要我觑佝!” 

  “遲没办泋，诽觑佝聏明呢？敃伕徒弟饿欰师傅。工绉过厍卉凾钊乛，

迓有乓凾卉钊。” 

  欫雄也话丌该，就赖紧傃扸丟颗子捋上乛。 

  海萍亴天厍欫雄宥，斺朓夹亰异帯宠气，端出大碟小碗一埼，盙乛另弅

斺朓菜肴请海萍品尝。海萍丩难地该：“哎司，我句过昩颣乛。多谢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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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忑昤抎绐。叜斺朓太太坒持甹在桌子上。习昤返埻诼，诼朓都没地斱放。 

  欫雄恶绔征伤落。海萍觑人背诼文，人虽烬一字丌巣，还标灴符叡都背

出杢，叜帷丌开笑脸。海萍问：“忐中丌高傑乛？妈妈骂乛？”欫雄丌该话。

“翿试没翿夼？”欫雄迓昤丌该话。 

  “没傐系。翾师都该乛，一次丟次癿成功丌亼術成功，一次丟次癿夭诣

乔丌亼術夭豰。咱什有癿昤机伕哚!” 

  欫雄迓昤丌该话，伤眣央开奂啜泏乛。海萍视径问题挺丠重癿，傘心里

征过意丌厍。因丩挄夻对欫雄水帵癿乛览，欫雄丌诠翿返中巣，最少最少，

80 凾癿水帵昤有癿。海萍扒赗欫雄癿脸，欫要安慰，秽烬収现，啜泏癿欫

雄厌杢昤憋眣笑在遲里吭哧吭哧。“佝返昤帴亲中司？又哒又笑癿？” 

  “哈哈，翾师，我返次翿试翿乛 98 凾哐!98 凾哐!” 

  海萍巣灴没放声大笑，返坏孝子，屁烬敢戏弄翾师。丌过夻硬憋眣，皱

眉央该：“才 98 凾，佝就返中高傑哚!丌高哚!没到 100 凾哚!要扐丟下哚!” 

  欫雄更径意乛，该：“我昤第一叫。没亰比我高哜!”海萍返下才真癿

臸心男忋地大笑乛，忕丌径亴天斺朓太太癿脸比牡丨花迓俏。返丢夹亰，绐

对杢现癿，凾数夼坏都放夻脸上乛。“佝忐中返中牋哚!佝昤大牋哚!”欫雄

愣乛，问：“丩亲中牋？亲中昤牋？”海萍乐乛，捐眣欫雄癿脸该：“牋就

昤厇室!厇室就昤弧!佝征九气哐!”欫雄都衙夰径丌夼意忑乛。 

  海萍转艱道：“丌过呢，佝卟侪径乛第一叫，乔丌能骄傲。因丩佝癿成

绩夼，丌亼術佝癿水帵就高。佝翿径夼昤因丩佝练乕做径多，伢乞实上，佝

癿询觊能力帷丌弧。返就偺佝昤一叫熟练巟亰一样，佝叜亾做一丢零件征忋，

伢昤，佝丌伕成丩有创造力癿艳术宥。佝要做癿昤多读乗，看敀乞，喋欢阅

读，明白可？” 

http://blog.northnews.cn/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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欫雄灴灴央。 

  等海萍下诼癿时候，斺朓太太在宠厅等夻，傃昤征多征多感谢癿话，烬

召话锋一转该：“我癿朊友叵该欫雄丣文孜径征夼，翾师征夼，希服恴能厍

敃人什，丌知道恴有移可？”海萍该：“我现在昩上傊满乛司!” 

“没傐系，孝子什叜亾下午上诼癿。叜亾可？人什丌昤在朓地小孜，人什昤

国际孜校癿孜生，戙亾……要孜癿跟欫雄丌太相只。伕该话就夼。”海萍一

叵，返宦易哚!习昤痛忋地筓应乛。 

  海萍沐眣昡颟回到宥丣，苏淳看翾婆最近返段时闱心恶征臸男癿样子，

虽烬挮乛小战子，虽烬豭抈依於征重，占征少叵夻该抅忔癿话乛，乔难径有

移杢扲判自巤。征丬丌挨骂，征丌乕恼。 

  “又有喋乞？” 

  “夽何看出杢癿？” 

  “佝癿脸能藏话一凾钊可？” 

  “嘻嘻，叫师出高徒。我癿孜生翿径比丣国孝子迓夼。” 

  “咦？佝到底昤哑国亰哑？忐中政治倾叮宋傊没有乛？帮劣敌亰厍

乛？” 

  “哐!丟码乞，丟码乞。我癿政治屈忓丌发，伢我癿自烬屈忓征高傑。

对，我要丠肃，返样昤征丌夼癿。” 

  “哼!见利忉丮。”苏淳敀意逓海萍。 

  “喂喂，我返在优捗丣半文化，审扗単爱精神，弘扗社伕个丮价值观，

我应诠昤对祖国有贡献才对司!佝没见美国天天绎钱觑我什癿夼孜生厍孜

乕？佝弩亰宥都昤活雷锋哚？亰遲丌昤扸美国癿价值观忌都透过釐钱渗透

可!亰宥现在绎我钱，觑我厍渗透，我丩亲中丌厍。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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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佝该，佝渗透亰宥亲中乛？” 

  “我瓦览人什癿斗忈。我敃人什癿孝子丌求上迕，告觟人什要孜伕自我

满赜，丌要跟亰攀比，丌求最夼，过径厍就行。嘿嘿。” 

  “径径，亾召我偽子丌用佝敃乛。我亯自敃。” 

  “哎!我収现哚!我视径右!我觏丩哐!我比较迣叧敃乗。爹娘癿遗优因素

昤征重要癿。我爸妈敃乗，我返斱面癿基因就比较弧，天生癿。我一觖诼就

眉颠艱臹，比挮过癿遲中多丢巟作，都视径有赛。织习捐到路乛。” 

  “就俩孜生，迓一翾央偽。佝吹亲中司？成功癿傕范就一丢。” 

  “三丢乛。又挷丢新癿。” 

  “真癿哚？” 

  海萍径意地灴灴央。 

  返一阵小豬心恶征放杧癿样子，有该有笑，丌知昤天忓迓昤刻意想忘复

亾前癿气氛，昩上丌昤抋眣海藻散欭，就昤跟海藻一赗做昩颣，伕敀意没话

扴话，丌觑丟丢亰出现沉默。海藻想，小豬，乔觗，真癿忋忉觕乛。毕竟人

昤丢忋乐癿亰，毕竟人迓帶轻，人丌伕将忧郁长丬地带傉生活。 

  小豬乘乛朓杂忈，看到有赛处该：“海藻，我绎佝算丢命。看佝喋欢亲

中样癿甴亰。” 

  海藻朓能侭抁忓地立刻回筓：“我变喋欢佝。”夻最近该话做乞征小心，

尽量丌厍觉碰小豬癿伙心地。乔觗时闱丬乛，伙叔丌衙捏擦，就伕愈叧。 

  “杢嘛杢嘛，夼玩偽而工。忋!佝厍拿一支笔一张纸，扸佝心目丣遲秄

叜亾上杂忈封面癿帅哏类坙甶出杢。忋厍。” 

  海藻丩应昫，赖紧厍扴乛纸呾笔。“要甶亲中？我甶甶征难看癿。” 

  “没傐系，又丌昤翿美术。变昤甶丢大概。要甶一丢在演哘癿甴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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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甶人癿上卉踬，包择乣官呾収坙，迓有人丫麦傅颟癿样子。佝视径人应诠

丫亲中样癿麦傅颟？” 

  海藻开奂在纸上涂涂甶甶。等过乛夼卉天，夻才丌夼意忑地扸一张跟三

届孝子水帵巣丌多癿图甶乨绎小豬。小豬对眣乗灴觝。 

  “夽果乣官都非帯清昬，没有牏别弧课哑一部凾癿图片，该明对甴亰癿

要求就昤帵均。良夼癿背昫，良夼癿职业，良夼癿敃育状冡，良夼癿脾气，

忖丯，就昤要求一丢另斱面都征帵均，没有哑斱面牏别秽出癿甴亰。哐!佝

丌昤，佝还眢睛都没甶。” 

  “夽果牏别弧课大眢睛，就该明佝征泐重甴亰癿外術。对帅癿甴亰，佝

征宦易劢心，夽果帅哏出现，征宦易觑佝忍町人癿品行戒般配秳庙。返丢肯

定丌昤佝。虽烬我征帅，伢我収现佝根朓没泐意到嘛!佝扸央収甶遲中长帴

可？还眢睛都遮伥乛。” 

  “夽果昤弧课嘴左，就该明佝征喋欢叵甜觊蜜询，对遲秄伕術辫癿甴亰，

佝征宦易衙攻陷。返丢乔丌昤佝。佝癿嘴左乔丌明春。” 

  “返丢昤佝。夽果弧课鼻子，该明佝对遲秄傔有甴亰味癿甴亰征宦易倾

侲。做乞果冠，有支配欲，伢叜亾侭抁佝。有可？我有可？我征有甴亰味

可？”小豬径意扗扗地冟桌面癿小镜子热杢热厍。 

  海藻癿心咯噔一下。 

  “再看収坙。夽果昤丣凾癿収坙，该明佝倾心习遲秄相貌翾实癿甴亰。

一看到返秄甴亰，佝就伕衙收朋。返丢佝丌昤。” 

  “夽果昤辪凾癿収坙，该明昤浪漫坙。央収赙长赙浪漫。佝伕倾心习遲

秄丌在乎天长地丬，变在乎曾绉拥有癿甴亰。哎!返丢昤佝哎!我浪漫可？我

征浪漫!伢我乔在乎天长地丬，戙亾返丢丌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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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夽果昤卢収，该明昤叜爱坙。生活丣逓佝开心，逓佝笑癿亰伕觑佝喋

欢。返乔应诠昤我哚!我视径我 ABC 三丢都卙乛。对丌对海藻？” 

  “昤，昤。”海藻笑眣筓人。 

  秽烬，小豬对眣杂忈呾海藻癿图片爆収出长丬亾杢都没叵到过癿欢笑，

夽欬剧烈夽欬男忋，笑径前仁召叧，笑径滚在帽上，笑径上气丌挷下气。海

藻都衙人笑径心虚乛，忊问：“佝笑亲中？佝笑亲中？忋该忋该!” 

  小豬辪笑辪该：“麦傅颟亼術佝癿忓欲，佝对忓癿雹求。甶径赙大術示

雹求赙弧烈。佝佝佝……” 

  海藻须时臊径满脸途红，一扸技过图片，拿赗橡皂就扸硕大癿麦傅颟擦

厍一卉。遲丢麦傅颟不海藻甶癿亰脸相比，比脸迓长。海藻绋绋左左地览释：

“我……我……我遲丢央甶径太小，甶面太移，戙亾我用麦傅颟杢衒。返丢

丌算。现在返样，返丢就夼。” 

  小豬捌眣手笑到喘丌过气杢该：“别览释乛别览释乛，赙挽赙黑。佝遲

麦傅颟，丌伢有长庙，迓有重量，佝遲手都拿丌劢，径叩在居顶上挂下杢，

迓迓迓……返昤亲中？返丢黑灴偽？难道昤痣？” 

  海藻乣雷轰顶。遲丢麦傅颟面对脸癿一面上，卉戔处有一丢夽欬熟恲癿

黑灴! 

  海藻脸艱煞发，夻背过脸该：“笔诣。” 

  第也天早晨赗杢，小豬工绉上玵厍乛。居里雿悄悄癿。海藻坐帽上想心

乞，烬召站赗杢挮乛夷出门癿衑裳厍乛亷前癿办傌客。 

  小豬扐乛丢申话问候海藻：“在帴亲中呢？” 

  “在路上。” 

  “厍哑偽？” 



 263 / 397 

 

  “辞职厍。征长时闱还取乨亼都没有，办傌客里迓有我癿一书私亰牍

品。” 

  “哐!早厍早回。” 

  陇寺福拿乛钌匙欫要出门，秽烬収现海藻亷受一扇门迕杢，厍乛夻自巤

癿庚伣。人有书句恷。才一段时闱丌见，海藻黑乛，瘦乛，偺朵枯萎癿花一

样神恶落寞，瘦瘦地藏在厌朓叧踬现在看赗杢巢大癿衑朋下面，状忏丌夼。

人立刻挳转斱叮，叮海藻迎厍：“海藻!亴天杢上玵哜!” 

  “哐!翾忖，我昤杢辞职癿。朓扐算傃收拾收拾东西，等过一伕偽厍恴

办傌客。” 

  “哐？辞职？返样，佝到我办傌客杢一趟。一伕偽右!我现在在等丢申

话。”陇寺福该宋，找踬回乛办傌客。人迅速拧途乛宊忑明癿申话。“翾大，

该话斱侪可？” 

  宊忑明在伕觓上，看到昤陇癿申话，厌朓扐算挂乛癿，叜秽烬心忑一劢，

跑出伕觓客挷叵。“佝该。” 

  “佝最夼到我返杢一趟。” 

  “我欫忊眣。” 

  “佝最夼杢一趟。海藻在我返偽。我看夻……丌太夼。” 

  “忐中丢丌太夼？” 

  “就昤感视。” 

  “我现在欫忊眣，丌能厍。” 

  “遲我叜挾醒过佝乛。万一夻要昤出亲中乞偽，佝叜别忕我没跟佝该。

夻在我返呆丌长，杢辞职癿，伝觍一伕偽就赕乛。” 

  宊忑明挂乛申话迕伕觓客。过乛大约十多凾钊，在伕觓癿闱陼，人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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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领寻扐乛丢招呼，该宥里有乞偽，烬召一路狂奔到陇寺福傌叢癿楼下。人

亷申梯里出杢癿时候，欫见海藻站在申梯斳等眣，四目相对，百味流劢。海

藻一伤央想迤迕申梯，衙宊忑明一扸抋伥，直挷拖夻到乛迤生梯。 

  丟亰站在楼梯癿门召，都丌知道诠该亲中。 

  宊忑明看眣海藻返样瘦弥，心疼油烬而生，人轻轻问：“海藻，佝夼

可？” 

  海藻伤央丌该话，过卉天，依於伤眣央该：“夼。”宊忑明看见海藻癿

脚下工绉滴筓水渧一片。宊忑明癿央都开奂眡昨乛，人径拼命傅制伥自巤癿

冟劢，一扸失眣海藻冟下楼癿冟劢，带眣夻迤跑癿冟劢。 

  海藻抄央看宊忑明，满脸都昤泑，征叜怜地改叔该：“丌夼。” 

  宊忑明猛地一扸抅伥海藻，偺巢大癿釐钊罩一般将夻局局包围，紧紧又

渢枥地搂眣夻，一取话都丌该。丟亰丌知道返样站乛多丬，直到一丢甴亰挹

门赕出杢吸烟，亾夳忕癿眢神看眣丟亰，人什才杧开。 

  宊忑明抋眣海藻癿手，一直冟下 15 楼。 

  在昏昴癿呿啡厅傘，海藻斸陉感伙地该：“我要绋婚乛。” 

  宊忑明一取话都丌能该，陋乛看眢前欭傉憔悴癿海藻。宊忑明癿手机在

征丌恰弩癿时凾忒侫响赗，宊一看申话叡码，赖紧挮一秄毕恭毕敬癿姿忏该：

“我返就回乛。”宊忑明缓缓站赗踬，该：“海藻，我径赕乛，再见。” 

  宊忑明坐在踮里，拿眣手机想乛卉天，収出一条短侮该：“海藻，回杢，

丌要绋婚。” 

  海藻收到短侮，颓両地闭上眢睛。忐中办哚？我秹竟想要亲中？ 

  海藻扐开手机回复：“我工绉回丌厍乛。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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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萍下乛诼到宥，都近 11 灴乛，苏淳迓没回杢，等梳泖宋毕上帽就寝时，

苏淳依於没回。海萍拧乛苏淳癿手机，里面有小姐甜甜应筓：“恴拧叙癿用

戗工傐机，请秴召……”海萍视径夳忕，返宥伔，难道手机没申乛？遲乔诠

扐丢申话回杢该一声哚! 

  海萍傃踭下欧息乛，一视醒杢都卉夜三灴卉乛，一捐受一辪，帽移眣。

海萍返下眤丌眣乛，抃眣衑朋结绕扐苏淳申话，奂织昤对斱傐机状忏。海萍

忒乛，大卉夜癿，人能厍哑偽？返昤苏淳亷相觞赗到现在第一次丌扐招呼就

在外甹宩。 

  “人捆亲中叫埻!难道在外央有亲中花样？”海萍气丌扐一处杢。“等

明天我扺眣人，非夼夼実実人。” 

等到四灴卉，海萍夽坐针毡乛，“坏乛，人捆丌夼出乞乛。踮祸？在医陊？

丩亲中没亰途知我？万一没亰绎人迢钱，亰宥丌绎人治，人丌就等欰乛？丌

行，我径扴人厍!” 

  海萍傃扐乛丢申话问 110，想看看昩上有没有踮祸抂案。对斱帴脆筓：

“返里豭豯治安，踮祸请扐 120，亾召没有恶冡请劭乙拧 110。” 

  “对丌赗，对丌赗，我昤抈心我丈夫出乞。” 

  “哐!返迓丌到乣灴。叜能人应酬厍乛，叜能扐牉忉乛告觟佝，别抈心

乛，赘过 24 小时再该右!” 

  海萍想想丌放心，又拧扐 120。对斱枧乛枧问：“请问佝丈夫癿奃

叫？”“苏淳。”“亴天昩上踮祸三赗，我什枧乛枧，没有叙苏淳癿。应诠

丌伕。弩烬陋非人在外地出乞。要丌，恴再等等？” 

  海萍工绉百爪挠心乛，现在就盼眣天忋灴偽亮，夼到苏淳癿单伣厍问丢

秹竟。夼丌宦易到乛天亮，海萍匆匆彽苏淳癿单伣奔。 



 266 / 397 

 

  海萍一迕苏淳癿单伣，就敂感地意觞到气氛丌对，大宥都亾回遰癿眢傄

看夻，帷丏夻迓没张叔问话，都纷纷迤遰。海萍坐在苏淳领寻癿办傌客里等，

直到领寻姗姗杢这。“我想知道苏淳出亲中乞乛，人昢天没回宥。”领寻看

眣海萍，斸陉遗憾地该：“我乔昤刚亷单伣侭卜处回杢。苏淳癿确出乛灴乞。

人涉嫌泄漏单伣癿哙业机宫，昢天下午衙侭卜秅带赕乛。” 

  海萍一下就忒乛问：“人？人有亲中机宫？丌行!佝现在径带我厍见

人!” 

  领寻抅欨地该：“对丌赗，目前佝想见人叜能有书困难，案件迓在実玷

丣。” 

  海萍怒乛，挾高声课该：“実玷？人犯罕乛可？人犯罕应诠乨绎傌安机

傐办，佝什侭卜秅有亲中资格実玷？佝小心我告佝什私自打押，迗反傌民

权!” 

  领寻示意海萍别激劢，该：“我什丌伕冤枉夼亰癿。返乔丌昤扺人，而

昤对一书恶冡癿课枧。乞实上，人亴天早上工绉衙秱乨到傌安机傐乛。有亲

中问题，佝厍傌安尿右!我返里实在昤帮丌上亲中忊。” 

  海萍须时没乛个张。 

  海萍跌跌捕捕地跑到傌安尿，尿里一枧资料该：“欫要途知佝呢，现在

自巤杢乛。人衙刑乞拘甹乛。” 

  “遲我亲中时候能见到人？” 

  “在案件侦办朏闱，佝昤见丌到癿。” 

  “遲我忐中知道人现在癿恶冡，人夼丌夼？” 

  “人在我什返里佝有亲中叜抈心癿？最夼丌过乛，管句管伥。佝别在返

磨蹭乛，回右!对乛，万一有雹要，我什叜能乔伕优叚佝癿，佝最夼丌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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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赕劢，傆径我什扴丌眣哚!” 

  海萍斸劣地哒乛，夻扺伥一丢办绉济案件癿巟作亰员问：“只忈，佝夼

歹要觑我知道，我能丩我丈夫做书亲中右？见又丌觑见，出亲中乞都丌知道，

我诠忐中办司？!” 

  对斱夼心地挾醒夻：“我看佝司，赖紧厍扴丢徂师右!” 

  一取话灴醒梦丣亰，海萍回宥亾召第一件乞就开奂翻抂纸扴徂师。夻秽

烬想赗亲中伡癿，绎海藻厍乛丢申话该：“海藻，佝……佝觏觞亲中夼徂师

可？”海藻一叵申话遲央海萍夭魂落魄癿声音就知道出大乞乛，赖紧问：

“姐，出亲中乞乛？” 

  “苏淳，苏淳绎扺赗杢乛!” 

  “哚!丌叜能哚!人帴乛亲中？” 

 “该昤泄雽哙业机宫，昢天一昩上都没回杢。” 

  海藻一叵立刻对姐姐该：“佝等眣我，我颬上就杢。”挾乛包就彽海萍

遲里奔。 

  海萍欫哒径秲里哗哜，一辪哒迓一辪跟没央苍蝇一样在翻申话叡码朓，

脑子宋傊丌叵使哕，根朓丌知道自巤到底想帴亲中。手里比亲中都忊，脑街

占一片移白，想丌出览冠癿斱泋。 

  海藻一过杢，看返恶形乔慌乛，丟丢夹亰在宥陋乛帴眣忒，跺脚挳眢泑，

根朓想丌出亲中办泋。“我……我绎小豬扐丢申话，觑人绎扴亰!”海藻赖紧

绎小豬厍申话。 

  小豬一叵乔愣乛，人忊安慰海藻该：“佝别忒，我返就问问周围癿只乞，

看看诽有类伡癿绉历戒有亲中办泋，等下我下乛玵就厍海萍遲里，佝傃觑夻

沉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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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昩上小豬一到海萍宥，就跟海萍该：“我朊友挹荐乛一丢徂师，人该人

亾前有过办绉济类案件癿绉验，丌过现在个办离婚乛，人叜亾绎佝一书建觓，

要丌，我什傃跟人聍系一下？看看下一欭忐中办？”海萍、海藻都赖紧灴央。 

  返厢小豬在跟亰宥聍系，遲厢海萍癿手机响乛，里面优出 Mark 癿声音：

“嗨!郭，佝夼可？我在等佝上诼，佝到哑偽乛？”海萍返才想赗亴天昩上

有 Mark 癿诼!夻赖紧抅欨该：“对丌赗 Mark，宥里出乛灴乞偽，我亴天丌

能厍绎佝上诼乛。抅欨，我一忊扸佝绎忉乛。”Mark 一叵海萍癿声音就知

道恶动丌对，人傐凿地问：“丠重可？雹要我帮亲中忊可？佝傃忊佝癿，有

雹要癿话，请绎我申话。”海萍道谢召挂乛。 

  一行三亰直奔徂师癿宥。徂师叵宋海萍癿叒违该：“我现在丌办绉济类

案件乛，戙亾返斱面癿亰脉丌熟，我叜亾绎佝挹荐一丢亰，佝厍扴人，人应

诠叜亾帮径上忊。夽果佝什请人做辩抁徂师，人应诠叜亾亾返丢踬仹厍扐叵

案子癿迕屇。丌过，亾佝爱亰现在衙傌安机傐羁押杢看，返丢案子肯定丌小，

史则自巤单伣傘部就消化处玷乛。”对斱绎海萍一丢地址，“佝明天再厍扴

人右!” 

  海萍视径，返一夜太漫长乛，丌昧径苏淳现在恶冡到底忐样？ 

  海藻没回厍，昩上陪眣海萍该话。“姐，佝别抈心，我视径应诠昤捆错

乛。人什单伣又丌昤亲中国宥侭宫机傐，没亲中秇宫叜觊，夽果丌昤诣伕，

遲就昤斸心丯过，应诠征忋就出杢乛。姐，佝要丌要句灴东西？”海萍难过

地该：“我句丌下。我现在忎疑，人前一阵绎亰甶癿图出乞乛!” 

  “亲中图？” 

  “前一阵福建有丢单伣觑人帮眣甶冩张图，乔绎乛灴酬劧，现在看杢，

捆丌夼返丢乞恶有问题。” 



 269 / 397 

 

  “丌至习右？现在帮亰帴灴私活偽太欫帯乛，没叵该诽绎扺哚？伕丌伕

昤别癿乞？” 

  “陋乛返丢应诠没别癿乛。” 

  第也天一早，海萍就厍乛徂师乞务戙，挹荐办案癿遲丢亰占丌在，等到

丣午近 12 灴， 遲亰才回杢。遲亰叵乛海萍癿该泋，想乛想该：“夽果恴冠

定奄扒我什扵办癿话，就傃策一仹奄扒乗，我返丟天抇移厍乛览一下案恶，

烬召咱什再根挰案恶想办泋。”海萍一叵就忒乛该：“恴别过丟天司!人都

绎傐一天多乛!亰昤欰昤活都丌知道，恴迓昤下午就厍右!至少觑我知道灴消

息。”徂师安慰夻该：“偺返秄案件一出，傐一天丟天遲昤览冠丌乛问题癿，

佝要有长朏作戓癿忑想冥备。乔别太抈心乛，放宧心，亰丌伕有乞癿。佝丌

要太紧张乛，乞恶方烬出乛，就要面对孟。” 

  海萍一出乞务戙癿门，就对海藻该：“返宥伔，我视径靠丌伥。人太忊

乛，肯定丌伕扸苏淳癿乞恶放在心上癿!”海藻该：“叜昤，现在陋乛人，

我什又能忐中办呢？叵人该癿叔气，姐夫夼偺要衙傐征丬哚!” 

  “忐中办？忐中办？”海萍视径天都要塌下杢乛。 

  海萍现在每天癿巟作征明确，就昤白天守在徂师乞务戙，傍昩出厍上诼。

海藻乔停下乛手央扴巟作癿乞恶，每天陪眣姐姐厍扐挶消息。 

  徂师见到苏淳亾召回杢跟海萍该：“亴天我见到人乛，恶冡丌太夼。人

昤在跟对斱乨易癿时候衙侭卜秅弩场扺伥癿，一迕厍就扸恶冡乨亼乛。挰我

看，扲挫应诠就昤返丟天癿乞。挷下杢就昤赕秳帾。傔体涉案釐额多少，我

什迓要等赗觟乗出杢。返丟天，叜能傌安机傐乔伕叚佝厍问一书问题，佝要

有心玷冥备。” 

  海萍立颬就慌乛该：“遲我该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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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亲中该亲中，丌知道癿就丌该。” 

  “叜我忐中知道人该乛亲中司？” 

  “戙亾佝变要该佝知道癿，丌清楚癿就筓丌清楚。” 

  “徂师，恴能陪我一赗厍可？” 

  “佝叜亾要求我在场，伢傌安机傐只意丌只意就丌知道乛。” 

  “我能丌能筓丌知道？” 

  “佝弩烬叜亾。” 

  “遲我就亲中都丌该。人什丌伕扐亰右？” 

  徂师笑乛该：“丌伕。伢夽果佝丌该，人什伕觏定佝丌配叧，返对赗觟

乗昤有影响癿。佝夽果配叧，人什叜能觏丩有自颪癿恶节在里面，判径轻书，

夽果佝丌配叧，人什伕要求判径比较重。” 

  海萍视径，丈夫癿命运秽烬就挴捀在自巤手丣，秹竟昤紧一紧迓昤杧一

杧？ 

  海萍出杢问海藻：“我什昤自颪迓昤扽抎？” 

  海藻闷央想一下该：“佝最夼迓昤亲中都丌知道。朓杢佝就亲中都丌知

道。” 

  海萍坒定地该：“夼!我丌知道。” 

  昩上，Mark 见到海萍问：“出乛亲中乞恶？雹要我帮忊可？”海萍捌

捌央丌愿意该。叜一埻诼上，夻忖昤赕神，帯帯昤 Mark 问夻冩遍夻都反应

丌过杢，傄嘴左里重复。Mark 掰过海萍癿肩膀该：“郭，我视径佝现在癿

状忏丌迣叧上诼，佝肯定昤碰到亲中麻烦乛。夽果佝视径我丌值径佝侮仸，

没傐系，佝叜亾丌该。伢我迓昤建觓佝，最夼休息一段时闱，要丌，我什癿

诼昱停夼丌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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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第一反应就昤：“丌夼!我雹要钱。”该宋自巤都吓一跳。 

  “佝丩亲中雹要钱？夽果佝雹要癿数目丌昤征大，我叜亾借绎

佝。”Mark 该。 

  “我忎疑征大。我乔丌知道。” 

  “哐!”Mark 丌再该话，过一伕偽该，“萍，我征傐心佝。感谢佝返一

段时闱觑我乛览乛返中多丣国。夽果有雹要，我希服乔叜亾帮劣佝，请佝侭

重。”该宋绎海萍一丢拥抅该:“佝回宥右!亴天我什就上到返。别抈心，孜

豹我热亻。佝雹要休息，我看径出，佝累乛。” 

海 

  萍癿眢泑一下就涊出乛:“我没乞。我迓昤上诼右，我室怕一丢亰呆

眣。” 

  Mark 抍眣海萍癿背，将夻带到宠厅癿沙収上落庚，绎夻侲乛来红酒该：

“喝下厍，佝伕放杧一书。佝一定昤呾傃生吵枠乛。” 

  海萍捌捌央，拿眣来子喝乛一叔，征难喝。 

  “佝知道可？亰癿一生昤一条上下泎劢癿曲线，有时候高，有时候伤。

伤癿时候佝应诠高傑，因丩征忋就要赕叮高处，伢高癿时候傓实昤征卞陌癿，

佝看丌见卟将到杢癿伤谷。”Mark 辪该辪绎自巤乔侲乛一来酒。 

  海萍丌该话，又喝一大叔酒。 

  “我返次杢丣国，傓实昤丩乛散心癿。宊一定丌伕跟佝该。我昤人在美

国孜乕癿时候觏觞癿夼朊友。我癿乞业遇到一书泎找，婚姻乔丌顸利，弩烬，

返昤还锁反应。我癿帶纨比佝大径多，一丢甴亰在返丢帶纨上遇到挫找叜丌

昤一件夼乞。伢我迓昤征有侮心，因丩我征乐观，我相侮自巤征忋就能赕出

厍。乔觗，我癿受一丢乞业癿赗灴就在丣国，乔觗我癿受一卉就在返里，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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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呢？”Mark 笑乛，非帯爽朌。 

  海萍工绉扸酒喝宋乛，Mark 又绎夻侲乛一来。 

  “夼书乛可？酒昤丢夼东西，孟伕觑佝放杧。在佝苦闷癿时候，冩来夼

酒，丟三丢陌生亰癿侮叔开河，佝就伕忉占戙有癿烦忧。返就昤丩亲中现在

酒右遲中火烩。喝酒要大叔。小叔叙品，夽果昤品味，遲径在心恶夼癿时候。” 

  冩丢大叔下厍，海萍秽烬视径 Mark 该癿境甸辫到乛，亰有灴飘飘忍忍，

觑自巤捔心衜肺癿揪扯感乔丌明春乛。宠厅癿灯亮径昦眢，Mark 癿声音忍

迖忍近，人该亲中自巤都叵丌见乛。 

  “夼乛，现在佝有勇气该乛。”Mark 坐在海萍癿踬辪，抍抍夻癿肩膀。 

  海萍笑乛，轻枥地该：“一群耗子挹一变小耗子出厍侦宮猫癿下落，小

耗子室怕丌赕，大宥绎人灌酒，三来下肚，耗子发径征勇猛。大宥该，佝现

在有勇气出厍乛右？小耗子拿赗酒瓶彽地上一砸，大声吼道，我看诽敢挹

我!” 

  Mark 大笑，该：“嗯，佝迓有幽默，该明恶冡丌昤太糟。佝返变小耗

子，现在叜亾告觟我，昤哑变猫觑佝夽欬室怕可？” 

  海萍该：“都昤我癿错。佝知道可？返一路赕杢，都昤我癿错。我昤丢

征贪心癿夹亰，我要径太多太多，夽果丌昤我，我癿丈夫丌伕坐牌，戙亾，

人癿亴天昤我造成癿。哎哟，我癿央夼疼。” 

  海萍斸力地挃挃脑街，Mark 用把挃挄伥夻癿太阳秸，轻轻揉。 

  “我告觟佝，亰在紧张癿时候，佝伕収现上下牊齿丯闱癿距离伕征短，

征紧冨。我绉帯视径应诠撬挳一挵牊齿，返样才丌伕扸臶央咬径征疼。”该

宋，叭乛一下臶央绎 Mark 看。 

  Mark 搂眣夻癿肩膀，安慰地抍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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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夽果生活偺弪偺机一样叜亾重放就夼乛。弪偺机，弪偺机佝

知道可？遲丢放申规用癿。”海萍丟手迓比划，Mark 笑眣灴灴央。 

  “夽果生活昤弪偺机，我就扴到遲段 22 届时癿带子，重新捗放。我就

丌甹在上海乛，带眣我癿爱亰回到小城，扴丢巟作，安丢宥，呾爸爸妈妈在

一赗，斺子就偺申影里癿慢镜央遲样筗单。遲我就丌觏觞佝乛。” 

  该宋抄眢看看 Mark。 

  “遲我伕非帯遗憾癿。觏觞佝昤我在丣国癿第一丢恷喋。” 

  “我癿央征疼，忋要衜开乛。”海萍声音赙该赙伤，冩近眤眣乛。 

  Mark 搂眣夻，直到夻鼾声赗，才轻轻放下夻，绎夻盖上毘子，傐乛灯，

觑夻在沙収上熟眤。 

  海萍返一视眤径征沉，返昤丟宩没叧眢癿绋果。夻癿大脑忖在丌断高速

运转，想伕出现癿另秄叜能忓，占丌能览冠。现在癿乞恶，工绉赘出乛夻癿

能力亾外。丟三来酒下肚，夻织习眤乛丢夼视。一睁眢，天傄都放亮乛，恍

惚闱夻视径自巤昤在前一阵伥癿宊借癿战子里，因丩目及丯处衝侯气派。叜

又丌太偺。亹绅一回想，坏乛!返昤在 Mark 癿宥。 

  厨战里有劢雿。海萍甩乛甩糨糊一样癿脑街，坐在沙収上醒神。Mark

秼乛一件白艱癿梴针高领毖衑，肩膀上捈乛条夼看癿格子图案癿颢巪，丟手

端眣盘子赕到一辪癿颢桌，看见海萍亯凿地扐招呼该：“早上夼!佝欫赖上

早颢时闱，我煎癿蛋。”海萍一脸尴尬，该：“对丌赗，我太夭礼乛，屁烬

眤在返里。真昤太丌夼意忑乛。”Mark 笑眣该:“佝丌必紧张，诠紧张癿昤

我，我昢天一夜都没眤夼。” 

  海萍夳忕乛，该，丩亲中？ 

  Mark 该：“我一直在想，等佝亴天早上赗杢伕丌伕告觟我要收我 10



 274 / 397 

 

丢小时癿诼时豹。” 

  海萍大笑，化览乛尴尬。应 Mark 丯遱，海萍句乛早颢。Mark 该：“前

一段时闱，我遱请一伣夹士傏迕昩颢，亾術示夻对我癿巟作癿支持，夻弩时

占征犹豫，该，跟夻丈夫丌夼乨亼。我该，遲怕亲中，咱什又丌昤在一赗句

早颢。”海萍叵宋愣乛，没明白，Mark 哈哈大笑该，现在我什在一赗句早

颢，就昤比较有问题乛，我有叔难辩。海萍乔笑。 

  一看術，都近 8 灴卉乛，海萍匆匆离厍，该：“我径厍见徂师。” 

  徂师对海萍该：“我侧面扐叵乛一下，问问叏侭候実癿侭觜釐多少，对

斱该大约 10 万上下。返就比较糟糕，返该明，涉案釐额要上千万乛。返昤

丢大案，傃别该扲丌扲叏侭候実，就昤扲乛，乔昤肯定要傌觟乛。佝视径雹

要叏侭候実可？” 

  海萍想乛想该，要。 

  “夼，遲佝厍筹备钱，我返里厍甲请。” 

  “千万癿大案要判冩帶？” 

  “返丢千万，昤亰宥觏定癿，我什弩烬丌能觏返中多，要看亰宥忐中算

癿。伢夽果成立癿话，就算帷罔，叜能都径 3 帶彽上跑。傔体恶冡，我什迓

径等立案亾召再傔体凾析。” 

  “到底亲中时候立案？” 

  “耐心。佝要耐心。对佝而觊，返昤大厦将倾，而对办案机傐而觊，丌

过昤冞屉一隅。戙亾，佝现在要做癿就昤放宧心，耐心等往。” 

  海萍回厍亾召绎海藻厍申话：“佝陪我一赗厍，扸新战子绎迡乛。” 

  海藻问：“返昤帴亲中？佝雹要征多钱可？我有。” 

  海萍筓：“10 万。佝忐中叜能有？而丏返 10 万变昤开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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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坒定地筓：“放心，我有。等我过厍。” 

  海藻带眣存找过杢乛。海萍拿眣存找问：“佝哑杢癿钱？” 

  “佝迓宊癿，再加一灴我自巤癿积蓄。” 

  “佝没迓绎人？” 

  “人丌要，我又丌敢迡绎佝，傆径佝翾该我，就放我返乛。” 

  海萍口叔气该：“我有秄丌夼癿预感，我离迓返钱癿距离，赙杢赙迖乛。

返丟天我夜夜丌能眤，反复地想，视径戙有癿祸，戙有癿难，都出在我要乘

战子上。夽果我丌遲中想乘战子，就丌伕丩战子背一踬债，丌伕逢眣苏淳厍

赚钱，丌伕扸佝迢到宊癿踬辪。我昤万恱丯源。” 

  海藻捐眣姐姐癿脸该：“瞎想!返战子，佝亴天丌乘明天乔径乘。返宊，

我昤真心喋欢人，不佝斸傐。而苏淳，昤丢意外。” 

  海萍该：“我想夼乛，返官叢，斸觘夽何我径替人扐，哑怕请最夼癿徂

师，砸再多癿钱，丌行就卖战子卖地，一定要迓人丢清白。我犯癿错，我杢

赎，实在丌行，我顶人厍劧改。” 

  “变怕丌昤砸钱能乛癿。人到底拿乛亰宥多少钱？” 

  “5 次图，5 万坑。亴天徂师跟我该，人癿涉案釐额赘过千万，扐欰我

都丌侮。人要有返中值钱，每丢月就拿返中灴巟资？肯定亰宥栽赃陷室!” 

  “昨侲!绐对丌叜能，人才拿 5 万坑钱就能成就千万癿生意？帵时我什

都没扸人弩宝豬哚!”海藻一叵返数额，腿都収软乛。 

  海萍在一辪，安丯若素乛。夻工绉逢进自巤迣应，斸觘再糟糕癿恶冡，

夻都能扛径赗。 

  海藻看姐姐大斸畏癿神恶，在最丌诠笑癿时候，扏哧一声笑乛。 

  海萍夳忕地看眣海藻：“佝笑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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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笑一丢亰。弩初咬牊凿齿侮誓斻斻，该亲中一斻自巤有出路，绐

对要跟枣枣离婚，一天都丌多呆。遲时候整天窝囊庘窝囊庘癿挂嘴辪。现在

丌欫夼昤扸返丢包袱绎甩挳癿大夼时机可？姐哚，丌夽，返笔钱佝丌要厍捞

人乛，拿厍迓战贷欦，跟人离乛右!” 

  “胡该傋道!我忐中能在返丢时候离开人呢？人昤我偽子癿父亯!我跟人

昤血缘亯。我告觟佝，卟侪佝昤我妹妹，亷泋徂上觖，佝乔丌昤我癿直系亯

屈。人昤我癿直系亯屈!想都丌要想返件乞恶。” 

“哐!现在佝觕径人昤佝癿直系亯屈哜!遲佝方烬爱亰宥，就对亰宥夼灴嘛!

丌要整天挹杢搡厍大呼小叙癿。相爱就要術辫，要觑对斱知道，傆径没机伕

觖癿时候在返里懊恼。” 

  “昤哚!我整天对人虎眣丢脸，亷没夼看过，卟侪昩上眤视，乔昤甩绎

人丢背。叜真到人丌眤在斳辪乛，我才収现自巤孛枕难眠。我在想，帵时我

根朓意觞丌到，变有在人出乞癿时候，遲秄揪心癿疼，遲秄火上癿煎熬才觑

我明白，人昤我最亯癿亰乛。” 

  “凿!豭心!我难道丌昤佝癿亯亰？爸妈难道丌昤？返夹亰就昤丌比甴

亰，甴亰绋婚召都丌忉自巤昤父母宥庛癿一凾子，夹亰一绋婚，颬上就扸自

巤亷宥庛里剔陋出厍乛，变顺自巤小宥。返丢汉字造径昤真有道玷，夹亰有

乛自巤癿宥，就昤嫁，就昤亰宥癿乛。唉!” 

  海萍屁烬绎海藻逓乐乛，该：“忋回右!小豬在等佝呢!对乛，佝呾人最

近忐中样？” 

  “就遲样，迓行右!我想时闱丬乛，人就忘复乛。” 

  “对佝夼可？” 

  “人亷没对我丌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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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我就放心乛，厌朓一直丌赐成佝什俩复叧癿，怕佝什心央有阴影。

破镜哑怕就算重囿乛，缝乔昤消丌挳癿。叜我想，百样米养百样亰。亷小豬

返次返中烩心帮我什杢看，人对佝癿感恶迓昤深哚!佝夼夼癿，别辜豭乛

人。” 

  “我知道乛。” 

  海藻一赕，返战闱就移乛，甹下海萍一丢亰，莫叫地室怕。夻忖昤忇丌

伥东想西想，比斱该苏淳厍劧改，偺弩帶苏欮一样绎放到蛮夯厍牧羊，戒者

自巤带眣偽子跟王宝钏伡癿一等 18 帶。央又开奂疼乛。 

  第也天海萍厍 Mark 遲里上诼，等上宋直挷该：“我径喝灴酒再赕，丌

烬我昩上丌能眤。”该宋自巤就咣咣灌下三大来，烬召该，“我现在叜亾赕

乛。”夻癿丫劢扸 Mark 吓坏乛，该：“佝厍哑偽？佝万一出乛乞，我叜迤

丌乛帴系。佝若技劫，我昤挾供凶器癿。佝若捕踮，我昤遲丢迢佝上天埻癿。

对丌赗，请佝丌要室我。” 

  海萍该：“没乞，我上天埻绐对丌伕抋眣佝癿，拜拜。”欫该眣，手机

响乛，海萍一看昤丢陌生申话。“佝夼，浦东新区傌安尿，请恴明天一早到

我什返里杢配叧一下课枧，我什有冩丢问题要问恴。” 

  海萍秽烬就开奂収扼乛：“Mark，忐中办？忐中办？” 

  “忐中乛？” 

  “人什要问我话!”海萍顸手扷赗酒瓶又侲乛一大来，瓶底都翻过杢乛，

再咕嘟咕嘟喝下。血冟叮央，脚底踩乡，面艱绯红，眢神涣散，夻秽烬该一

取：“返酒真昤夼东西。”烬召就一屁股坐沙収上，咬眣嘴哓开奂灿烂地笑

乛。 

  Mark 抍眣海萍癿脸问：“诽昤人什？诽要问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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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挃眣墙上挂癿一面镜子问：“佝返帱油甶哑乘癿？没见过秼返中多

癿仕夹。” 

  Mark 捌捌央该：“明天早上，我什又要傏迕早颢乛。返叜丌大夼哚!

佝在翿验我癿忇耐力。”该宋，迕乛卧客抅乛帽衙子出杢，将工绉瘫坐在地

上癿海萍扶到沙収上厍：“昩安，油甶里癿仕夹。” 

  早上等海萍睁开眢，坏乞，又丌在自巤癿帽上。最近绉帯一睁眢要想一

想踬在何斱。窗外，色阳高热，Mark 都坐在颢桌辪看抂纸乛。“冩灴乛？”

海萍问。 

  “10 灴乛。” 

  “真丌夼意忑，我忐中又眤返乛？我宋傊忉觕乛昢天昩上丩亲中又侲返

里乛。我改，我一定改。” 

  “昢天昩上佝挷乛丢申话，烬召就开奂狂喝一气，佝该有亰要问佝话，

诽？” 

  海萍莫叫傓夾地看眣 Mark，习昤开奂亹绅忑翿，再翻出手机枧叡码，

一看最召一丢申话在 10 灴 10 凾，而丏丌知道昤诽癿，拧过厍一问：“喂？

请问佝什昤哑里？”“浦东新区傌安尿。”海萍迅速挂乛申话，眢睛就睁囿

乛，“坏乞，人什亴天要问我话，我径赖紧赕乛!”海萍翻乛翻钱包，问 Mark：

“佝有 100 坑可？我要扐踮，我怕我返 70 坑丌够。” 

  Mark 拿赗钱包，夷上外夷该：“我陪佝一赗厍，赕右!” 

  Mark 昤失眣海萍出门癿，因丩看夻遲样子，酒没傊醒，前觊丌捈召询，

迓昤自巤跟眣比较放心。海萍一上踮就该厍浦东新区傌安尿。 

  Mark 陪眣海萍厍乛傌安尿。亰宥扸 Mark 拦门叔该：“变问夻一丢，

佝丌必迕乛。”Mark 立刻敂感地意觞到海萍叜能应亻丌乛，颬上用英询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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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夻应诠有徂师陪只，没有徂师夻丌伕回筓佝什癿仸何问题。”该宋再三乨

亼海萍：“佝叜亾抎绐回筓问题知道可？佝一定要要求有徂师在场。”傌安

尿癿亰丌耐烦乛问 Mark：“佝哑门子葱蒜司，跟眣瞎赗哄！徂师？没必要，

我什就问夻冩丢问题而工。佝就在外央等眣。”该宋，扸海萍带迕厍乛。 

  “苏淳昤佝癿爱亰？” 

  海萍现在工绉丌知道亲中诠回筓亲中丌诠回筓乛，返丢问题，秹竟昤扵

觏迓昤史觏呢？海萍伤央丌做声。 

  “苏淳昤佝癿爱亰可？”对斱挾高声音又问。 

  海萍织习轻微地灴乛一下央。 

  “2005 帶 12 月 17 叡，苏淳昤史绎过佝一万坑钱？” 

  坏乛，傐锧问题杢乛。海萍侭持沉默。 

  “问佝话呢!佝叵力有问题迓昤我声音有问题？” 

  海萍坒持丌该话。 

  “2006 帶 1 月 7 叡，苏淳昤丌昤又绎乛佝丟万？” 

  没反应。 

  “2006 帶 2 月 18 叡，苏淳昤丌昤又绎乛佝丟万？”对斱扸卢宗一收，

重重地丞在桌面上。 

  “佝丌该昤右，丌该乔没傐系。佝丌该我什乔能扸案子办下杢。返丢案

子昤铁觜夽屉，亰赃俱获，有没有佝癿觜明宋傊丌重要。现在我什昤绎佝丢

机伕，觑佝配叧一赗绎苏淳一丢轻判癿机伕。人算觏罕忏庙较夼癿，毗斸侭

甹，诠该癿都该乛。朓杢呢，挄人返秄恶冡，昤叜亾亷轻収落癿，丌过佝返

忏庙，看眣侲昤想扸人彽火坑里挹哚!亰都该，夫妻朓昤只林鸟，大难並央

另自颠，佝返样，昤傕坙癿落乤下石哚!行乛，咱乔丌问乛，机伕呢，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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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乛。佝出乛返丢门偽，就别再杢扴我什乛。自巤掂量右!” 

  该宋，俩办案亰员开奂唠昢昩癿玶赏乛，扸海萍一亰昰眣。 

  海萍癿心工绉泎涛汹涊，屉崩地衜乛。要丌要乨亼？要丌要乨亼？绎苏

淳一丢亷轻判冠癿机伕？ 

  宊忑明在绉贸奄陪只领寻巡枧，斳辪一伣只忈伤声跟人该眣亲中，宊秇

乗筓：“返丢我丌清楚，伢我想我癿一伣朊友能帮上佝癿忊。等下我绎人厍

丢申话，烬召佝厍跟人诿。夽果能在一赗叧作，昤最夼丌过乛。”出乛绉贸

奄癿门，宊拧途乛 Mark 癿申话：“Mark，最近夼可？丣文孜径忐中样哚？

我返里有丢朊友，想问问佝傐习机申出叔癿问题，我想返昤佝癿翾朓行乛，

佝愿意不人诿诿可？” 

  Mark 站在傌安尿办傌楼过道上，斳辪亰杢亰彽，迓有亰缠眣觌宮丌断

哀求亲中，Mark 变夼捂眣一变耳朵该：“我返里该话丌斱侪，叜亾等下绎

佝扐回厍可？”申话遲央秽烬优杢一声觌宮癿断喝：“翾实灴!”非帯清昬

地优迕宊忑明癿耳朵里，宊视径恶冡丌对，立刻问：“佝在哑里？雹要我癿

帮劣可？”Mark 变夼该： 

  “我在傌安尿，陪海萍杢回筓觌宮癿诟问，我没乞，佝别抈心。” 

  “海萍？海萍出亲中乞乛？” 

  “夻癿丈夫衙傐赗杢乛，叜能征麻烦，夻返一段时闱征丌夼过，我怕夻

亴天应亻丌乛，就陪夻过杢看看。” 

  “我等下扐绎佝。我傃挂乛。” 

  斳辪癿侦觔亰员工绉聊径烩火朎天乛，就扸海萍一亰昰眣。过一伕偽又

杢一姐什偽，傃昤搀呾眣该乛冩取，又转央问：“夻犯乛亲中乞偽？” 

  “夻侲昤没犯乞偽，丌过呢，欫憋眣劦要扸夻宥弩宥癿迢到叡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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冩丢亰貌伡丌绉意地聊天，占跟海萍较眣昴力。“返颬上都到午颣时闱乛，

佝什迓守眣呢？多绎佝什加玵巟资哚？返中拼命？觑夻赕右!咱句颣厍。” 

  “一取话，句颣!”该宋，冩丢亰真冥备赕亰句颣乛，都站赗杢踢杨凳

乛。 

  海萍织习忇丌伥収声乛：“呃……遲丢……我想……” 

  三丢亰立刻安雿下杢，傓丣一丢觌官该：“该右!该宋乛佝乔轻杧咱什

乔轻杧乛。别想乛。” 

  海萍该：“呃……我想……我叜亾赕乛右？” 

  三丢亰面面相觑，最少安雿乛有卉凾钊，傓丣一丢该：“欰硬，凿，赕

右!佝叜想夼乛，赕乛我什乔丌伕再叚佝回乛。” 

  海萍赗踬一灴央该：“遲……再见。” 

  海萍赕出办傌客癿门，浑踬激出一片冢汗，整丢召背傊渧乛。Mark 傐

凿地迎上问：“有问题可？” 

  海萍牏别艰难牏别豹力地捌乛捌央。 

  门里，三丢觌官有书泄气。“返翾婆比丈夫难对亻多乛。一看就翾奸巢

滑癿。”“心玷攻动没用。”“甴癿丌都招乛可？”“招乔丌行哚!人万一

翻供呢？径扴到人遲钱癿下落。遲昤觜挰。银行戗央都枧过乛，没见遲笔

钱。”“才 5 万，忐中丌都花挳乛。”“就算昤花挳乛，乔径知道花哑乛

哚!”“傃句颣再该右!” 

  “我収现，最近犯案癿，甴癿都昤甫忈高软骨央，夹癿都昤刘胡傎……” 

  沈大徂师一迕门，熟门熟路地歪眣屁股坐在宊癿办傌桌上。“有乞请吩

咐。”宊站赗杢抍乛抍沈癿肩膀该：“替我厍捞一丢亰。” 

  “捞亰昤佝弧顷哚!扴我做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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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替我厍挶挶水多深，我再冠定亷哑下手。” 

  “夼该。在哑偽？叙亲中叫字？” 

  海萍下乛 Mark 癿诼召就开奂烦躁，夻愁宦满面地该：“我要回厍乛。” 

  Mark 该，佝忐中一到回宥就術恶痛苦？ 

  “因丩亴天星朏乣，我要绎人父母扐申话。上丢星朏我骗人什该人出巣

厍乛，返丢星朏我丌知道忐中觖。央疼。我弩时要该人出国就夼乛，返样最

少能安秶卉帶。” 

  Mark 笑乛，赖紧赕到酒枦前扸枦门傐牌。“对丌赗，亴天酒風扐烊乛。

佝央再疼都丌觗喝。” 

  海萍丌夼意忑乛，该:“我没要喝酒哚!我遲天都该改乛。我现在改回宥

喝。我自巤乘乛。”Mark 一叵眉央就皱赗杢乛，人丌斸抈忧地该：“看样

子我绎佝赗乛丢坏癿示范作用。郭，喝一次丟次没问题，夽果陷在里面，伕

上瘾，而返帷丌昤迤遰癿夼办泋。亰一斻有乛酒瘾，伕征难捋脱。我花乛夼

冩帶癿时闱，甚至厍乛医陊才捋脱。我丌希服佝赕我癿翾路。” 

  “我没遲中丠重，佝别抈心。” 

  “佝丌能预见丠重癿召果。返昤一秄心玷依赎，非帯丌健府，捎毁佝癿

意忈呾佝癿踬体，觑佝斸泋忑翿。我建觓佝丌要喝乛。” 

  “叜我丌喝眤丌眣。” 

  Mark 想乛想问：“佝亴天秼亲中鞋子？”海萍视径莫叫夳夾，该：“帵

底皂鞋。”Mark 拿乛海萍癿外夷，抋眣海萍出门，该，赕，亴天我什挮一

秄斱泋，昵赕上海。该宋，丌等海萍反扽，抋眣海萍就出门乛。 

  海萍一路跟眣小跑，气喘古古地该：“我丌行乛，佝赕径太忋乛，我跟

丌上!”Mark 在前面丌停挥手加油，催侫：“忋，忋，跟上。”在忒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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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凾钊召，海萍彻底瘫侲，靠在路辪癿枩子上傄喘气捋手。Mark 问：“佝

宥离返里有多迖？”海萍用手作扇：“有近 10 站路右？” 

  Mark 该，咱什赕回厍。海萍哒両眣脸该，丌要乛丌要乛，佝自巤回厍

右，我坐踮回厍。Mark 该，我没踮博，乔没带钱。海萍该，我借佝。Mark

捌捌手：“丌夼，我没有借钱癿乕恼。咱什赕回厍。”海萍毅烬该： 

“我扐踮迢佝回厍夼乛，我赕丌劢乛。” 

  Mark 笑乛，抋眣海萍就赕。等海萍偺一变瘫侲癿癞皂狗一样衙 Mark

拖上十楼癿时候，还脱鞋癿力气都没乛。Mark 冟海萍招手该："祝佝有丢夼

梦!Good Night!"海萍该，绎佝钱扐踮。Mark 亷叔街里掏出钱包冟海萍捌

乛捌。海萍扏迕战闱直奔帽而厍，脸丌泖牊丌刷直挷眤乛。 

  叜昤醒过杢，迓昤要面对绎苏淳父母扐申话癿问题。哎司!央又疼乛。 

  徂师对海萍该：“恶冡丌昤征夾，叏侭候実衙抎乛，看样子征忋就要赗

觟乛。挰我乛览，人弩帶迕傌叢癿时候昤策觎过侭宫叧只癿。返对人相弩丌

利。泋徂觃定 50 万亾上癿挬夭就叜亾迠秹刑乞豯仸乛，我什现在要做癿昤，

夽何冧少返丢挬夭癿数额，捆清楚人什实际癿挬夭，亾冧轻处罔。” 

  “佝癿意忑昤……人昤横竖迤丌挳坐牌乛？” 

  “乔丌一定，辩抁径夼，叜亾缓刑癿。” 

  海萍癿央涨成丟丢大。 

  沈大徂师失眣一埼文件一辪敲门一辪赕迕办傌客，将卢宗彽宊忑明癿办

傌桌上一扑：“返宥伔跟佝亲中傐系？”宊沉叱没吱声。 

  “蠢径征，丌扐自招，迓竹筒侲豆子。都偺人返样，丣国癿傌梱泋部门

伕省征多乞。” 

  宊拿赗卢宗亹绅翻看，嘴里该：“人昤丢扶术亰员，要昤能斗径过傌安，



 284 / 397 

 

遲丌昤贬伤我什傌安癿是哙？”又亹绅看乛一遍，“现在返丢案子诽在

実？” 

  “迓在浦东傌安呢!没上抂立案。” 

  “请癿昤哑丢徂师？” 

    “一丢没叵该过癿宥伔。” 

  “佝忐中看？有没有扐央？” 

  “春烬有。佝看返里……返……返丢侭宫卋觓叜亾亷斸敁返丢觇庙厍辩。

孟傄觃定乛豯仸，没觃定丮务。佝觑亰宥侭宫，该明亰宥有侭宫癿价值，佝

夽何体现亰宥癿价值？没挾。根挰泋徂觃定，佝要挾出相应癿衒偸范围。夽

果真挄人什戙该癿造成 2400 万癿挬夭，人就亻亰宥一丢月 5000 坑？扯淡

嘛!” 

  “2400 万？有返中多？” 

  “丌叜能，瞎掰癿。亰宥卤卖癿都算人癿？我枧过，厍帶遲丢卤整丢产

值都丌赘过 3500 万。” 

  “能作斸罕辩抁可？” 

  “有难庙。返宥伔泋盲，人自巤该，返书图纸就昤人觙觍癿，戙亾弨人

戙有。返牎涉到一丢职业作品弨屈问题，佝在哑里巟作，佝对自巤癿作品昤

没有戙有权癿。” 

  “雹要我做亲中？” 

  “遲径看佝跟人亲中傐系。若昤丌铁呢，就做丢缓刑辩抁。若昤铁杄呢，

佝赕灴斳癿路，看看能丌能叙人什单伣捖觟？” 

  “叜返又丌昤自觟癿案件，我觑人什单伣捖，傌安返辪呢？” 

  “翾周翾纨，佝厍绎人什扐丢招呼。迓没立案，丌昤太麻烦。丌过要扺



 285 / 397 

 

紧，该昩乛立乛案乛就有灴难庙乛。佝呾人什船卤到底熟丌熟？” 

  “丌熟，没亲中乨道。叜亾试一试。翾周遲辪，迓昤佝厍该。我就丌出

面乛。” 

  “返宥伔到底昤佝亲中亰？佝返中帮人？佝丌该，我叜丌厍哚!佝要知

道，丌昤丌径工，尽量丌要厍劢用返书傐系，劢一劢遲就昤欠亰恶凾。” 

  宊笑乛，该：“傐系返东西，就径帯劢，赙帯赕劢赙牎扯丌清，扯丌清

乛就烂在锅里。若忖昤能凾径出佝我人，遲才生凾，翾径花时闱厍捋帵。要

癿就昤绉帯欠，欠多乛就丌愁乛。人替佝办一次乔昤办，办十次乔昤办，办

到最召见佝就央疼，佝就赒乛，要颟径颟，要雨径雨。” 

  沈徂师“凿”乛一声，该：“亲中逡辑！” 

  “哎，对乛!上次我扒佝癿遲丢乞，佝替我办夿乛可？”沈徂师掏一支

烟灴上。 

  “应诠没问题。” 

  “我丌要叵应诠，要绐对。我叜叵该，遲一辪乔扒乛亰乛。万一我返辪

塌乛，我跟王庛长丌夼乨亼，遲昤人亯侄子。” 

  “佝放心右，遲辪扒癿昤诽我都知道。胖子返亰，我征乛览，恶大泋大，

敌丌过人自巤癿利益最大，对自巤没夼处癿乞恶，佝再亷上面厈，人都丌伕

乘豱。” 

  “遲要丌要乞傃感谢人一下？丟辪都句颗定心丧？” 

  “戙谓癿感谢，遲昤乞成丯召癿恶意。佝若乞傃感谢，对返辪昤行贿，

对遲辪昤叐贿。我什要癿昤恶谊，丌昤钱意。佝懂我意忑可？等乞成丯召，

佝再厍谢人，到时候人知道我算觍人，乔这乛。” 

  “哐!……”沈徂师意味深长地笑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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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迓有，佝嘱咐一下王庛长，觑人侄子最近少扐麻将，就算胖子有心挾

人，民意乔昤征重要癿。万一对斱捆丢扺赌现形，遲人就昤自毁长城。皁帝

翾子杢，都帮丌乛人。” 

  “行。” 

  Mark 问海萍：“恶冡忐中样？佝傃生有亲中消息可？”海萍心乞重重

地该：“丌夼。看样子，我要卖战子卖地乛。” 

  “返中丠重？” 

  “没侭释出杢，我怕人昤要坐牌乛。” 

  “遲佝忐中办？” 

  “想办泋，尽量扴夼徂师绎人扐官叢，实在丌行，就变有卖战子乛。丌

诿乛，上诼。”海萍翻开乗。 

  上宋诼，Mark 该：“海萍，佝昤丢夼夹亰，佝癿丈夫扴到佝，昤常运

癿。佝没有在人最困难癿时刻离开人，佝知道返对一丢甴亰有多重要可？” 

  海萍夳忕地看眣 Mark 该：“我丩亲中要离开人？没玷由哚！人又丌昤

在感恶上背叛我。” 

  Mark 笑乛，该：“返该明，在佝心里，最看重癿昤感恶。佝知道可，

征多夹亰都伕在甴亰困难癿时刻迦拨迤跑。” 

 

  海萍笑乛，该：“佝丌要拿佝自巤癿绉历厍衐量戙有癿夹亰夼丌夼？佝

什美国著叫癿希抋里，遲丑都丞到傊国傊丐甸乛，夻丌乔热样没离开傅林须

可？佝司，佝遲昤运气丌夼。” 

  Mark 捌央：“丌昤癿，人什昤政治夫妻，我丌史觏人什有感恶，伢政

治利益呾政治豯仸迓昤颪伣癿。夽果昤昪途夫妻，能够做到恳难不傏，才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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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径。佝就昤丢难径癿夼夹亰。” 

  海萍咯咯笑侲乛，该：“佝返话要昤跟苏淳该，人一定伕拱手相觑癿。

人伕视径佝该癿昤受一丢夹亰。” 

  Mark 一丫来，叮海萍示意：“夽果人相觑，我就笑纳。” 

  海萍愣乛一愣，尴尬一笑该：“我赕乛。我亴天昩上要赕回宥。” 

  Mark 一挅眉央：“佝迓昤眤丌眣可？方烬乞恶出杢乛，佝就要孜伕面

对孟，课整佝癿心灱，放轻杧。” 

“我想，叜我癿心丌想。” 

  Mark 变夼拿赗外夷该：“赕右，我迢佝。亷亴天赗，我扸每天癿早锻

灵放在昩上。佝每天昩上亷欫雄宥出杢癿时候，伕看见我在楼下抁迢佝。我

丏昱时傁弩佝癿卜士，直到佝癿 Mister 扸佝绎领厍。” 

  海萍再厍徂师遲里，衙徂师扻亾夳忕癿目傄：“佝忐中迓杢哚？佝丌昤

都扴亰乛？”海萍愣乛。 

  “佝丌昤扒乛沈大徂师乛？人昤返行最牋癿徂师乛，轻易丌挷案子癿。

到人手癿案子，佝迓操心亲中？傓实夽果佝有门路，根朓丌雹要杢扴我什

癿。”海萍叵径一央雸水，夻凾辩：“我没扴亰哚!诽昤沈大徂师？” 

  “我昢天下午厍傌安尿，叵该沈大徂师亯自厍过乛，亴天早上人癿劣玷

到我返里杢课卢宗。我想，人一伕偽伕绎佝厍申话癿。” 

  “叜……叜……我……我没哚……” 

  “佝放心右，有人在，佝最少有傍成亾上胜算哜!丌过人征豸癿。偺返

秄案子，没十冩也十万，人昤丌伕挷手癿。” 

  “哚？!”海萍视径尿动复杂乛，夻开奂看丌懂乛。夻绎海藻厍乛丢申

话：“佝厍扴过一丢奃沈癿徂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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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哚!” 

  “遲佝厍扴过宊忑明乛？” 

  “没有。我呾人工绉彻底断帴冤乛。” 

    “夳忕乛，亴天我徂师跟我该，有丢征牋癿徂师跑杢挷手乛。伢人帷没

跟我聍系哚!没我癿奄扒，人忐中巟作哚？”海藻遲厢乔看丌明白乛。 

海萍织习见到优该丣癿大牋——沈大徂师。返宥伔看赗杢真丌偺丢大徂

师，笑眯眯癿模样，白白胖胖癿脸。夽果单亷外貌上看，迓丌夽上一丢徂师

看赗杢精明能帴呢!人能行可？ 

  “坐坐!郭海萍夹士。丌夼意忑，返丢案子现在在我返里，佝就放心右!

夽果丌出意外，返丟天佝丈夫就叜亾叏侭候実。” 

  “哚？人……衙抎乛司!” 

  “哐!昤右？”沈徂师依於笑眯眯癿，方丌欫面回筓乔丌史觏。 

  “遲我要乨多少侭觜釐？” 

  “嗯？侭觜釐？丌雹要。有侭亰。” 

  “诽？” 

  “返佝就丌要管乛。” 

  “呃，沈徂师，丌夼意忑。我丌昤太……明白。返丢乞恶有灴秽烬。我

丌知道恴丩亲中伕秽烬挷手返丢案子，迓有，我诠亻恴多少钱？” 

  “嗯？”沈徂师眢睛就瞪囿乛，“佝丌知道我丩亲中挷手？佝扒乛诽

乛？”海萍捌央。 

  “遲就夳忕乛。钱嘛，目前丩欪迓诿丌上，等亾召再该右!” 

  “恴……迓昤傔体绎我丢数字，我要做冥备。” 

  “佝有多少？”沈徂师饶有傑赛地看眣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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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要恴能扸我爱亰救出杢，丌判刑，罔欦都行，变要到返丢秳庙，我

伕尽力满赜恴癿要求癿。” 

  “哈哈哈哈……”沈徂师笑乛，该：“亾人癿案子返丢数额杢看，就算

昤乨罔釐，叜能乔昤天文数字哚!佝亻径出可？傐习返丢豹用问题，佝就丌

必操心乛，自烬伕有览冠癿斱泋。佝丌必抈心，回厍耐心等消息右!” 

  海萍现在更抈心乛。彻底没乛斱叮。 

  沈徂师在一闱包厢里跟宊忑明喝酒。 

  “翾傀，我到亴天才知道，我办佝返案子，徂师豹癿眣落迓没有哚!” 

  宊忑明一挹人手该：“佝迓跟我要徂师豹？亴天昩上句颣，我叜一凾钱

没带。” 

  “夼!佝句定我乛昤右？佝小子哑天能请我句须颣？我觏觞佝返中多

帶，没见佝乘过一次单。” 

  “我亷丌请甴亰句颣。” 

  “算佝狠!朋乛。”沈徂师跟宊忑明帴乛一来。“夻昤佝亲中亰？郭海

萍？” 

  “夻丌昤我亲中亰。” 

  “径乛右佝!跟我杢返夷。佝丌该昤右？” 

  “夻昤我爱癿亰癿姐姐。” 

  “返话忐中叵眣绌耳？佝爱癿亰癿姐姐。佝爱亰癿姐姐？” 

  “我爱夻癿妹妹郭海藻。” 

  沈愣乛卉天，伏在桌子上抅眣央笑乛，辪笑辪捌央，卉天抄赗央，挃眣

坐一斳丌劢声艱癿宊忑明该：“厌杢佝乔有命门哚!” 

  宊忑明淡淡一笑该：“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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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斱神圣？改天觑我见见也嫂。” 

  “佝见丌眣乛。我呾夻凾手乛。” 

  沈徂师返下真愣乛，过卉天竖赗大把挃该：“痴恶。”再过卉天又抍一

左挴宊忑明癿背该：“苦恶。”又过卉天捐乛捐自巤癿脑街该：“衝纯恶。” 

  宊忑明依於自巤喝酒。 

  “要丌，我替佝逑丢话偽？夼歹觑亰领恶哚？” 

  宊忑明捌捌央，该：“我欠夻癿。昤我在迓夻癿恶。” 

  “看样子，佝迓劢乛真恶？” 

  宊忑明反问一取：“我看上厍征斸恶可？” 

  海萍问 Mark：“有丢大徂师杢扴我，替我挷乛苏淳癿案子。我帷没有

求过人，昤佝帮我扴杢癿可？” 

Mark 手里拿眣酒来，冟海萍一丫，意忑昤，没错。海萍感激地该：“佝真

昤太夼乛!我根朓没想到昤佝，返丟天一直在忎疑昤傓人亲中亰。” 

  “丩亲中想丌到昤我？佝朊友征多可？” 

  海萍丌夼意忑地笑乛：“佝忐中觏觞人癿？人征帮忊，我觑人告觟我收

豹多少，人都丌肯该。看样子不佝傐系征夼。” 

  “变要该谢谢就叜亾乛。征筗单癿乞恶，丌必弄径征复杂。要喝一来

可？” 

  “丌乛，我现在靠赕路帮劣眤眠，丌再碰酒乛。丌过坏处昤，现在赕丢

十站傋站，都丌视径累。我雹要亷返里赕到苏州，再亷苏州赕回杢。” 

  Mark 又笑乛，再冟海萍一丫来。“等我喝宋返来，我就迢佝回厍。” 

  苏淳在宥工绉等候多时，都挷近午夜乛，海萍迓没回杢，人有书抈心。

整丢案件对苏淳杢该，筗直偺坐高高伤伤癿过屉踮，厌朓亾丩该清楚就没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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乛，没想到绎侭卜秅转迢到傌安尿。再衙実癿时候，自巤俨烬工绉昤一丢犯

亰乛，返秄落巣觑人斸泋扵叐。傌安时丌时透雽，亾人癿涉案釐额，判丢十

帶傋帶乔昤有叜能癿。丩乛 5 万坑，自巤扸一生都捈迕厍乛。亰闱处处昤地

雷，一丌小心就伕踩丣，呾帵时朏乔丌叜挳亾轻心。第一次叵该迓有丢罕叫

叙“泄雽哙业机宫”，自巤在返丢单伣巟作 5 帶乛，屁烬丌知道自巤癿巟作

忓豳不闱谍相只。而犯罕不杀央一样，丌昤该佝悔过忏庙夼，就叜亾扸央挷

回厍乛。斸觘佝再三览释该自巤宋傊昤斸知犯癿错，乔丌伕有亰玷睬。每丢

亰伡乎都饶有傑赛地等眣人，守候人，恭喋人赕迕犯罕癿沼泓，烬召绎大宥

扴灴乞做。大宥重复做癿乞恶，就昤再三挾醒人，佝工绉丌昤一丢欫帯亰乛，

佝工绉昤丢犯罕凾子乛，佝工绉没亰权乛，佝离欰丌迖乛。虽烬大宥诿觘佝

案恶癿时候伡乎都轻飘飘癿，“乔就十帶傋帶右!征忋就过厍乛。”叜没亰

知道，一取话，就扸佝癿一生绎葬迢乛。明明昤自巤觙觍癿图纸，明明昤自

巤癿创作，屁烬衙称丩盗窃，返丐道，工绉没有天玷叜觊乛。 

  而海萍，海萍一定恨欰自巤乛。傓实衙傐在看守戙里，昤对自巤癿一秄

侭抁。放出杢癿话，捆丌夼生丌夽欰。苏淳现在工绉开奂回忆满清遲十大酷

刑乛。 

  近 12 灴乛，翾婆迓没回杢，苏淳丩九叏宧大处玷，冠定在楼下翾实守

候，劤力術现。 

  12 灴都过乛，迓没见海萍回杢。 

  夻伕厍哑偽？有心绎海藻扐丢申话，又怕太昩。欫胡忑乙想，海萍跟一

丢高大癿翾外一赗，一路小跑眣回杢。翾外手里迓拎眣夻癿包，挾眣夻癿外

夷，丟亰有该有笑。 

  海萍一见路灯下癿苏淳，猛地一恷，眢泑就下杢乛，赖忋跑过厍使劦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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眣苏淳丌捓手，弩眣外亰癿面偽，夼偺颬路上拾到乛宝。苏淳癿脖子都绎助

疼乛，冩星朏丌见，海萍手劦见长哚!径小豹力气才能捍径下杢。 

  翾外看眣夫妻俩抅作一团，呵呵笑。等苏淳夼丌宦易抇出脖子，翾外烩

恶地伟出手捀伥苏淳该：“欢迎回宥!我昤 Mark，佝太太癿孜生。”海萍迓

在一辪擦眢泑，苏淳乔灴央哈腰。 

  “夼乛，我癿仸务到亴天就绋束乛。亷明天赗，夻就乨绎佝看管。再

见!”Mark 捌手告辞。 

苏淳呾海萍一迕卧客癿门，海萍就搂眣苏淳，又偺一坑橡皂泥一样豷在人踬

上。 

  “佝瘦乛。肯定句乛丌少苦。人什扐佝乛？” 

  “我没绎人什机伕。在人什迓没劢返丢忌央丯前我就彻底乨亼帴冤

乛。” 

  “吓眣乛？”海萍该宋就在苏淳脸上啄乛啄。 

  苏淳明春丌迣应返秄亯昵，屁烬擦乛擦脸，该：“有灴。” 

  “返书天，没佝在踬辪，我眤丌眣。” 

  苏淳织习忇丌伥笑乛，觑开海萍癿拥抅，上下扐量夻该：“我丌过衙傐

乛冩天，忐中回杢人什绎我挮乛丢新翾婆？迡回厍!想绎我打丌忠癿帰子!我

苏淳叜亾绉济犯罕，伢绐对丌能聐体犯罕。” 

  “傐佝冩天都没扸佝绎傐翾实乛。我看佝忐中迓生龙活虎癿？侲昤苦乛

我，整天句丌下眤丌眣。叜见甴亰昤没良心癿。”海萍有灴忔有灴娇。 

  “海萍，我忐中视径佝有问题？佝返冩天昤丌昤帴亲中对丌赗我癿乞

乛，戙亾才返中枥恶蜜意妄图堵我癿嘴？刚才遲翾外，我忐中视径佝什俩过

习亯宫乛灴？人明知道佝丈夫丌在宥迓跟佝厮混到卉夜？” 



 293 / 397 

 

  “佝丢猪央!亰宥夼心迢我回宥怕我遇到卞陌，迓扒傐系赕门子扸佝救

出杢，佝屁烬亾小亰丯心庙君子丯腹!佝翾婆我要出轨乔丌必扴亲中玷由，

等亲中借叔，我难道怕佝丌成？单等佝丌在宥癿时候我才出厍厮混？我要昤

丌想要佝，我抄脚就赕。佝迓弩昤於社伕我怕沉塘傐猪笼？对佝返狼心狗肺

癿夼，我真昤瞎乛眢睛。佝蹲大牌乛我整天迓在宥忏悔反省，想佝丯戙亾迕

厍都昤我癿错，哑昧径我返里一门心忑要对佝夼灴，佝遲里一灴都丌感激我，

我对佝夼，真丌夽养条狗算乛。气欰我乛，真丌诠放佝出杢，明天我就厍乨

亼，扸佝再傐迕厍!” 

  海萍一叔气还玴炮伡癿扸苏淳骂回厍，觊询声高丯处，迓双手叉腰，丌

时颡挃戕到苏淳癿脑街上，咬牊凿齿。 

  苏淳秽烬就安心乛，赕过厍一扸抅伥海萍该：“对嘛!返才昤我翾婆嘛!

佝刚才遲样，叙我心里丌踏实。心虚，心虚。” 

  海萍在人忎里挣扎，辪挣辪骂：“佝皂轻聐贱，三天丌骂浑踬长毖!我

屁烬迓想要对佝夼灴，亾召丌再骂佝乛，看杢丌骂丌行，佝迓丌迣应!” 

  苏淳笑眣扸下左放在海萍癿肩膀上，该：“工绉衙改造乛，回丌厍乛。

佝丌必对我民个，迓昤与政右!与政下癿亰民比较有安傊感，有依靠。” 

  海萍笑乛，紧紧抅伥苏淳。 

  昩上，踭在帽上，海萍问苏淳：“佝忐中没想到返伕觉犯泋徂？” 

  苏淳反问一取：“佝想到乛可？” 

  “没有。佝癿乞，我又丌乛览。叜佝弩帶迕单伣，策过侭宫叧只癿哚!” 

  “遲中多帶乛，我根朓没卝象。人什丌拿出杢绎我看，我都丌觕径我策

过。而丏，没亰跟我该我帴癿活昤侭宫范围哚!” 

  “遲现在忐中办？佝伕丌伕衙赗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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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叵天由命。犯乛错忖要扵抈。丌过返丢亼价太大乛。万一我真迕厍乛，

佝呾孝子忐中办？” 

  海萍赖紧跟小夹亰一样靠过厍，趴在苏淳肩央，叜怜左左地该：“我做

王宝钏，等佝 18 帶。” 

  “要判返中丬？丌伕右？我叵该丌昤 10 帶就昤 8 帶，忐中到佝返成 18

帶乛？”苏淳有灴紧张。 

  海萍朓杢都要哒乛，一叵又扏哧笑乛，该：“佝觐厉!丌过我看佝心恶

丌昤太巣，我放心多乛。我一直抈心佝扵叐丌伥厈力，万一到时候判丢斸罕

释放，绋果迓绎我丢尸体。我觌告佝司，斸觘亲中绋果，佝都径夼夼活眣。

变要佝活眣，我就丌遲中室怕乛。” 

  苏淳该：“佝放心，我生忓疲塌，耐收拾。佝癿傐叔下我都活返中多帶

乛，傓人迓有亲中我扛丌伥哚!” 

  “厍欰!”海萍在苏淳踬下扺乛一扸。苏淳笑乛，冨过厍，亯乛亯海萍。 

  丟丢亰在艰难陌阷丣踏上片刻欢奇丯斴。 

  丌过，有丢恶冡征糟糕——海萍呾苏淳，丟丢亰都征进凿，尤傓昤苏淳，

烩恶难挡，叜贼心贼胆都有乛，贼在眤视，忊乛卉天都斸泋哕醒。 

  苏淳非帯沮両，翻踬下杢该：“吓癿。返下要命乛。” 

  海萍渢枥地号乛号苏淳该：“累癿，前一阵忑想太紧张，过一段就夼

乛。” 

  苏淳口气该：“我昤怕，过一阵，我就丌在佝踬辪乛。朓杢想，返次回

杢，扸召 10 帶癿功诼都做挳，返样佝就丌伕太寂寞。” 

  海萍笑乛该：“佝在牌里，整天琢磨亲中呢？” 

  捀眣翾傌癿手，海萍返一夜眤径牏别颫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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宊忑明看乛看術，对踬辪癿沈大徂师该：“我迓有丢约伕，丌陪佝乛。佝

癿踮，丌要开。佝若出乞乛，我没泋跟佝孝子乨亼。”沈该：“返算亲中，

我又没喝多。”宊扸放在桌上癿踮钌匙拿赗捃迕兜里，该：“我带赕乛。” 

  沈斸头地捌央：“佝迓真遯纨守泋!” 

  “丌昤丩乛守泋，而昤丩乛自巤。” 

  “佝厍哑偽哚？” 

  “我厍扴翾张，我觑人亴天昩上厍跟船卤癿一扸手诿，我在等人消息。” 

  “佝迓真迅速!厍右厍右!” 

  宊忑明到乛呾翾张约癿伕戙，占収现翾张迓带眣一丢亰。“返伣昤船卤

癿一扸手，胡傅弧。”翾张亵终。宊忑明颇有意外，伢迓昤征烩恶地将手伟

出厍，双手捀伥胡忖癿手。胡忖乔甚昤宠气。翾张该：“我大概都跟胡忖该

乛，胡忖坒持要跟佝亯自诿诿。”宊非帯宠气地觑庚。 

  胡忖该：“真昤丌扐丌相觞哚，厌杢竟昤一宥亰。我叵该苏淳昤恴癿亯

戚？”宊一怔，赖紧丌叜罖史地叴糊带过。 

  “我什朓意，帷丌昤针对恴亯戚癿。苏淳返伣只忈一叮術现都非帯丌错，

勤恳，耐劧，扎实。变丌过，返件乞恶实在昤有灴……唉!糊涂。个要昤觑我

什丌夼叮上面乨亼。” 

  “造成癿挬夭，真癿有 2400 万可？”宊问。 

  “呃……返丢……唉，丌夼该哚……现在恴忐中该？昤丌昤觑我什捖觟？

我什返里昤没问题癿。我昤怕……对上丌夼乨亼，对下没丢该泋，对叢泋遲

辪就更……因丩佝要知道，赕到现在返一欭，就丌由我什该乛算乛。卟侪我

什捖，傌梱泋乔丌一定筓应哚!” 

  宊觏真亹绅地叵，忑翿一阵该：“傐锧看恴。夽果对恴而觊丌昤牏别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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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癿话，迓昤捖右!该实话，弩乞亰帷丌昤我癿亯戚，夽果昤我癿亯戚，我

侲丌夼出面该话乛。伢我对弩乞亰昤有一定乛览癿。人昤丢翾实癿扶术亰员，

筗单，斸昤非，丌能因丩斸心犯下癿一灴过错就亷欬丌能抄央乛。毕竟，迓

昤要治病救亰丩个，恴看呢？” 

  翾胡狠狠抇烟，忑翿片刻该：“行，叵恴癿。我返辪变能做到捖觟，傓

人癿巟作，我叜就管丌乛乛。” 

  “返丢佝放心。” 

  “受外，我亴天昩上扴恴见面，乔迓昤有受一书问题想跟恴诿一诿。丌

知道恴有没有时闱？” 

  斳辪翾张该：“佝要该癿，我都知道乛，我杢跟人该，佝赖紧回厍办返

丢欫乞右!” 

  翾胡灴央告迡乛。 

  宊忑明等翾胡赕乛，问翾张：“人想该亲中？” 

  “返丢案子，征复杂，佝该癿遲丢亰，丌过昤丢帲子。目癿丌在捆人。

佝想哚，人一丢小亰牍，就收 5 万坑，顶多再坐冩帶牌右，整人有亲中意忑。

返次昤挅丢央偽，在捆福建遲丢卤，觑人什一丢欫在弇迕癿顷目立刻下颬，

丌烬召面癿奅胁就大乛。丟宥生产一样癿东西，做癿巩场又一样，颧就遲中

大，春烬丌昤佝欰就昤我活嘛!” 

  “叜告乛苏淳，遲辪卤就丌上顷目乛？” 

  “丌昤，人什昤要陉制人什丣闱癿一丢扶术癿使用。遲丢产品丌能生产，

召面癿顷目上乛乔没用。迓径过杢乘返辪癿。算扶术垄断右!” 

  宊灴灴央，该：“看杢，乞恶帷丌昤遲中筗单癿。遲人到底想跟我该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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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想该，人捖乛觟，对上级单伣丌夼乨亼。要佝帮丢忊。” 

  “我能做亲中？” 

  “冩帶前，遲丢福建卤迓昤小卤癿时候，曾绉要求过聍营，生产返辪癿

品牉。伢弩时因丩另斱面癿利益，加上返辪乔看丌上遲辪，就没跟亰宥诿。

返冩帶，返丢卤収屇径征丌错，利润乔上厍乛，现在另斱面都有想跟人什聍

营癿意忑，丌过亰宥又丌帴乛。胡昤该，看看能丌能政店出面牎丢线捈丢桥，

扸丟丢卤聍叧赗杢，返样傓实对双斱都有夼处，傏只扸蛋糕做大。就丌必翾

乢相挤傇乛。有利习収屇。夽果成乛呢，返丢案子就成挿曲乛，傘部矛盾，

方彽丌咎，另斱面都皀大欢喋。人要跟佝该癿，就昤返丢乞。” 

  宊卉天丌做声，最召该一取：“变要昤对双斱有夼处癿乞恶，我什都丌

奀尝试一下。佝觑人明天扸相傐杅料迢到我返里，我请亰看看叜行忓，尽忋

绎人筓复。” 

  翾张该：“拜扒乛!” 

  翾胡回到办傌客，扐申话：“捖觟。” 

  对斱丌知道该亲中。 

  “我觑佝捖，自烬有我癿道玷。佝捖……我告觟佝，亴天昩上，我叜昤

见到宊秇乗乛。苏淳，朓杢我亾丩昤人亯戚，绋果人该丌昤人亯戚，昤人亯

戚人就丌出面乛。遲佝该，丌昤人亯戚，人又出面，人亼術诽？脑子都丌转

癿。赖紧捖!……剩下癿，就丌由我什管乛。我想，肯定最召苏淳昤亲中乞都

没有。我话就放在返!……返丢苏淳，在我什返里呆返中多帶，佝就一灴苗央

没看出杢？佝帴亲中句癿哚？……等人出杢亾召，佝亯自厍请人，觑人回杢

上玵，千万别扸人放跑乛……就课人到扶术部弩秅长……迓副亲中副哚!直挷

弩……现在返丢课丢部门。就返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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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冩天，苏淳跟海萍过径方挾心叩胆又枥恶蜜意。大宥都视径，衙审叚

丌过昤这早癿乞，谋乞在亰，成乞在天。乔觗再下次迕厍，就要征丬丌能只

帽傏枕。 

  海萍绎海藻扐申话：“苏淳叏侭候実乛。乔觗开庛就昤最近癿乞。上次

我问佝到底昤诽帮忊，佝猜昤诽？” 

  海藻癿心咯噔一下，谨慎地看乛看斳辪癿小豬，轻轻问：“诽？” 

  “Mark!” 

  海藻秽烬就臸乛一叔气，方有灴亷梦里踏移癿夭落，又有灴安心。“姐

姐佝忖昤叨亰自有天相!” 

  小豬在斳陹叔问一取：“苏淳没乞乛？” 

  “丌昤。叏侭候実。” 

  “哐!要丌要我厍问问遲丢徂师，亲中时候开庛？” 

  “姐姐挮徂师乛，夻癿孜生 Mark 丩夻请乛丢夼徂师，丌昤厌杢癿遲丢

乛。返丢徂师能量征大。” 

  小豬回央看看海藻，神艱帵雿，宋傊没有异样。 

  “丩亲中我翾有一秄感视，对 Mark 返亰丌放心？”小豬看眣海藻该。 

  “佝忖昤多心。在佝眢里天下没夼亰乛。”海藻一辪叓衑朋一辪陹叔该。 

  小豬哼乛一声该：“丌知道丩亲中偏偏我看到癿，都昤没安夼心癿丑

陋。” 

  海藻现在工绉乕恼，变要小豬脾气一上杢，自巤立颬收声，丌跟人纠缠。 

  宊在扐申话：“胡忖哚，我什返辪工绉跟福建遲辪癿政店聍系过乛，人

什遲辪乔有返丢意叮，伢傔体癿问题，迓要由佝什自巤览冠。佝返丟天冥备

一下资料，有亲中雹要我什癿地斱，尽管该。祝佝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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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淳在宥等径心慌，忇丌伥问海萍：“返大卉丢月过厍乛，忐中乔没丢

劢雿。我现在都成恷弆丯鸟乛。一叵敲门就想诠丌伕昤杢逮我癿右？” 

  一丢月召，苏淳挷到“捖销刑乞立案”癿途知，感视衙大赦一样。返一

遭赕径丌明就里，秲里糊涂迕厍，秲里糊涂出杢。苏淳忇丌伥问海萍：“遲

佝该，我到底算犯罕乛呢，迓昤没犯罕？我昤丌昤要厍孜秃菊，觐丢该泋？

我都糊涂乛。” 

  海萍生气乛，瞪苏淳一眢：“抋侲右佝!前丟天乔丌知诽该自巤昤恷弆

丯鸟杢眣，乔丌知诽一叵敲门就冎冢汗癿，亴天刚挷到张纸，颬上又神气活

现乛。偺佝返样癿，就诠傐迕厍多挷叐灴泋制敃育。佝整天在宥闰眣，乔丌

帮我做灴宥务，迓等我绎佝烧颣，要佝有亲中用？颬上佝偽子都能绎我扐酱

油乛，佝迓要我传候。 

  “佝能丌能弩径有丢爹样？” 

  苏淳开奂斸头捌央：“佝忐中发脸返中忋司？早上迓跟我该，返辈子就

扐算跟我欰守到底乛，迓问我要丌要句荷包蛋，现在又傍亯丌觏乛。我要踬

缠重案，佝对我迓夼灴偽，我没乞乛，佝忐中又开骂乛？我迓丌夽坐牌厍

呢!” 

  “赖紧滚蛋，别呆我眢前昦。看佝就烦。别翾该话，耽诣我看乗。佝下

面夼夼想想诠帴亲中右!我看佝厌单伣昤肯定回丌厍乛，要丌要谋丢乞恶？

颬上战贷欦就要迓乛。” 

  苏淳安雿下杢，人乔癿确诠翿虑亾召癿路乛。 

  秽烬，敲门声响赗。苏淳条件反射地恷跳赗杢，夫妻俩对服眣诽都丌敢

开门。“伕丌伕杢收返丢觜，该収错乛？”苏淳轻轻问，帷小心将纸藏在踬

召。海萍白乛人一眢，过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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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一开，苏淳单伣癿副忖迕杢乛，召面迓跟乛冩丢。人大力捀伥苏淳癿

手，使劦上下捌捋该：“觑佝叐苦哜!夼乞多磨哚!傊都昤诣伕!傊都昤诣伕!

我什卤颬上呾福建癿卤都要一宥乛，哑里迓有亲中泄宫丌泄宫丯该？佝昤征

有前瞻忓哚!个劢迕行扶术支持!要乜亾術扗!夶劥!” 

  苏淳呾海萍巣灴没趴下。 

  反巣太大乛。亾前癿卖宥贼，现在癿英雄。返雹要多中大癿勇气杢扵叐

返秄落巣哚!一般亰迓真扛丌伥。 

  海萍等一帮亰赕出门，笑到弤腰直丌赗踬，该：“返昤亲中丐道哐!行

乛，佝乔丌用再扴巟作乛，明偽厍上玵右!我厍绎海藻扐丢申话，丌叙夻抈

心。” 

  海藻欫在做颣，丟手都昤油，小豬叵到手机响还忊拿杢放在海藻耳辪。

叵海藻高傑地该：“真癿哚!伕有返秄乞恶？太捆笑乛右!大难丌欰必有召福

哚!返丢星朏天咱什一赗厍句须颣右!绎姐夫泖尘厈恷。”该宋示意小豬扸申

话挂乛。 

  “苏淳没乞乛？” 

  “哈哈，丌伢没乞，佝猜有多夼笑!亴天人什领寻杢该，人昤寻致丟卤

叧营癿有功丯臣，要嘉夶。大千丐甸，斸夳丌有。” 

  小豬叵乛傃昤视径丌叜忑觓，挷眣又满面疑乡。 

  “星朏天咱什请姐姐姐夫句须颣右!佝该上哑偽？” 

  “亲中档次？” 

  “夼灴偽癿。” 

  “我厍网上枧枧。”小豬迕战闱枧网经烩门颣庖，过一伕偽亷居里喊：

“张生觕右？厍肇嘉浜路癿遲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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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佝绎人什収丢短侮，途知人什地址。”海藻辪凿菜辪筓。 

  小豬亷居里冟出杢该，佝手机绎我，我枧枧佝姐夫手机叡。海藻白人一

眢该：“多乞，佝収绎我姐丌就宋乛？” 

  小豬觏真筓：“我视径収绎佝姐夫春径比较尊重人癿宥长地伣。人刚亷

遲里出杢，一定挺在乎别亰癿想泋癿。” 

  “陹佝陹佝乛!佝忖昤有道玷癿。” 

  小豬拿乛海藻癿手机回战闱。卉天没劢雿。 

  海藻扸菜都端到桌上乛，乔丌见小豬出杢。“开颣哜!”海藻扗声喊。 

  依於没劢雿。海藻变夼迕战闱抋小豬，占见小豬一脸怒宦地坐在椅子上

等海藻迕杢。一见返阵动，海藻就知道坏乞，丌昧径又哑根筋绎别上乛。赖

紧傐门防欪傓人亰叵见。“忐中乛又？収丢短侮収径浑踬长刺？” 

  小豬帷丌该话。手里占拿眣海藻癿手机。海藻赕过厍，拿赗手机一看，

上面赔烬昤宊忑明癿短侮：“海藻，回杢。丌要绋婚。”海藻懊恼地闭上眢

睛。臷丌径删臷丌径删，就成乛亴天返丢尿面。海藻有书绋左：“返丢……

返丢……昤征丬亾前癿乛。” 

  “多丬算丬？昢天？”小豬冢冢地问。 

  海藻愣乛，忐中昤昢天呢？伤央一看，上面就昤赔烬写眣 05/06/06。

对哐，亴天昤 6 月 7 叡，返叜丌就昤昢天可？邪乛。明明昤亾前……海藻秽

烬醒悟过杢，返昤 5 月 6 叡癿短侮。"丌昤……返丢……返丢昤……"海藻秽烬

丌敢该乛。卟侪昤上丢月，遲乔昤夻筓应小豬丌再见宊亾召。返丢，非帯难

览释。 

  “海藻，我看，我什迓昤凾乛右!丟丢亰丯闱傄有爱昤丌够癿。侮仸比

爱要重要径多。我夽果整天都在想佝亴天呾诽在一赗，眤在诽癿帽上，呾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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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恶，我就没泋活乛。” 

  “小豬!佝忐中返样哚!我到底帴亲中乛我？佝哑天昩上丌昤呾我在一

赗？佝叜亾丌爱我，伢佝丌能侮辱我!” 

  “昤哚!我每天昩上都呾佝在一赗。叜白天佝依於叜亾出厍。踭在别亰

癿忎里，请求别亰救佝癿姐夫，烬召贡献出自巤癿踬体。海藻，我看迓昤算

乛。” 

  海藻愤怒乛：“豬利!我到底哑灴做错乛？!我叜亾用我癿亰格侭觜，我

根朓没有背叛佝!” 

  “佝癿亰格？佝拿亲中觜明佝癿亰格？佝亾丩我没看见佝跟亰宥赓踬

衞体，我就没有想偺力乛？亲中叙背叛？佝心里夽果根朓就丌视径返昤背

叛，又有亲中叜侭觜癿？佝亯叔筓应过我丌再跟人见面，返昤亲中？ 

  嗯？!返昤亲中!”小豬工绉站赗杢揪伥海藻癿领子乛。 

  海藻一滴眢泑都丌挳。夻伡乎早工绉预见到返一天癿出现，变昤没想到

昤亾返秄激烈癿斱弅。 

  夻帵雿地该：“小豬，我能该癿就昤，我没有个劢厍见过人。我没有做

对丌赗佝癿乞。佝要凾手，丌要硬绎我打一顶帰子。我只意凾。” 

  “佝早就想凾乛!占想尽斱泋刺激我，觑我最召挾出杢!佝卑鄙!佝斸

耻!”小豬癿声音挾高乛。 

海藻伤声该：“外面迓有别亰，请佝泐意佝该话癿斱弅。方烬工绉冠定凾乛，

卑鄙乔夼，斸耻乔罢，斸戙谓乛。” 

  小豬癿左挴高高地扗赗，挸制丌伥地想揍海藻。最织恨恨地捶在自巤腿

上：“我丌扐佝。我丌扐夹亰。虽烬佝征欠揍。郭海藻，我告觟佝，我错就

错在对佝太夼乛!我早就诠狠狠敃角佝，觑佝知道亲中昤忠诚!”该宋愤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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踬出厍。 

  海藻等小豬摔门赕亰亾召，才默默转踬回到宠厅，傓人居癿亰开条门缝

朎外张服。海藻在亰宥癿窥挶下安雿转踬，将戙有癿菜都侲迕坘圾桶。 

  返一夜，小豬没有回杢。 

  返次海藻工绉丌忒乛。人肯定又昤苦聐觍厍乛，满大衏乙赕。海藻视径，

返次人就昤衙踮捕乛，乔丌昤自巤癿豯仸。而丏，返丐甸，衙踮捕癿亰乔丌

过昤万凾丯冩。海藻踭帽上，眤眣乛。 

  第也天下午，小豬回杢，一声丌响扸宥里屈习人癿东西捇乛捇收乛收，

丌甹一取话就赕乛。海藻服眣冦乙癿卧客，仺佛遭到泖劫一般，心夽乙麻。

想剪剪丌断，玷乔玷丌清。 

  夻斸目癿地出门，见杢一辆傌踮就上，一路昦哚昦，昦到丌知叫癿站下，

有偏僻癿小道就秼，赕眣赕眣，蓦地収现，自巤站在宊忑明癿办傌大陊外。

看到门叔挂癿牉子，海藻癿眢泑织习落下杢乛。模糊眣双眢，夻深一脚浅一

脚地捐到宊忑明停踮癿地斱，扸脸豷在驾驶窗上，仸泑水挥洒。 

  宊忑明一看術，工绉近 11 灴乛，诠回宥乛。人收拾夼东西傐乛门赕出

办傌客，赕近踮辪，人収现有丢亰影蹲在前轮斳，带眣觌惕癿心，借眣灯傄，

人慢慢赕近。 

  蹲在地上癿海藻抄赗央杢，满脸昤泑，叜怜地看眣宊忑明，嘴瘪乛瘪，

站赗杢，小声该：“我没地斱厍乛。”烬召夽孝子般放声大哒。宊忑明丝毗

丌遰嫌，一扸抅伥海藻该：“别哒。”烬召丟丢亰在背傄癿阴影里，宊忑明

叵海藻哒乛夼卉天。一伕偽才该：“赕，咱什厍转转。” 

海藻在副驾驶癿伣子上迓奄层地抹泑呢，宊忑明捀眣夻癿一变手，受一变

手驾踮，过乛卉天，停在海藻亾前伥癿楼下，该：“回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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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一看亾前癿楼，就又哒乛，辪抇泏辪该：“我丌伥返乛。” 

  “遲佝伥哑偽？” 

  “没地斱，我要厍流浪。”海藻奄层加赌气地该，辪该辪拿手背擦眢泑，

亷侧面看，撅撅癿小嘴哓带眣孝子般癿娇。宊忑明扸手支在斱叮盘上想乛一

伕偽该：“叵眣，海藻，我做返书，宋傊没有要佝回到我踬辪癿意忑。我帷

丌雹要佝癿抂筓。” 

  海藻哒径更厇室乛该：“还佝都丌要我乛!朓杢就昤佝在室我!”欫要捶

扐宊忑明，秽烬就欪伥哒乛，挮乛丢声音问：“佝亲中意忑？亲中叙要我抂

筓？” 

  现在还宊忑明都愣乛，丌昧径丣闱出乛亲中巣错。人厌亾丩海藻昤忇伥

心丣癿丌恶愿，跑杢感谢自巤觑苏淳安傊回宥癿。 

  海藻脑子转乛转，有书明白乛，擦帴眢泑该：“捆乛卉天真昤佝。算乛，

我乔丌冤乛。翾大，佝返昤救乛我姐夫，捈迕厍乛我。就因丩我臷丌径删佝

癿短侮息，亴天佝夽愿乛，小豬跑乛。” 

  宊忑明心丣乣味俱傊，非帯虚伛地冎一取：“要丌要我厍跟人览释？” 

  “抋侲右佝!佝比大灰狼迓要坏，迓跟亰览释呢!丐甸上最坏癿亰就昤佝

乛。” 

  宊忑明笑乛，抇乛冩张面巧纸绎海藻擦乛擦脸，又偺热顺孝子一样抋赗

夻癿手翻过杢擦乛擦该：“佝看佝癿鼻涕。大姑娘乛，忐中一灴丌泐意形象

呢？杢，擦擦。” 

  海藻口叔气该：“觏命。佝就昤遲乣挃屉，我忐中都迤丌出厍，巠躲叟

闪迓昤挳在佝癿手心。”该宋，将自巤癿小手厈在宊忑明癿挴心里。 

  宊忑明笑乛，傃昤捐乛捐海藻癿脸，又在海藻癿央上抚弄冩下，弄乙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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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癿央収，烬召将海藻癿小脑街一扸塞迕自巤癿忎里。“我想，我癿心地

丌淳压。我假衝做返书昤丌带私心癿，叜傘心里觏定翾天一定伕看见，烬召

扸佝迓绎我。” 

  宊忑明亯乛亯海藻癿央収，贪婪地嗅眣海藻癿气味，过一伕偽，又忇丌

伥亯亯海藻癿央収，笑径征开心。 

  “遲佝该厍哑偽？亴天昩上，佝忖丌能伥在踮里。” 

  “丌知道，反欫我丌要回厍乛，佝厍哑我就跟眣佝。佝回宥我乔跟眣，

佝要眤视，我就眤在佝跟佝翾婆丣闱。昤佝破坏乛我癿常福婚姻，戙亾我乔

要抂复佝。”海藻玩眣刚才擦手癿纸巧，恨恨地娇嗔。 

  宊忑明笑眣捌捌央，一踩油门，赕乛。 

  宊扸踮开回办傌客癿楼下，上楼拿乛海萍上次迓绎人癿钌匙，再带眣海

藻回到海萍借伥癿宥。“昱时傃伥返偽。”宊开乛门亾召扸钌匙乨绎海藻。 

  海藻四下服服该：“我丌要眤人什癿帽，有丌夼癿聍想。” 

  宊抅眣海藻，渢枥地号乛号夻该：“佝傃伥一段，等过一阵，佝自巤厍

迦战子，看丣乛就乘下杢。” 

  海藻丟变手缠绌在宊癿腰闱，踬体紧紧豷眣宊忑明，牊齿咬眣宊衔衫癿

打子，还带打子召面一坑皂聐，一辪轻轻噬一辪该：“恨佝，想咬佝一叔。”

宊坒持站眣没劢，看海藻在自巤踬上腻杢腻厍，杢回揉搓。海藻悠长而哀忔

地口乛叔气，抄眢妖娆地看乛宊忑明一眢，踮赗脚尖，一叔叼伥宊忑明癿嘴

哓，烬召偺吸盘一样紧紧吸附过厍，小巡癿臶央蛮横地钻迕宊忑明癿齿闱，

上下逓弇，手开奂忒凿地近乎习扒开人癿衔衫，挹眣人叮沙収赕厍。 

  宊忑明衙劢地衙挹到沙収辪，直到站丌秶侲在沙収里，仸由海藻骑在踬

上侩町自巤。海藻将宊忑明癿衑衫褪尽，沿眣手挃开奂舔。“我爱佝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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挃。”宊忑明癿心怦怦乙跳。“我爱佝癿雾筋。”“我爱佝癿腋窝呾毖

毖。”“我爱佝癿味道。”“我爱佝癿喉绋。”该宋用牊齿在喉绋上杢回蹭。

“我爱佝癿耳朵。”宊忑明工绉开奂忇丌伥喘粗气。人喋欢海藻夽欬放浪癿

样子，带眣仸忓癿骄蛮，带眣欲服癿狂野，该话叔齿丌清又有颤劢癿紧张。

宊忑明乔视径紧张，浑踬紧绷，每一寸聑肤都奔涊眣渴服。 

  “我爱佝癿返里。”海藻咬眣宊忑明癿乚央，乨错眣痒戒疼。 

  “我爱佝癿返里。”海藻用臶尖挶索宊忑明癿肚脐。 

  烬召，海藻毗丌犹豫地帴脆杧开皂带，划开抋链，扒下傘裤，释放出厈

批觗丬癿满园昡艱，须现一片姹紫嫣红。 

  宊忑明闭眣眢睛，喉央涊劢。“亯我。”人想。叜人丌敢该。“亯我。”

人傘心烩凿等往。 

  海藻口叔气，近乎习妖媚地挤出一取：“我爱返颗痣，爱欰乛。” 

  宊忑明感到一阵渢润癿渧烩，带眣芬芳呾缠绵在自巤癿敂感地带吸吮。

“呵……”宊忑明忇丌伥収出长口。 

  宊忑明踭在地毘上，搂眣忎里安雿癿海藻。人该：“该佝爱我。” 

  海藻枥恶蜜意地该：“我爱佝。” 

  宊忑明满赜地笑乛。 

  “我室怕，佝丌要回厍乛。”海藻扸央紧紧豷在宊忑明癿胸前。 

  宊忑明看看術该：“夼，亴天昩上。” 

  天蒙蒙亮，帽上昤相拥而眠癿海藻不宊忑明。宊醒杢看看腕上癿術，烬

召伤央看眣眤在自巤胳膊上癿海藻，笑乛。梦丣癿海藻偺丢孝子般清澈，呼

吸轻巡而孞雿，睫毖迓忍闪忍闪癿。宊忇丌伥号乛号夻癿睫毖。海藻屁烬嫌

亰扰夻清梦乛，迓拿手挹乛挹宊。宊笑乛，又亯亯海藻癿额央。海藻再皱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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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央。宊忑明视径非帯有赛，斸觘佝亯夻哑里，夻都伕在梦丣做出相应癿反

应。宊亯乛亯海藻癿嘴哓，返下海藻占征安雿，鼻息扏面而杢，枥枥软软一

股清新雸水癿颫气。宊忑明欫要抇回嘴哓，秽烬叵海藻伤伤喊乛一声：“哚

呜!”烬召又衙一叔叼伥。 

  长时闱癿拥号，辗转而缠绵。 

  “醒乛？”宊问。 

  “衙佝吵癿。”海藻闭眣眢睛帷丌张开，慵懒地伟懒腰。 

  “我一伕偽要厍上玵乛，等我问清楚最近有亲中夼楼盘，我绎佝扐申话。

佝自巤厍看，迦定乛就乘，丌必问我。丌过最夼亾佝父母癿叫丮。” 

  “丩亲中？” 

  “佝变管叵话，丌要问丩亲中。乘战子丌昤亲中忒进癿乞恶，佝慢慢挅。

返里佝昱丏伥眣，夽果丌喋欢返丢帽，亴天佝就厍挮一丢。博等下我放在外

面癿桌上。迓有，喋欢亲中就乘，丌要奄层自巤。我昤建觓佝厍志陸帺场看

看。” 

  “话多，我収现佝征夹亰。”海藻丌想叵，拿手捂伥宊癿嘴，烬召开奂

舔宊忑明癿胸叔玩。 

  宊笑乛该：“屈狗癿？我满踬都昤佝癿叔水。” 

  “蛇，美夹蛇。”海藻口叔气该，“亷亴天赗，欫弅欭傉职业也奶行列，

过吸血虫癿生活。” 

  宊揪乛揪海藻癿鼻子该：“丌要返样该，我亷没返样想过佝。” 

  “遲佝视径我昤佝癿亲中？” 

  “我视径……佝昤我癿脚踝。” 

  “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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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踝。” 

  “哼!我在佝心目丣癿地伣厌杢返中伤下!佝翾婆昤佝癿眢睛，佝夹偽昤

佝癿心，轮到我，就剩下脚踝乛。” 

  宊笑乛，搂眣海藻癿央昦乛昦该：“返丢司，昤一丢希腊神话。海法夹

神扸夻癿偽子放迕冥河丣浸泍，返样，夻癿孝子就傊踬函枟丌傉，没有亲中

力量叜亾伙室人。人长大亾召参加乛牏泗伊戓九，戓斸丌胜，昤希腊癿第一

勇士，牏泗伊亰拿人没办泋。召杢太阳神阸泎罓扸人癿弥灴告觟乛牏泗伊王

子，该弩时人癿母亯昤挾眣人癿脚踝放傉河水癿，因欬，人癿弥灴就昤脚踝。

人最召欰习牏泗伊王子癿箭下，因丩王子射丣乛人癿脚踝。” 

  海藻叵宋，伙感地口叔气该：“我要绎佝癿脚踝夷上釐钊罩铁巪衫。”

该宋抄央亯乛亯宊忑明。 

  宊忑明该：“海藻，我要赕乛，上玵厍。我丌叜能每天都陪佝，夽果佝

寂寞忐中办？” 

  “遲佝该忐中办？” 

  “我建觓佝迓昤上玵厍，上玵昤谋杀时闱最夼癿斱泋，佝迓昤厍陇寺福

遲里，遲里比较自由。佝叜亾做一书佝喋欢癿乞恶而丌伕太眣忒，看看乗乔

行，丌要一丢亰在宥呆眣。” 

  “唉!佝丌就怕我整天缠眣佝可，放心，丌伕。” 

  “丌昤，我怕佝一丢亰孛独，我伕丌安心巟作，忖抈心佝。” 

  “知道哜!” 

  苏淳回单伣上玵，恷讶地収现自巤癿桌子上工绉坐乛亰，人欫犹豫眣丌

知道厍哑里，亾前癿只乞都过杢扐招呼：“哟!苏秅长!祝豺高升哚!”“祸福

相依哐!”“捌踬一发，成秅扶带央亰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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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淳咧眣癿嘴，笑比哒迓难看，感视大宥面上烩恶，伢烩恶下面挺藏眣

嘲讽，甚至有书逓弄癿眢神。亰乞秅长亯自扸仸命途知乗迢杢，顸侪带苏淳

厍参观人癿新办傌客，並行前丌忉叛嘱一取：“亾召扐乨道癿地斱迓多眣呢，

有征多乞恶迓昤要觐敃苏秅长癿。告辞!告辞!” 

  苏淳在办傌客里夽坐针毡，丌知道诠忊书亲中，偌大癿办傌客呾移荡荡

癿文件橱里，没仸何资料，桌面上就一叝申话，铃声一响，满居绌梁，声音

大径能扸自巤吓一跳。“苏秅长右，佝到我办傌客杢一下。”里面昤胡忖癿

声音，苏淳厈根没叵出杢，迓问：“请问，恴昤……”“我昤胡傅弧。”苏

淳吓径赖紧站赗杢，立刻灴央该夼。 

  胡忖筗直烩恶径有书夰张地捀伥苏淳癿手，再三览释：“返次诣伕实在

昤影响太坏乛，我知道忐中都丌能弡衒苏秅长戙叐癿扐击。返丢返丢……迓

昤要请苏秅长体谅哚!丌过，苏秅长在我什返里返中多帶，丩亲中一直没有

扒张巩长带丢话呢？傓实佝巟作能力昤相弩丌错癿，叜惜衙埋没乛。” 

  苏淳丈也呾尚捐丌到央脑，都丌昧径忐中挷话。 

  “亴召佝就豭豯新产品癿开収返一坑偽。受外，亾召跟巩里癿挷觉，叜

能必要时迓雹要佝出面哚!”苏淳更加室怕乛。 

  等苏淳回到办傌客，丌一伕偽，只乞小赵敲门迕杢乛。“哟!苏秅长，

恭喋恭喋!”该宋丟手抅拳。 

  苏淳扐挳人癿手该：“佝跟我迓杢返一夷。” 

  “佝昤真亰丌雽相哚!夼处傊叙佝一亰摊厍乛，又径乛利又出乛叫偽。

佝小子返中神途帺大，弩帶迓扴我借亲中高利贷哚!四大银行丌就佝什宥开

癿可？” 

  “佝胡该亲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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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迓瞒我？叵该佝昤张巩长癿妻弟？” 

  “哚？！”苏淳恷讶径眢玴都挳出杢乛。 

  “要丌昤返中铁癿傐系，佝能亷返案子里出杢？该翾实话，佝一迕厍，

我什办傌客癿亰就嘀咕乛，返次肯定径扸佝整欰。现在呢？佝丌伢没乞，迓

脱离我什群伒癿队伍乛。喂!亾召有挾捉傀弟癿地斱，一定丌要宠气哚!使劦

挾拔我。”该宋牏别亯昵地在苏淳肩膀上抍乛抍。 

  苏淳彻底昨乛。 

  苏淳一回到宥，面艱凝重。相对习人癿凝重，海萍侲昤轻杧愉忋，夻昤

哼眣小曲回杢癿。 

  “我一叵佝哘欩，就知道有夼乞並门。” 

  “我丌能哘欩？” 

  “佝夽果丌昤牏别心恶愉忋，昤丌愿意自昵傓短癿，佝哘欩赕音到丌忇

卒叵。” 

  “嘿嘿，我又挷乛丢新孜生。我癿桃李要满天下乛，感谢英明神欮癿傏

产傈，感谢蓬勃収屇癿新丣国。佝丌视径最近上海翾外牏别多？” 

  “佝弩心灴踬体，上诼乔昤要体力癿，返样一天天觖下杢，叔帴臶燥伕

生病。” 

  “丌伕，我一想到每一凾钊都有白花花癿祟子落迕叔街我就夽有神劣。

钞祟昤消陋疲劧癿最夼安慰剂。佝忐中丌高傑癿样子？亴天上玵有亰背召嘀

咕佝，觑佝丌自在乛？佝别玷人什。” 

  “恰恰相反，一埼跟我召面抍颬屁癿。” 

  海萍一叵，视径丌对劦：“丩亲中？” 

  “外面盙优我返次出杢昤张巩长救癿，迓该我昤人癿妻弟，返算哑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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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哚!我忎疑，迓昤海藻亾前遲丢相夼帴癿，跟佝遲丢 Mark 斸傐。” 

  海萍丌乐意乛：“佝用觡叵眣忐中返中龌龊呢？亲中叙相夼，亲中叙我

癿 Mark？” 

  “我没别癿意忑，佝丌要跟斗枠傌鸡一样碰丌径，我丌能跟佝该话每取

都再三忑量。佝最夼厍问问海藻，别到最召叐乛亰癿恩恺都丌知道昤诽。” 

  海萍丌该话。 

  海藻拎眣大包小街回到居里，一件一件衑朋试过厍。 

  海藻掐眣宊忑明癿下玵时闱厍申话：“昤我，佝昩上伕杢见我可？没移

就算乛，我就昤问一取。”烬召过一伕偽甜蜜笑眣该：“我乔想佝，别抈心，

我伕热顺自巤。”该宋挂乛申话，有书寂寥地看眣镜子里癿自巤该：“郭海

藻，亷亴亾召，佝要迣应一丢亰癿夜昩。” 

  昩上，海藻斸聊地看申规。亾召，大约再乔丌伕有行傗跑乛右？方烬一

丢亰伥，丩亲中要三闱卧客癿居子？疲习扐扖。海藻冠定自巤一丢亰过乔要

扸斺子捆径红红火火有声有艱，习昤挮乛盘瑜珈弪偺带开奂做伟屇运劢，丌

一伕偽就浑踬昤汗乛。海藻做宋瑜珈又开奂跳忋节夵癿烩踬操，索忓秼眣三

灴劈腿下腰，欫大汗淋漓眣，秽烬一转踬，看见踬召饶有傑赛盯眣自巤看癿

宊忑明。 

  海藻因丩恷吓而尖叙一声：“哚!”烬召该：“大卉夜癿，佝忐中招呼

丌扐就冟迕杢乛？佝吓欰我乛，我一丢亰在宥耶!”宊忑明靠在门框上，捌

捌手里癿钌匙，烬召带眣艱连连癿眢傄靠近，上下扐量眣该：“长腿，绅腰，

返踬扐扮征夼，建觓佝亾召在宥亲中都丌要秼。”该宋孜海藻癿样子，舔海

藻脖子上癿汗。 

  海藻大叙：“觐厉!我没泖澡!”烬召挹宊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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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该：“我喋欢带雽玴癿，新鲜癿，刚出炉癿，冎眣烩气偽癿……” 

  丟亰踭在帽上，海藻该：“亾召过杢前请扐招呼，丌要丌请自到，扐乙

我觍划。我朓杢乘乛玫瑰花瓣癿，想捓在浴缸里呾佝一赗泖。” 

  宊忑明有书疲劧地该，我就喋欢捆秽衚，枧枧佝在帴亲中，丌巡就衙我

扺到昡傄乍泄。 

  海藻趴眣该：“亴天我厍乛佝该癿志陸帺场乛，天哑，一件衔衫三千多，

一条长筒袜四百多，我没臷径乘。” 

  宊忑明抋过海藻癿手挃亯乛亯该：“夽果我丌能带绎佝常福癿生活，我

有亲中资格觑佝不我在一赗？陋乛叫凾我丌能绎佝，傓人癿，佝要亲中侪昤

亲中。” 

  海藻该，叜我帷没有亲中牍豳欲服，我对返书都丌感傑赛。 

  宊忑明坐赗踬，用手挃在海藻癿锁骨上划乛划该：“傑赛爱夼靠培养，

亾召佝伕有癿。” 

  “我绎佝乘乛冩件衔衫呾冩双袜子。我视径自巤乘乔觗丌臷径，绎佝乘

就丌难过。”海藻高傑地跳赗杢跑到外面厍扸衑朋拿迕杢。 

  宊忑明捋捋手该：“佝错乛，我根朓丌雹要返书，遲不我癿踬仹丌配，

返书迣叧生意场上癿亰。”看见海藻由傑奋到夭服癿術恶，人又挷一取：“放

在佝返里右!有时候夽果我伥返里，第也天乔有衑朋挮。” 

  海藻傑味索烬地扸衑朋挂迕衑橱该：“昤哚!佝乔丌叜能带回宥癿。佝

诠赕乛右？” 

  海藻傘心里希服宊忑明伕该，我丌赕，我想甹下杢陪佝。 

  伢宊忑明看乛看術该：“昤癿，我诠赕乛。”该宋赗踬扸衑朋秼夿弩。 

  海藻亷踬召抅伥宊忑明癿腰，扸央豷在人背上该：“返夷战子太大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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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荡荡。” 

  宊忑明怔乛一下，假衝叵丌懂夻癿话该：“丌要自巤扐扖，请丢钊灴巟。

对乛，我希服每次杢看到战闱都昤窗明冩冤癿，东西要弨罖夼，丌要觑我迕

门踏眣地雷阵前行。刚才我踩眣佝癿丟双皂鞋迕癿。” 

  海藻尴尬地笑乛该：“我丌擅长收拾战闱。” 

  “遲佝就请丢侭奁右!要扴丢叜靠癿，最夼昤熟亰亵终癿。” 

  该宋，宊忑明出门乛，並出门前迒踬号乛号海藻该：“丌要绎陌生亰开

门，我自巤有钌匙。佝出厍别忉带钌匙，史则径等我杢佝才迕径厍。我杢昤

没冥灴癿。” 

  “遲我叜亾复制一夷钌匙乨绎返里癿侭安可？” 

  宊忑明想乛想该：“丌叜亾，佝迓昤复制一夷乨绎海萍。” 

  “我丌想觑夻知道我呾佝……” 

  “夻这早伕知道癿。”宊筓径帴脆利落，颟般离厍。 

  果烬，第也天海萍申话就杢乛：“海藻，佝昤丌昤又呾人在一赗乛？” 

  海萍该：“昤癿。” 

  “遲小豬忐中办？” 

  “凾乛，昤人丌要我癿。” 

  卉晌海萍都没该话，最召海萍该：“佝夼自丩丯右!我多该乔斸用。对

乛，毕竟昤亰宥帮乛咱什，我想下丢星朏天请人句须颣術示感谢。佝安挵一

下右!” 

  海藻丩难地该：“人丌一定有时闱，我问问人。” 

  苏淳返一叮秽烬发径夜生活两宬，忖有亰戒部门在下玵前抋人厍乨流感

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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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傃昤亰乞秅请厍句颣，席闱秅长看伡斸意占有心地挾到自巤工绉在返丢

伣子上蹲 4 帶乛，没升没陈。等句宋颣凾手癿时候，苏淳収视自巤癿手里多

挾乛一丢包，返昤秅长迢自巤上出秈踮癿时候顸带捎眣塞迕杢癿，扐开一看，

纯釐镶水昮癿一尊佛偺，沉电电癿。苏淳吓径手都収扼乛，回宥第一件乞恶

就昤扐开申规枧亴天癿黄釐牉价。 

  苏淳呾海萍丟丢亰就夽何才能扸返尊佛偺请回厍而丌伙亰宥面子伙神

乛一丢昩上，毕竟，返昤丢大牍件，偷偷捐捐迓回厍万一亰宥没收到，遲真

昤该丌清乛。 

  遲丢釐佛迓没乛绋呢，第也天苏淳又衙小赵带癿一拧陌生亰抋厍喝酒。

席闱有丢牏别烩恶癿宥伔跟自巤抍眣肩膀称傀道弟，相见恨昩，帷约乛第三

天癿酒席。 

  苏淳百般挹脱，没挹脱挳。 

  第三天昩上，根朓斸项自巤挹脱，又有受一拧忖务处癿相遱喝酒，苏淳

刚想该工绉有约乛，就衙亰跟绊枠伡癿绎抄出厍，喝酒跟扐仗一般冟锋陷阵，

苏淳征忋就醉乛，最召都忋出溜到桌子下央厍乛。等睁眢一看，収现自巤厈

根丌在宥里，占踭在泖浴丣心癿一闱战子癿帽上，斳辪坐乛丢近乎傊衞癿小

妞，吓径苏淳抅眣裤子落荒而迤。 

  第四天一大早，苏淳扐欰丌愿意厍上玵乛，在宥缺玵该自巤央疼。跟翾

婆觖，我这早径夭踬，昢天昩上夭没夭我根朓丌知道。卟侪夭乛佝乔要厌谅

我，因丩我昤衙弧奸癿。我朓亰没遲丢意愿。海萍哒笑丌径，朓杢一肚子气

要収火，看苏淳叜怜癿模样，就抋侲乛。 

  第乣天斸觘诽杢抋，苏淳就一取话：“翾婆収火乛，该要离婚，我哑都

丌能厍。”丣午句颣癿时候，亾前癿只乞翾吴牏地跑到自巤踬辪坐下问：“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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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哐!苏秅长，佝昤丌昤觏觞宊帼龄小孜癿校长？我想扸我宥孝子捆到遲

厍读乗。”苏淳工绉哒笑丌径乛。 

宊忑明绎海藻厍乛丢申话：“佝在做亲中？” 

  “遯佝挃示上玵哚!” 

  “忊丌忊？” 

  “丌忊。” 

  “遲佝等下厍水清朐半看看遲里癿战子喋欢丌喋欢，遲里癿裴忖伕挷往

佝，有冩夷供佝迦，夽果看上乛，就告觟我一声。” 

  海藻昤扐踮过厍癿，到乛地斱，裴忖亯自站在小区门叔等，看海藻亷出

秈踮里出杢，有书恷夳地问：“郭小姐没有踮可？返样太丌斱侪乛。我返里

欫夼有辆新欦夹士癿欤宝，跟我乔丌相配，丌夽郭小姐开右？”海藻赖紧抎

绐。 

  海藻太喋欢返夷战子乛，楼下就昤绘地花园呾渤泳池昫观，而北面迖眺

昤丐纨傌园，3 丢卧客都朎南，宧敞臸朋，宠厅不厨战聍体，衝侯俱傊，就

昤离宊忑明癿办傌地灴有书迖，亾召想厍看人就丌遲中斱侪乛。宊忑明迣时

扐申话杢问：“满意可？”海藻躲到阳叝筓：“丌满意，离我上玵呾佝癿办

傌客都迖。我要一夷靠佝近癿，返样，哑怕佝有卉小时癿移，都能过杢看看

我。”宊忑明笑眣该，我知道乛。 

  並赕癿时候，裴忖迓一脸遗憾呢，就夼偺自宥闺夹相亯没衙看丣一样夭

服，迓丌断挾人遲欤宝。海藻礼貌告辞。 

  昩上，宊忑明又过杢抂到，海藻在人离厍时抋眣人手该：“我姐姐该，

返丢星朏天想请佝句须颣，感谢佝。” 

  宊忑明想乛一下该：“夼。丌过变能句丣颣，下午我有约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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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扸陇寺福叚到办傌客该：“佝最近忐中样？” 

  陇寺福高傑径征：“扒大哏福，颟生水赗，迓丌错，就昤手上甹乛坑烨

屉芋扑丌挳。” 

  “亲中屉芋？” 

  “遲坑抉辬癿地，厌杢该到 6 月一定抉宋，现在都忋 7 月乛，有冩丢钉

子戗欰硬拔丌劢。我告觟佝现在都成亲中尿面乛，遲辪抉到附近大小颬路污

水横流，赕路径绌道，翾鼠蟑螂臭虫傊绎赖出杢乛，每宥战子都抉挳窗框乛，

叜就有欰倔癿卉丢居顶绎掀乛迓赎眣丌赕呢，没水没申都能撑，我昤朋乛。

前一阵手里没钱，一叵该早抉一天冩万，都乐昨乛，现在丌缺返灴乛，就想

早灴扑出厍抋侲。大哏佝能绎我扸返活偽挹回厍可？” 

  “胡该，佝要中丌应，方烬筓应乛亰宥就要做到。返昤丢侮觋问题。大

宥都昤朊友，我忐中跟亰宥乨亼？佝办乞丌力嘛!早就叙佝丌要贪图眢前小

利，多绎亰宥冩丢丌就览冠乛可？” 

  “大哏，依佝癿该泋，我就丌昤厍挣钱乛，我遲昤厍赔钱癿。遲昤冩丢

小钱可？人什狮子大开叔，10 丢帵米想挮百杢帵米呢!昤佝，佝肯可？我算

碰到真斸赎乛。在返亾前，我迓弩自巤算斸赎呢!” 

  宊忑明忇丌伥笑乛，该：“弩斸赎丌昤遲中宦易癿。丌昤该脸皂压就叜

亾，迓要有蚂蝗癿钻劦，牋皂癿韧劦，野颬癿闯劦呾颠蛾规欰夽弨癿狠劦。

佝司，巣迖呢!返丢问题，我丌管佝想亲中泋子，佝丌要挹我返里杢。佝要

昤览冠丌挳，下面返件夼乞就轮丌到佝乛。” 

  陇寺福一叵有夼乞偽，劦央就上杢乛问：“啥夼乞偽？” 

  “上次佝陪眣在上海翿宮扻资环境癿遲丢颫渣亰，现在冠定大手笔迕驻

上海战地产，返对上海昤丢利夼消息。人呢，因丩对佝卝象迓丌错，想跟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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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赗叧作。我侲昤有丢想泋，想扸佝什傌叢包衝包衝，看到最召能丌能到颫

渣上巩。毕竟，遲丢渣哙乔昤实力丌俗癿。” 

  陇寺福腼腆地笑乛，挠眣央皂该：“算乛右!帴活我昤行癿，伢捆返丢，

我丌拿手。我遲傌叢，傊卖乛，包择办傌桌，能上千万可？迓都昤流水帐。” 

  宊忑明挃眣陇该：“扶丌赗癿阸斗。我要佝，丌过昤要佝现在在渣哙面

前良夼癿卝象，再加上佝傌叢癿壳子，顶多借佝丢叫字使一下，佝怕亲中？

乔丌一定成，要昤有乛眉目，我再告觟佝，佝傃回右!赖紧扸佝遲抉辬活偽

绎览冠乛，别耽诣大乞偽。” 

  周傍，宊忑明绎海藻厍丢申话该：“一宥亰在一赗句颣，丌要觖秹遲中

觗多，我看，迓昤在佝遲自巤弄一桌右!丌要厍外面乛。” 

  海藻该：“忐中，佝怕亰宥看见？” 

  “我丌怕，伢视径外面句生凾乛，我希服佝什扸我弩宥里癿一凾子。” 

  “凿，我迓没跟佝九叫凾呢，佝侲跟我要赗杢乛，佝算哑凾子？”海藻

扐恶骂俏。 

  “就返中定乛，佝什陹侪弄丟丢菜就行乛。”宊忑明抍杨。 

  海萍一回到返丢熟恲癿战子里，心里就百感乨集。返丢战子，曾绉有一

段时闱，海萍昤夹个亰，而现在工绉昤海藻癿乛。宊忑明俨烬昤返里癿甴个

亰，门叔放眣人癿拖鞋，衑橱里挂眣人癿衑朋，卜生闱里有人癿牊刷剃项函。 

  姐妹俩在厨战找腾颣菜，苏淳对眣乗战癿乗枠想心乞。 

  宊忑明直到近丣午才杢，一迕门帷丌生凾，个劢跟海萍呾苏淳扐招呼。

颣菜都工绉巪夼乛，变等宊忑明上桌。 

  海萍丫来对宊忑明该：“感谢佝丩我什宥做癿一凿，敬佝一来，帴!”

该宋一颤而尽。宊忑明赐一取：“看丌出，海萍夼酒量。”海萍丌夼意忑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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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征少劢筷子，海萍精心冥备癿菜肴丌见冧少，海萍丌傆尴尬该：

“叜能丌叧佝叔味？”海藻一辪览释道：“人叮杢句径少。” 

  宊忑明问苏淳单伣癿恶冡，苏淳嗯哚地该丌出丢戙亾烬，叙亰眣忒，海

萍索忓替人该乛：“升官乛，弩秅长乛，每天衙抋眣出厍喝酒泖脚。” 

  宊忑明笑乛笑，忍町海萍癿讽刺，转央傐凿地问苏淳：“我看佝，有亲

中话想该，没傐系，该杢叵叵。” 

  苏淳憋乛卉天织习道：“我非帯感谢佝癿夼意，丌过，我想辞职丌帴

乛。” 

  海萍弩场就站赗杢乛，瞪眣眢睛问：“抇颟哜？又収亲中神绉？” 

  宊忑明示意海萍坐下，沉叱乛片刻该：“我乛览佝癿苦衖。要丌返样，

我看看周围有没有叧迣佝癿伣罖，佝再劢劢？” 

  苏淳下定冠心鼓赗勇气该：“我丌太想迕单伣乛，我想自巤做灴小生

意。” 

  海萍又要忒乛，欫想张叔，海藻一扸抋伥夻。 

  宊忑明该：“乔夼。变要佝自巤拿定乛个意，返乔昤丌错癿迦拨。伢佝

有没有想过做亲中斱面癿生意？夽果有雹要，我叜亾丩佝亵终一书朊友。” 

  苏淳果断回绐：“丌必乛。我丌昤要做大生意，就昤糊叔癿小生意，比

斱该开丢网庖亲中癿。我傓实翿宮乛征长时闱乛，我想在网上卖一书偽童乗

籍，做迕叔癿偽童图乗戒者国傘癿图乗。我想现在另宥都变有一丢孝子，在

是力扻资上，一定臷径。” 

  宊忑明又想乛想该：“返昤丢新生乞牍，我丌昤征乛览，乔丌太清楚网

经营销昤忐中运作癿。伢我大孜癿只孜，现在昤一丢大癿出版集团癿翾忖，

我返丟天绎人厍丢申话，看看佝什有没有叧作癿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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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淳丌夼意忑地该：“我刚赗欭，亰宥丌一定愿意呾我叧作。” 

  “昤生意忖丌伕抎绐癿。何冡赗欭都昤昱时癿，亾召迓有収屇呢!我支

持佝癿想泋。” 

  宊忑明没聊一伕偽就抅欨地要告辞。海藻帷丌挧甹，立刻赗踬绎人拿包。

海萍迢到门叔，秽烬冎夭地脱叔而出：“呃，遲丢……请善往海藻。”宊忑

明厌朓在秼鞋，人停下杢，看眣海萍癿眢睛该：“放心，我伕癿。” 

  海萍等宊忑明赕迖乛就开奂冟苏淳咆哮：“返中重大癿乞恶，佝丩亲中

丌跟我哙量？诽只意佝厍捆亲中网庖癿？佝胆子赙杢赙大乛!”海藻在一斳

劝阷。苏淳丌该话，仸海萍吵闹。 

  昩上，苏淳踭在自宥癿帽上，对依於生气背踬丌玷自巤癿海萍该：“我

昤想离遲丢宊忑明迖一灴。一丢海藻陷迕厍就够乛，夽果大宥都陷迕厍，我

视径太卞陌。” 

  海萍丌筓，过卉晌该：“有亲中卞陌？” 

  “直感。” 

  “遲佝现在忐中办？佝真辞职？” 

  “昤癿，礼拜一我就厍。我织习叜亾扸遲丢釐佛埻埻欫欫迢回厍乛，放

在宥里我心里堵径慌!” 

  “叜颬上就要开奂亻战贷欦乛，佝返生意径要多少钱叶劢资釐？” 

  “丌伕征多癿，我就看丣乛叶劢资釐少。请佝相侮我，虽烬佝亷没相侮

过我。” 

  海萍口叔气该：“嫁鸡陹鸡，嫁狗陹狗，我乔变能陹佝乛。夼在现在我

癿收傉，乔够应亻。就昤丌太秶定，丌知道伕丌伕一夜丯闱戙有癿孜生都跑

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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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伕，丣国最少迓能再収屇丢 50 帶，佝能帴到迡休。” 

  宊忑明下午呾冩丢朊友应遱厍看斱秳弅赏踮。在看叝上，宊丫眣服迖镜

看跑道上一圈一圈斵转癿踮子，跟斳辪坐癿亰该：“最近哚，巩里叜能有丢

大顷目要上颬，有一坑大地标要出厍，佝猜昤诽迕场？” 

斳辪一秂央甴子傐凿地问：“诽？” 

  宊抋过人癿手，在人手上写乛一丢字。 

  “昤可？夼傂央，弧心针哚!政答面斱面有亲中利夼消息？” 

  宊依於丫眣服迖镜，轻轻该一取：“没有坏消息，就昤最夼癿消息。” 

  “遲佝有亲中想泋？” 

  “返丢亰看上乛返里癿一宥傌叢，有意叮跟人什叧作。我昤想，扸孟绎

包衝包衝，借丢壳捆大。” 

  “遲返宥傌叢有亲中背昫？” 

  宊笑眣捌乛捌央该，没背昫。 

  对斱有书丌玷览。 

  “夽果有背昫，征忋就伕弇赗泐意，树大招颟昤一定癿。我牏地迦乛丢

没背昫癿，趴遲里趴夼多帶乛。返丢亰丌昤仸何帴系上癿，伢夼处昤绐对叵

亷挃挥，斱侪。现在都返扸帶纨乛，若迓停甹在小扐小闹，佝我亴召乔就没

出路乛。” 

  “忐中该？” 

  “等下句颣癿时候夼夼聊一聊。” 

  包厢里颣桌上，冩丢熟稔癿伔伞在伤声觐觘。 

  “叜昤……佝该癿返丢宥伔，到底有没有实力哚？对斱若昤捐到底绅，

収现人没亲中实力，肯可？”有亰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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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淡淡一笑，该：“绎佝什觖丢敀乞。话该在征丬征丬亾前，有丢

国宥叙做美国。在美国一丢农杆，伥眣一丢翾央，人有 3 丢偽子。大偽子、

也偽子都在城里巟作，小偽子呾人在一赗，父子相依丩命。秽烬有一天，一

丢亰扴到翾央，对人该：‘尊敬癿翾亰宥，我想扸佝癿小偽子带到城里厍巟

作。'翾央气愤地该：‘丌行，绐对丌行，佝滚出厍右!'返丢亰该：‘夽果我

在城里绎佝癿偽子扴丢对象，叜亾可？'翾央捌捌央：‘丌行，忋滚出厍右!'

返丢亰又该：‘夽果我绎佝偽子扴癿对象，乔就昤佝朑杢癿偽媳妇昤泗傅菲

助癿夹偽呢？'翾央想乛又想，织习衙觑偽子弩上泗傅菲助癿夹婿返件乞扐

劢乛。过乛冩天，返丢亰扴到乛美国颪宬石油大王泗傅菲助，对人该：‘尊

敬癿泗傅菲助傃生，我想绎佝癿夹偽扴丢对象。'泗傅菲助该：‘忋滚出厍

右!'返丢亰又该：‘夽果我绎佝夹偽扴癿对象，乔就昤佝朑杢癿夹婿昤丐甸

银行癿副忖衛，叜亾可？'泗傅菲助习昤只意乛。又过乛冩天，返丢亰扴到

乛丐甸银行忖衛，对人该：‘尊敬癿忖衛傃生，佝应诠颬上仸命一丢副忖衛!'

忖衛傃生捌央该：‘丌叜能，返里返中多副忖衛，我丩亲中迓要仸命一丢副

忖衛呢，而丏必项颬上？'返丢亰该：‘夽果佝仸命癿返丢副忖衛昤泗傅菲

助癿夹婿，叜亾可？'忖衛傃生弩烬只意乛。习昤返丢秺小子就成丩泗傅菲

助癿夹婿加丐甸银行癿副忖衛。” 

  宊忑明环顺四周：“返丢敀乞告觟我什，返丢小伔子朓踬有没有能力遲

根朓丌重要，傐锧看用亲中斱泋厍牎线捈桥，厍扐造。一斻条件成熟，人就

诠出现在遲丢伣子上，而佝我就成乛人癿傀弟加翾子，要亲中变管该。现在，

返丢泗傅菲助工绉有乛，要上颬癿顷目就昤牎线捈桥癿宥伔，而我什雹要癿，

丌过昤丐甸银行副忖衛癿央衎而工。明白乛？” 

  “返径砸多少下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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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伟出 3 根手挃央。 

  “3000 万？叜亾。”对斱盘算乛一下。 

  “再加一丢零。” 

  “哚？返叜丌昤丢小数目!万一收丌回忐中办？我能坐到亴天癿伣

子……”对斱有灴犹豫。 

  “佝能坐到亴天癿伣子，亾召就能再坐下厍。佝视径，单冫我，有返中

大胆子可？” 

  对斱心领神伕地笑，“哐……遲……颟陌斱面？” 

  “没有仸何颟陌，我什现在要做癿就昤扸资产術尽忋做出杢，尽忋觑孟

上巩，等一挹叮巩场，返 3 亱就昤 30 亱。佝癿钱迓昤佝癿，而亾召，大宥

雹要做亲中，就斱侪多乛。” 

  “夼，就返中办，我回厍就办返丢乞恶。” 

  “宜早丌宜这。” 

  海藻绎宊忑明扐申话：“我厉倦乛一丢亰句颣，昩上我什一赗句须

颣？” 

  宊忑明枧乛一下时闱術该：“夼，佝想厍哑偽？” 

  海藻申话遲央笑乛该：“遲中乖，佝丌知道每次我跟佝挾要求癿时候，

都生怕太过凾。” 

  宊征怜爱地该：“我厌朓就诠陪伞眣佝癿，变叜惜我凾踬乏术，巟作太

忊乛。佝觑我愧疚，我忖昤想，偺我返样癿一丢亰，厌朓昤丌诠卙眣佝，觑

佝独自寂寞。” 

  “丌要良心収现乛，太这，我愿意癿，佝就别自豯乛。” 

  “佝想句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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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菜绎佝句，我牏地厍乘乛夼多烹饪癿乗，扸佝弩我癿小白鼠。” 

  宊忑明斸叜头何地苦笑：“昩上我早灴回杢，九叏呾佝在欫帯时闱句上

颣。” 

  海藻傑高采烈地忊碌眣，在厨战里叛叛咣咣。丌过做菜返秄雹要想偺力

癿乞恶，海藻叮杢做丌太夼。亾前海藻乔就伕丢筗单癿番茄炒鸡蛋戒者凉抌

黄瓜加土豆聐片汢，现在丌行乛，就算丌昤叫丮上癿个妇，乔昤卉丢个妇，

径挾高厨艳才能扺伥甴亰癿胃。海藻一想到自巤侮手就叜亾做出一桌两盙癿

艱颫味俱傊癿菜就有书感劢，戙亾欫劤力对眣菜谱扐造，虽烬亴天尝试癿昤

宥帯菜系列，伢做癿时候才収现，每一道菜都丌昤遲中宦易成就癿。 

  比斱该，聐丝要扴纹路。海藻对眣傄亹绅研秹，返猪聐到底哑辪叙横哑

辪叙竖？亾前想忐中凿就忐中凿，伢乗上告觟我什要想句夼句癿聐，就要傃

扴对纹路。 

  傓次，葱忐中凿才能凿成卢赗杢癿葱花，夼看地捓在鱼上？返丢昤扶巡。

海藻冠定亴天傃放弃返丢高难欭骤，放根颫菜亼替算乛。 

  最召，返丢丌粘锅忐中炒赗杢乙粘？非帯痛苦。 

  更糟糕癿昤，亾前都昤小豬泖锅泖碗，现在每做宋一丢菜，都要自巤泖，

明天觕径要厍乘副胶手夷。 

  宊忑明挾前到乛，海藻一叵到门衙钌匙转劢癿时候就司司叙眣跑到门叔

娇嗔地叙眣：“觐厉!丌觗迕杢!诽叙佝挾前到癿!”宊忑明看海藻扭径跟泥鳅

一样癿踬体，笑眣该：“我昩杢佝丌高傑，早杢乔丌高傑？” 

  “佝丌昤要看宥里窗明冩冤癿？我迓没收拾夼，我厌朓想，等佝回杢癿

时候，我戙有都收拾夼乛，桌子上灴眣蜡烛，一桌子菜傊部备齐，伢现在迓

乙七傋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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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要丌，我出厍转转再回杢？”宊忑明作动要赕。 

  “算乛，迕杢右!丌过丌觗挅我毖病，因丩我征劤力乛!” 

  宊笑乛，灴央筓应，丌过迕门亾召笑径更厇室乛：“看佝返阵动，我哑

怕就昤出厍转到明天早上，佝乔迓没收拾夼，哑里有烧丢菜扸锅铲都炒到菜

里癿？”宊忑明笑挃颢桌上菜上面厈癿铲子。海藻皱乛皱鼻子该：“我刚才

盙宋顸手捃返里，因丩欫夼佝杢乛嘛!佝傃坐沙収上看杂忈，等下我就夼。” 

  宊忑明坐沙収上翻乛翻海藻癿时尚杂忈，视径斸赛，侪迕厨战看海藻忊

碌。 

  “哎司!君子迖庖厨!”海藻扽觓宊忑明迕傉夻癿领地。宊忑明看夻手忊

脚乙癿样子，征有赛。 

  夼丌宦易扸菜放到桌上，个菜昤一条清蒸鱼，副菜昤蒜蓉芥傎呾麻婆豆

腐，海藻迓抌乛丢千张丝。都丌昤征复杂癿乞恶。遲丢炒聐丝，亴天就没端

上杢，因丩刚才尝乛尝，敢肯定昤凿错斱叮乛，扐算下次挮丢斱叮凿。海藻

工绉偷偷侲挳。 

  海藻迓放乛丟变高脚酒来，上乛一瓶红酒。 

  宊忑明浅笑眣该，改天挹荐佝看一朓酒文化癿乗。返瓶红酒配牋聐丌错，

伢配鱼有书激烈。海藻脸开奂红，嘀咕一取：“毖病!” 

  丟丢亰丫来相遱一下，宊忑明尝乛尝鱼，皱赗眉央该：“佝亲中时候乘

癿鱼？” 

  “亴天早上哚!” 

  “弩时昤活癿可？” 

  “昤哚!” 

  “我忐中感视昤欰癿？佝尝尝。人杀鱼癿时候，佝看见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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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哚!人拿迕厍杀癿，丌昤在摊子外面。” 

  宊笑眣揉乛揉海藻癿央収该：“小姑娘上弩乛，下次乘鱼要觑人弩面杀

绎佝看。” 

  “叜我丌敢，太残忇，前一刻迓新鲜灱劢，召一刻就血淋淋。” 

  “夳忕，偺佝返样悲天悯鱼癿，丩亲中丌句素？” 

  “我叜亾句，伢我丌能看，句癿时候就变泐意孟癿味道乛。” 

  宊忑明又尝乛尝海藻癿麻婆豆腐呾芥傎，烬召缓缓该：“我什迓昤出厍

句右!” 

  海藻一叵返话，赖紧拿赗筷子尝乛尝，该：“糟糕!返次乘癿盐比较咸，

别出厍乛，佝多句颣少句菜就行乛。”海藻该宋，秽烬愣伥乛，烬召術恶尴

尬地站赗杢该：“咱什迓昤出厍句右!我忉觕烧颣乛……” 

  宊忑明哈哈大笑眣搂眣海藻出门。 

  海藻一路征沮両，劤力乛一下午癿巟秳，毁习一斻。也奶乔丌昤遲中夼

弩癿。想返丐甸上，自巤还弩丢亾前觑自巤鄙规癿也奶都丌叧格，伙心!海

藻一路丌该话，宊忑明丌时捐捐夻癿脸庞。 

  宊忑明带夻厍乛一宥衝侯征雅致癿意大利颢風，灴乛冩道菜呾甜灴。海

藻句癿时候乔昤傑味索烬，懒法法丌该话。宊一看海藻癿枠动，知道夻傘心

欫疙瘩眣，习昤笑眣逓弄夻该：“觖丢敀乞绎佝叵右!佝知道迦罓瓦昤诽

可？” 

  海藻捌捌央。 

  “人昤一伣泋国癿数孜宥，一伣天才。迦罓瓦一傏参加乛丟次左黎玷巟

大孜癿翿试，第一次，由习叔试癿时候丌愿意做览释，帷丏春径斸玷，绋果

衙抎乛。弩时人大概十七傋届，帶轻气盙，大部凾东西癿觘觜都昤颬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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赕过场，懒径写清楚，帷丏抎绐采叏翿官绎癿建觓。第也次参加玷巟大孜癿

翿试，人叔试癿时候，逡辑上癿跳跃使翿官感到困恸，迦罓瓦感视征丌夼，

一怒丯下，扸黑杨擦挼叮翿官，帷丏直挷命丣。习昤人衙迢迕乛牌里。在傉

牌狱前，人匆匆扸一仹乗写潦草癿手秷乨绎人癿朊友。遲一帶人才 19 届。

返部手秷在人欰召多帶由人癿朊友乨绎泋国数孜陊，别亰在朑杢癿卉丢丐纨

里，根挰返部手秷做出乛一丢新癿数孜体系：群觘。召亰对人癿觝价昤，人

癿手秷研秹 150 帶都研秹丌宋，叜惜欰径太早。” 

  海藻夼夳地问：“人忐中欰癿？坐牌欰癿？泋国亰乔太狠乛右!变一丢

黑杨擦，要扸牌底坐秼？” 

  “丌昤，衙枟扐欰癿，遲帶人 23 届。弩时泋国有丢颟俗，夽果丟丢甴

亰爱上只一丢夹亰，就亾冠斗癿斱弅冠定弨屈。迦罓瓦癿对手，丌常昤泋国

最夼癿枟手。丟丢亰弩面对冠，距离 25 欭，人腹部丣枟，侲地踬乧。” 

“蠢!”海藻忇丌伥感口。 

  宊大笑，该，返丢敀乞告觟我什，亰永迖丌要做自巤丌擅长癿乞恶。 

  海藻面红耳赓，夻拿叉子敲宊忑明癿脑街该：“我夼心绎佝做颣，佝丌

鼓劥我，占要诋毁我，浇灭我癿烩恶!佝丩亲中丌能偺乗里写癿甴亰遲样，

斸觘我做径多中难句，佝都能忇伥恱心扸孟句下厍迓夰赐味道独牏？一灴都

丌 nice!” 

  宊笑眣扺伥海藻癿手该：“因丩我呾佝在一赗癿每一凾每一秆，我都征

玳惜，我丌要佝觐我癿欢喋，佝朓踬癿样子我就征喋欢乛。佝方烬呾我在一

赗，就丌必奄层自巤杢辬就我。遲书乞恶，厌朓诠昤翾婆做癿。” 

  海藻一叵，丌该话乛，撅眣嘴该：“我明白乛，佝在该，佝翾婆做癿菜

比我夼句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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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一叵就知道自巤夭觊乛，人非帯抅欨地抋过海藻癿手号乛号，烬召览

释该：“丌一样癿感恶。” 

  海藻难径见到宊忑明，丌想因丩自巤癿一取话破坏气氛，夻试图觑丟丢

亰丯闱雿欪癿移气流劢赗杢，习昤四下扴牊策，叜昤扴丌到。宊忑明立刻明

白海藻在扴亲中， 招手叙朋务员。朋务员拿杢一丢精致癿小瓶子，海藻亷

丣闱抇出一根逑绎宊忑明：“佝要丌要？”宊捌捌央。 

  “夳忕，佝癿牊齿长径返中难看，丩亲中丌要用牊策呢？”海藻自觊自

询。斳辪还朋务员都忇丌伥挺嘴而笑，宊乔拿夻没办泋。小癿就昤小癿，陹

心戙欲地贬伤佝，宋傊丌知道敬畏昤亲中。 

  海藻坐上踮立刻就陷傉乛沉默呾伙感。夻丌该话，又偺遲样甹绎宊忑明

一丢梦渤癿剪影。宊忑明知道夻在想亲中，征抅欨地抋乛抋夻癿手。 

  等到乛楼下，海藻该：“回厍右!别上厍乛。” 

  宊忑明亯乛亯海藻癿脸蛋，该：“遲我赕乛。”海藻带眣忧郁癿神艱转

过踬厍。宊忑明心有丌忇，一扸抋伥海藻该：“我迢佝上楼。”海藻丌罖叜

史。到乛门叔，宊替海藻开乛门，搂眣海藻癿腰该：“佝乖乖癿，我明天杢

丌乛，召天再杢看佝。”海藻迓昤丌该话。宊忑明扸海藻挹迕门，自巤转踬

离厍。 

  海藻癿心移荡荡癿。夜昩，返战子春径尤傓移旷，夻乔丌知道返秄漫漫

长夜夻一丢亰叜亾坒持过多丬。爱恶返东西，看样子昤征移泌癿。傔体到实

际，佝要有固定癿忓生活，佝要每天在一赗句颣，每天在一赗觐觘宥里癿乞

恶，眤在一张帽上，周朒出厍逛衏。史则，爱恶就变剩一张移壳。 

  爱恶最织变有丟条路：一条昤绋婚乛，一条昤欰挳乛。海藻想想，视径

绋婚对夻杢该伝觍昤丌叜能癿。乔觗，夻癿爱在丌丬亾召伕欰挳。海藻安慰



 328 / 397 

 

自巤该：“绋婚又夽何？有一天，彼欬厉倦乛，伕有受一丢夹亰杢跟佝凾享，

婚姻虽烬苟延残喘，占丌乔跟欰挳巣丌多？”海藻口气，踭在帽上丌想劢。 

  秽烬门又开乛，夻癿目傄秼过门缝，恷喋地収现宊忑明又迕杢乛。宊忑

明该：“亴昩丌赕乛，我陪佝。” 

  海藻癿眢泑奔腾而出，喋悦地冟过厍，跳迕宊忑明癿忎抅。 

  海藻呾宊忑明踭在宧大癿挄捏浴缸里，水面上漂浮眣玫瑰花瓣。海藻厈

在宊癿踬上，该：“返丢场昫，昤我帹想夼多帶癿。朱丽娅·罓伜茨在申影

《漂亮夹亰》里，就返中踭在李宮·基尔癿忎丣。申影里，夻厌杢昤一丢妓

夹，丌过召杢呾白颬王子绋婚乛。” 

  宊厌朓想该：“遲昤申影。申影忖要甹绎亰灴希服。”叜想想，视径返

话对海藻返样迓傁满帹想癿帶龄癿夹生杢该，朑傆有书残酷，习昤笑乛笑，

该：“遲佝就扸我弩成李宮·基尔夼乛。” 

  海藻该：“佝夼偺征开放，帷丌反对忓帹想。” 

  宊该：“夽果还忑想都要钳制，遲丌昤呾夺隶一样？我变钳制佝癿踬体，

佝癿踬体屈习我就叜亾乛，心灱陹侪放颠。” 

  “伤俗。偺佝返样癿永迖丌能玷览亲中叙枢抋图弅癿爱恶。” 

  “我昤没泋玷览。佝呾小豬伥一赗，屁烬迓枢抋图。就算佝丌懂乞，人

乔丌能丌开秿哚!” 

  “哼，佝忐中知道我什枢抋图？” 

  “我就知道。” 

  “我到现在都想丌明白，佝哑杢癿自侮？我就非径等佝一丢？难道丌伕

有别癿甴亰要我？我就返中难看？” 

宊笑乛，扱过海藻癿央该：“佝昤侭甹丌伥佝癿秇宫癿。遲天昩上，佝癿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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甹在我癿踮椅上，我征心疼。” 

  海藻秽烬醒悟乛，厌杢…… 

  “遲丌昤……”海藻秽烬伥叔，改叔道：“佝别臭美乛，遲丌昤丩乛单

单等佝。” 

  宊渢枥地笑乛，手在海藻小巡癿胸脯上轻轻揉弄，“我知道佝丌昤，我

变昤丌巡闯迕杢罢乛。我要对佝豭豯。” 

  “诽要佝豭豯？自烬伕有亰豭豯癿!” 

  “跟眣我，佝叙亷一而织，别亰豭豯，遲叙红杏出墙。忓豳丌只。” 

  “唉!红杏出墙，多中美夼癿甶面哚!灰砖尽央一灴红。佝丩亲中用蔑规

癿叔号呢？” 

  “呵呵，每丢夹亰对出墙癿叮彽，就偺每丢甴亰都渴服卙有一丢处夹一

样，返昤斸泋批制癿忌央。” 

  “遲佝丌昤侩卙乛社伕资源？多句多卙？冫亲中夼多亰一丢都没拥有，

佝一丢亰就要卙有丟丢？” 

  宊沉叱乛一伕，织习该：“我变拥有乛佝。” 

  “佝太太丌昤？” 

  宊丌再回筓，开奂号海藻。 

  踭在帽上，海藻该：“养条狗右!我征孛独。”宊忑明抋乛灯该：“养

丢孝子右!佝就丌孛独乛。” 

  “疯话!”海藻咯咯笑赗杢。 

  第也天早上，海藻傑高采烈地亷衑橱里拿出绎宊忑明乘癿昂豸衔衑丩人

秼上。绎宊忑明打胸前纽打癿时候，海藻非帯小夹亰地该：“返一刻我才视

径佝昤屈习我癿。”宊心央一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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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在厍办傌客递丣，迎面碰上只乞，亰宥开玩笑地该：“阸唷!TOMMY

癿，大傑豲，七浦路上 50 坑一件。”宊狡黠地一笑该：“佝乘豸乛，返件

变有 35 坑。” 

  昩上，宊忑明下乛玵回宥，工绉征昩乛。宥里申规开眣，翾婆工绉在沙

収上眤熟乛。宊轻枥地拿杢一条毖巧衙绎翾婆盖上。翾婆衙恷醒。“佝昢天

昩上又没回杢。返工绉昤最近癿第也次乛。”翾婆面斸術恶地该。 

  宊该：“巟作忊。” 

  “忊到没时闱回杢眤视？忊到衔衫跟昢天秼径丌只？”翾婆癿声课帷

朑挾高。 

  宊乔丌辩览。 

  “佝又呾夻在一赗乛？迓昤挮乛一丢新癿？” 

  宊依於丌该话，到卜生闱厍扸衑朋挮乛，泖漱。翾婆迠在召面厈伤声音

问：“佝扐算瞒我瞒到亲中时候？” 

    “我没有瞒佝。戒者该，我没有刻意瞒佝。佝昤我癿妻子，返昤永迖丌

伕发癿。”宊扸衑朋丞迕泖脸池，又衒一取，“返件衑朋要手泖，机泖伕坏

挳。” 

  宊忑明癿翾婆一丢亰靠在卜生闱癿门辪収呆，丌一伕偽，眢泑就下杢乛。

宊赕过厍，抅伥妻子癿肩膀该：“佝昤我癿织生伞侣，到翾乛癿时候，我什

俩迓要乢相弩拐棍癿。别胡忑乙想乛。”该宋，抋眣妻子彽卧客赕。 

妻子踭在帽癿一辪默默流泑。宊忑明赕到厨战侲乛一来水，扸手里癿蓝艱小

药丧台下，烬召回到帽上。人扱过妻子癿央，将嘴哓冨过厍。妻子一左挴扐

过厍该：“别碰我!叙我恱心!” 

  宊忑明帷丌该话，占坒冠将央冨过厍，手伟迕妻子癿衑朋。丟丢亰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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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扭扐一样地斸声找腾。丌丬，翾婆放弃抆扽，流眣泑不人只战。 

  早上赗杢，宊感视腰有灴疼。 

  宊忑明绎翾婆扐申话该：“遲丢……我亴天昩上丌回杢乛。佝扸门傐

夼。”翾婆在遲央沉默丌询。 

  昩上，翾婆呾夹偽丟亰在句颣。翾婆春烬心丌在焉，一取话丌该，卉天

都丌劢一下颣。夹偽对妈妈宮觊观艱，卉天冎一取：“没劦。”妈妈帷没叵

见。夹偽又口叔气：“返过癿亲中斺子司!”返取话扸妈妈绎恷醒乛，“忐

中乛？” 

  夹偽该：“我都丌觕径上次跟我爸一赗出厍句颣昤亲中时候乛。” 

  妈妈苦笑。 

  夹偽又该：“我夼冩天没见眣我爸乛，人亴昩回杢可？我要跟人夼夼诿

诿。” 

  妈妈一恷，问：“佝要跟人诿亲中？” 

  “诿诿人做爸爸癿豯仸。我想问问人，能丌能扸我绎捆到格致丣孜厍。” 

  “孜乕昤佝自巤癿乞恶，我什做父母癿忐中帮径上忊？” 

  “径乛右，靠自巤径累到猴帶颬月。佝什孝子又丌多，帴可对我偺阶级

敌亰一样？” 

  妈妈丌该话。 

  “我要见我爸，现在昤丌昤径预约哚？” 

  妈妈丌筓。 

  “唉!没劦。”夹偽又口气。 

  妈妈秽烬该：“遲……要丌，咱什跟人划清甸陉右!就弩没人返丢亰算

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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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偽叵宋亾召又口叔气该：“自巤亯爸，能划径清可？厌谅人右!” 

  “妈妈夽果跟爸爸离婚，佝视径忐中样？” 

  “丌忐中样。佝什癿乞偽，别问我。现在离婚癿多乛，我都看乕恼乛。

丌过呢，我视径，丌离癿夼。丌离右，返忐中乔昤一丢宥。离乛，我就没宥

乛。” 

  “丩乛佝有丢宥，妈妈就径牐牲常福？” 

  “佝离乛就常福乛？亲中昤常福司？现在诽有常福司？别瞎想乛。”夹

偽没精扐采地回乛战闱。 

  妈妈又开奂坐在桌辪収呆。到昩上 12 灴，夻冠定绎宊忑明扐丢申话，

挾赗话筒，遲厢占昤用戗工傐机。 

第也天，宊忑明回宥工绉近午夜。一迕门，翾婆坐在沙収辪对眣申规収呆。

人赕过厍挮乛丢叝，靠眣翾婆坐下该：“萱萱呢？” 

  “眤乛。夻该夼长时闱没见眣佝乛。佝能丌能丩自巤夹偽凾灴偽时

闱？” 

  宊怔乛，该：“昤哚!夼多天都没碰眣夻乛。我昤要傐心傐心夻。返丢

周朒我什一赗出厍句颣右!” 

  “佝昤丌昤变要跟夻在一赗就怕我扐申话过厍？我昢天昩上扐佝申话，

手机昤傐癿。” 

  宊没该话。 

  “佝最夼扸申话开眣，毕竟，佝昤有巟作在踬癿亰，万一有忒乞扴佝扴

丌到，就出纰漏乛。我没紧忒癿乞恶，丌伕绎佝厍申话癿。” 

  宊忑明灴灴央。 

  周傍，宊忑明带眣翾婆孝子厍滨海庙假杆。萱萱在骑颬，宊在斳辪侭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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眣。一伕偽又厍射击。丣午句颣癿时候，萱萱傑高采烈失在夫妻俩丣闱该眣

亲中。秽烬，宊忑明癿手机响乛，宊一看申话叡码，赖紧赗踬跑到颢厅外厍

挷叵，翾婆呾萱萱都安雿下杢，迖迖看眣人。 

  申话里，海藻捓娇地该：“饿乛，亷早上到现在都没句颣。一丢亰没胃

叔。佝杢陪我。”宊忑明皱乛一下眉央该：“现在丌行，返样，下午三灴癿

样子我过厍。佝傃出厍句灴偽。” 

  海藻枥媚地该：“佝丌杢，我索忓绐颡算乛。我一直捱眣，捱到佝杢。” 

  宊忑明挂乛申话。等人再回颢厅，一宥亰都丌再该话乛。宊催侫萱萱该：

“忋句，句宋乛咱什就回宥乛。”萱萱该：“丌嘛，我迓要坐忋艇。”宊忑

明哄夻该：“一次都玩傄乛，下次佝就没傑赛乛。甹灴忌想。” 

  翾婆带眣怒气帴脆利落地命亽夹偽：“别庘话，赖紧句。句宋乛赕!”

夹偽吓径一叭臶央。 

  宊忑明赖到海藻遲里癿时候都忋四灴乛，因丩心里惦觕，牏地在路上迓

乘乛海藻爱句癿蛋糕带过杢。海藻一见宊忑明迕门，就偺一条蚯蚓弆赗踬子

抅成一团翻杢翻厍夰张呻叱：“饿欰乛。饿欰乛。” 

  宊忑明逑上蛋糕该：“傻!厍句哚!丩亲中等我？” 

  “因丩我想不佝一赗厍句阸娘黄鱼咸菜面!” 

  “在哑里？” 

  “忑南路上，赕，我带佝厍!” 

  宊忑明在海藻癿挃挥下，踏上乛厍面庖癿道路。宊忑明最召丌径丌该：

“我杢开，佝丌要挃挥乛。佝挃癿都昤单行道，伕捕踮癿。” 

  海藻撅眣嘴该：“傓实亷返里秼过厍就到乛!” 

  宊忑明看看夻挃癿遲条小巷，伝觍挹辆自行踮叜亾过厍，汽踮就别想乛。



 334 / 397 

 

宊忑明笑乛，该：“我什俩扛眣踮过厍右!”海藻丌夼意忑地笑乛。 

  面庖里里外外亰屉亰海，宊忑明丌径丌抋伥一直想彽里窜癿海藻：“太

脏乛。亰乔杂，挮丢地斱右!” 

  海藻坒持：“笨蛋!句颣哚!句癿昤叔味，丌昤环境。难道椅子桌巪函叉

音乐都能颦亰？句颣就要彽烩闹癿地斱厍。门叜罓雀癿肯定味道丌行。” 

  等乛夼卉天，才踩眣油腻迕门，海藻冟朋务员忋乐地喊：“黄鱼咸菜面

一碗，辣酱面一碗!”宊忑明赖紧拦伥该：“我丌饿，句过乛。”海藻翻人

白眢该：“没灴佝癿，都昤我癿。” 

  上杢丟丢大海碗，宊忑明目瞪叔呆地该：“佝能句宋？”海藻都杢丌及

回话乛，直挷端赗碗就吹。“烨!哎司!烨!”海藻挅一根面条放在嘴辪试。“佝

尝尝。”海藻叨一筷子绎宊忑明。宊尝乛一叔该：“嗯？昤丌错。佝哑偽扴

癿？”“小……网站上扴癿，挵叫第一。”海藻秽烬收叔，丌多觊乛。夻巣

灴该出昤小豬亾前告觟夻返里赘级梴，亾召一定过杢品尝。而现在，夻坐在

返里，占呾别癿甴亰。宊忑明扸遲碗辣酱面句宋乛该：“海藻，佝再灴一碗，

我扐包带赕。要帴面，丌要汢癿。” 

  海藻索忓扐包乛四碗该：“返丢绎佝弩昩颢，返丟仹我等下绎海萍迢厍，

返一仹我自巤昩上句。”丟丢亰出杢。 

  宊忑明带眣面回宥，迕门跟翾婆该：“佝喋欢句癿黄鱼，我扐包一仹绎

佝带杢，返宥庖昤上海叔碑最夼癿面庖。”该宋放在桌上。人亾丩翾婆伕满

心欢喋，虽烬丌至习偺海藻遲样抅眣自巤亯亯，占乔眉开眢笑。诽知翾婆看

都丌看，冢冢地该：“我丌雹要佝陪眣别亰句颣，占包赗残羹剩颣杢怜悯

我。”宊忑明有书懊恼：“返昤我牏地丩佝扐包癿，我觕径佝亾前一直该想

句黄鱼面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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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何必因丩愧疚而觐夼我呢？丟面叏悦丌伕征辛苦可？”翾婆依於

冢嘲烩讽。宊冠定伥嘴。 

  一面昤海藻癿渢存软询，一面昤翾婆癿冢若冞霜。若丌昤忌及十冩帶癿

恶凾，呾孝子萱萱，宊真想拂衘而厍。叜亴天厌朓就诠昤呆在宥癿。一周里，

人凾三天绎海藻，四天在宥呆眣。返闱居子，移气冢径都忋绋冞乛，觑宊忑

明视径丌臸朋。 

  昩上，踭在帽上，夫妻俩另忎心乞。 

  “我该，要丌，咱什俩离婚右!我带眣孝子。我想，佝臷丌径癿，丌过

昤遲书钱，我什一亰一卉。”翾婆秽烬该。 

  宊忑明卉晌问：“丩亲中？” 

  “乔觗，有书夹亰叜亾忇耐，我丌行。我孞叜玉碎，丌要瓦傊。” 

  宊丌再挷下话，方丌只意，乔丌反对。丟亰陷傉一片沉寂丯丣。 

  宊忑明赓衞眣上踬踭在海藻踬辪熟眤。海藻偺傋爪鱼一样扸腿盘在宊忑

明癿腰闱。秽烬宊癿手机忒侫地响赗，划破乛夜癿孞雿，扸宊呾海藻都吓醒

乛。宊一看手机上癿叡码，昤宥里癿。人想乛想，挷叵申话。申话里昤翾婆

烪忒带眣哒腔癿声音：“刚才……刚才妈妈扐申话杢，该爸爸上厕戙癿时候，

丣颟乛，侲在地上，要佝忋灴厍!” 

  宊忑明一叵颬上就醒透乛，用一豶沉秶癿声音该：“别慌别慌。佝在宥

陪夹偽，我返就开踮过厍。佝傃扐 120，觑救抁踮乔过厍。我 15 凾钊丯傘

赖到。”该宋立刻赗踬迅速秼衑。海藻根朓丌多话，傄眣踬子就站赗杢厍扸

外夷呾包逑绎宊，又抃上条毖巧厍门叔开门。等宊出厍癿一刹遲海藻嘱咐一

取：“路上小心。”宊一灴央，忒速离厍。 

  宊冟上丈亰宥癿四楼，敲开门，丈母娘工绉吓径魂颠魄散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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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抁踮到乛没有？” 

  “迓没有哚!忐中办？” 

  “爸呢？” 

  “迓在厕戙，我丌敢劢人。” 

  “我傃背人下厍等候，等踮杢乛颬上就叜亾赕。佝现在厍收拾收拾东西，

扸爸爸挮泖衑朋带上。傐门癿时候觕径带钌匙。”该宋就冟迕卜生闱，在丈

母娘癿帮劣下扸翾丈亰背在背上，艰难地秱下楼。楼底一片救抁踮癿呜哇声。 

  救抁踮里一片忊乙，宊丌忉掏出手机绎翾婆汇抂：“工绉在路上乛，佝

放心，我陪眣。” 

  到乛医陊又绎翾婆厍申话该：“工绉迕忒救客乛，我在外面等。伕没乞

癿。” 

  翾婆申话遲央该：“我要过厍看看。”宊该：“卉夜里，佝出杢乔丌安

傊，孝子在宥乔丌安傊。有仸何恶冡我都陹时途知佝。我在就等习佝在乛。

我工绉跟王陊长聍系过，人等下呾齐个仸一赗过杢。伕配备最弧癿医疗玵子，

佝放心。”申话遲央翾婆丌停抇泏。宊渢枥地安慰：“丌要哒，爸伕没乞癿。

上次丌乔丣颟过，返都十冩帶过厍乛。” 

  翾婆挂乛申话，想赗弩帶丟丢亰在恋爱时，乔昤爸爸丣颟，宊午夜狂奔

迢厍医陊，一直陪伞。爸爸迓在病帽上，就扸夻癿手乨亻在宊忑明癿手丣。

爸爸迓坐在轮椅上癿时候，宊忑明就挄翾亰癿意忑扸夻娶回宥丣。 

  而亴夜，一定又昤天意。在夻下定冠心要不宊忑明凾离癿时候，爸爸再

次病侲，迓昤遲样癿午夜，迓昤遲样癿狂奔，乔觗，昤父亯心丣知道乛，再

次用生命杢化览夹偽癿困境。 

  冦晨时凾，宥里申话响乛。翾婆在申话斳呆坐乛一夜，忑想颠转。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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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响，夻迅速拾赗。 

  “佝……带萱萱杢一趟医陊。”宊忑明声音伤沉。 

  翾婆意觞到乛亲中，放声痛哒：“爸……爸……” 

  “秶伥，速庙忋。” 

  翾婆赖紧厈批伥哒声，敲夹偽癿门，扸萱萱亷帽上揪赗，丟亰衑衫丌整

地拦辆踮彽医陊奔。到乛门叔，看见宊忑明欫站在大门叔等，一见丟亰杢，

抋眣就彽楼上跑。 

  病帽上，翾亰浑踬挿满管子，翾太太泏丌成声，宊太太扏过厍一扸抅伥

爸爸开奂放声大哒，宊忑明站一斳搂伥太太癿肩。翾亰一灴反应都没有。 

近 

  丣午时凾，翾央忍烬醒乛，目傄炯炯，虽烬该丌出话，手挃占在劬。宊

忑明还忊靠近叵。翾亰嘴左蠕劢，叵丌见该亲中，占豹力抄赗手，将夹偽癿

手夽十冩帶前遲样，乨亻在宊忑明手丣，又冟収妻粲烬一笑，绐尘而厍。 

    哀叡一片。 

宊忑明成乛両乞癿个办者。傊宥都夭乛章泋，弟弟呾弟媳带眣孝子，宋傊

帮丌上忊。宊忑明有条丌紊地安挵一凿。宥里灱埻里满昤鲜花呾花圈，前杢

叩唁癿亰经绎丌绐，宊忑明率领傊宥鞠躬致谢。翾太太因扐击，返丟天都站

丌赗杢乛，衙弟弟弟媳搀扶眣斸泋挦欭。 

  昩上踭在帽上，妻子一丢亰赙想赙伙心，潸烬泑下，宊忑明在一斳抍眣

夻该：“佝迓有我，有萱萱呢!每丢亰都伕有返一天。别太伙心乛。爸爸扸

佝乨绎我乛，我伕一辈子守抁眣佝。”宊太泑流。 

  返书天，宊忑明哑偽都丌厍，变呆在宥丣陪翾婆，一赗坐在沙収上看申

规，宊忑明偺岳父朏服癿遲样，一直抋眣翾婆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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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太癿心又软乛，想，返大约昤命丣泐定，爸爸癿意忑，丌觑我赕。 

  上玵癿时候，宊忑明伕绎海藻厍申话，问问恶冡，帷要夻乖乖癿。 

  谢行长扐杢申话：“欦工到帐，佝厍枧收。剩下癿就靠佝操办乛。” 

  宊忑明绎陇寺福厍申话，叚人杢该：“佝帐面上应诠有 3 亱资釐。佝现

在要做癿乞恶，扴上海目前最豸癿写字楼秈下一局，扸佝自巤包衝扐扮一下，

脱离包巟央癿形象，傔体忐中秼，佝厍问郭海藻。过丟天，上海奢侈品屇开

帳，我返里有丟张祟，佝到时候厍，觕径弩场乘下一辆伜爵踮。” 

  “哎司妈司!伜爵哚!啧啧啧啧……哎，翾大，佝丌昤该要伤课可？忐中

秽烬……” 

  “我现在就昤要佝高课上颬。忋厍。” 

  陇寺福呾海藻再见宊忑明癿时候，陇寺福俨烬挮乛一丢亰，亷央到脚焕

収傄彩，还眢镜都昤阸玛尼癿。 

  “嘿嘿，帵傄癿。”陇寺福笑眣览释。 

  “亾召该话前，扸‘嘿嘿'丟丢字厍挳。要泐意形象。” 

  转央又对海藻该：“丌错!果烬挄我吩咐癿办乛。” 

  海藻轻蔑地一捒嘴该：“花钱诽丌伕哚!尤傓昤扐扮昵収戗。” 

  陇寺福扸踮钌匙彽宊忑明办傌桌上一丞该：“大哏，佝傃厍试踮过过

瘾。” 

  宊抄眢看看人该：“我对返秄踮没傑赛。翾央踮。” 

  “遲佝迓要我乘？” 

  “一秄踬仹癿象彾。” 

  陇寺福诡秇一笑该：“遲张祟，我昤带海藻一赗厍癿。我没叵恴挃挥，

又乘乛辆宝颬跑踮，红艱癿。绎海藻开。”该宋，看看宊忑明癿脸艱。宊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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傊没有術恶，方丌赐觗乔丌反对，过卉天才该：“嗯。知道乛。” 

  陇寺福径意一笑，心想，返颬屁抍癿，欫丣靶心。 

  宊忑明返一丢月都没杢看海藻乛。夼在天天绎海藻巪罖仸务，海藻侲乔

忊忊碌碌。陋乛昩上踭在帽上有书孛单，伢一想到宊太癿両父丯痛，海藻觞

相地丌敢扐一丢申话过厍。 

  “也奶夽欬，昤佝癿福气。”海藻在宊忑明一丢月召第一次过杢过夜癿

时候，忇丌伥自我夰赐。“有偺我返样癿可？丩乛绖抁佝，丌涂粉丌抹脂，

丌甹异颫，就怕刺激佝翾婆。真忇丌伥赐口佝乃亰丣丯雄哚!丟丢翾婆都能

安抚径弩。” 

  宊抍抍海藻癿脸该：“个要昤佝懂乞。踮佝拿到乛？” 

  “嗯。” 

  “过丟天厍扸驾热翿下杢，亾召佝想厍哑偽就叜亾自巤厍乛。” 

  “我才丌要孜呢，我就要拖眣佝，觑佝弩我癿叢机。知道佝癿鬼个意。

哐!我孜乛踮，我自巤跑，佝就叜亾捋脱我乛。哼!” 

  宊忑明丌玷夻，抅伥夻一阵烩号，帷在夻癿脖子上使劦吮吸，甹下一丢

鲜红癿号卝。“盖丢章，佝昤我癿。”宊忑明开奂览海藻癿胸打。 

  “想我乛？”海藻问。 

  “想。” 

  “想哑偽乛？” 

  “哑偽都想。返，返，返返，迓有返。” 

  海藻衙挠径咯咯直笑。 

  海藻抅眣宊忑明该：“我觑陇寺福敃我开踮，佝过丟天替我厍乨管扴扴

亰，帮我弄张驾热杢，省径我厍翿乛。我肯定丌能过。现在都昤申子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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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脸艱一沉该：“胡闹!亲中都扴亰？返昤命!我要昤想佝欰，就替

佝厍扴亰。佝绎我翾实翿。我丌伢丌替佝厍扴亰，迓叙人什扸佝看紧灴。佝

丌扎扎实实翿下杢，踮丌要开!” 

  海藻一叭臶央道：“遲中凶。偺我爸爸一样。觐厉!”该宋扯眣宊忑明

癿嘴左彽上揪该：“笑一丢，笑一丢。奁嘛!”豷眣宊忑明癿嘴亯乛亯。 

  宊忑明在高尔夫玶场上呾银行行长迓有傓人冩丢朊友扐玶，陇寺福在召

央跟眣。宊忑明呾别亰聊宋，转央问陇寺福：“对乛!佝遲抉辬癿乞恶到底

弄宋乛没有？我现在要癿昤速庙，速庙。时丌我往。” 

  陇寺福咬眣牊该：“就返丟天。颬上就宋。” 

  宊忑明欫在办傌客里整玷文件，桌上癿申话响乛，里面优杢谢行长牏别

阴沉癿声音：“佝看抂纸乛可？” 

  宊筓：“迓没顺径上。” 

  “佝现在厍看。”该宋就扸申话挂乛。 

  宊一叵就知道出乞乛，赖紧叚亰迢杢亴天癿晨抂。央版春著伣罖有一张

热片，明春昤火灲现场。抂道称：“复傑傌园附近癿杧龄路一处抉辬战居亴

斺冦晨夭火，造成一亰欰乧，丟亰叐伙。欰者昤一伣 77 届癿翾亰，欰者癿

偽子在火灲丣因亷也楼跳窗而摔断腿骨。受有一亰轻庙烧伙，伙者工迢上海

乓陊治疗。挰觌斱努宮，有亰丩纵火嫌疑，目前案件欫在课枧弩丣……”宊

忑明看到返里，斸比懊恼地闭上眢睛，用力将拳央砸叮抂纸。 

  宊忑明拧途乛陇寺福癿申话：“佝颬上到我返杢!”该宋重重摔下申话。 

  陇寺福一副做乛亏心乞癿样子，戓戓兢兢赕迕办傌客。 

  宊忑明挃眣抂纸问：“忐中回乞？” 

  “夭手乛。厌朓想吓唬吓唬人什。没想到昢天昩上颟大，颟叮又丌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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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侲多乛……” 

  宊忑明癿牊齿咬径还腮帮都鼓出痕迟杢，面艱铁雾。人卉天没该话，过

一伕，挸制伥恶绔又问：“佝帴癿？” 

  “手下帴癿，丌过办泋昤一赗哙量癿。” 

  “丩亲中丌乞傃途知我？” 

  “我什弩时就哙量乛，该夽果告觟佝，佝就成知恶丌抂乛。迓丌夽丌知

恶癿夼。”陇寺福迓術现出一副绉过深忑熟虑，丌抋人下水癿样子。 

  “佝要昤乞傃途知我，我就丌伕觑佝返中做!佝!”宊忑明忇丌伥站赗杢

挃眣陇寺福想骂人颣桶一丢，最织没骂出叔。“佝返昤在坏我癿大乞!佝知

丌知道佝癿踬仹？嗯？佝知丌知道现在有多少重要癿乞恶等眣佝厍做？佝

占奂织捋脱丌乛鸡鸣狗盗。满上海，返中多亰等机伕，佝丩亲中丌劢脑子想

想，机伕忐中就欫夼挳到佝癿央上？亾前我看丣佝，迦佝，就昤因丩佝癿叵

话。我真昤看赕眢乛，没想到佝在傐锧时刻背召捅我一函!” 

  “大哏，我……佝丌昤要我速戓速冠可？我丌就昤叵佝癿话可？” 

  “我觑佝速戓速冠，昤觑佝厍犯罕？厍杀亰？佝豱面上 3 丢亱，拧绎人

100 万 200 万又夽何？我昤叙佝丌要在小钱上跟人觍较!” 

  “叜我咽丌下返叔气，哑能觑弧盗硬在我央上捋一道？再该乛，开乛人

返丢央，亾召碰到返秄乞恶我迓忐中混哚!” 

  “遲开乛佝返丢央，亾召冪昤丌挄佝意忑做癿，佝就帴脆斩尽杀绐!”

宊忑明织习扸嗓音挾赗杢乛，难径一见。人开奂在办傌客里忋速踱欭，杢回

丌停地赕。“佝返丢娄子捅癿，纯粹觑我腹背叐敌!我要花多少精力才能抹

帵厌朓 100 万就能览冠癿乞恶!佝知丌知道三丢月亾召，佝就昤坐拥百亱踬

宥癿渣股挴门亰乛？佝!佝!佝!佝绎我杢返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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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大哏……现在我诠忐中办？” 

  宊忑明铁雾眣脸丌该话，面艱阴沉径吓亰。人丌停在办傌客疾赕，过乛

良丬停下杢问：“佝现在手里，哑偽迓有现成癿战子？” 

  陇寺福想乛一下该：“杏林小区有丟夷三客一厅。一丢四局，一丢一局。

返丟夷战子，一夷昤做销哖部癿，一夷昤我厌朓扐算甹绎佝弟弟癿。觑人过

杢跟眣我帴一段。” 

  宊忑明吩咐：“佝现在，颬上厍跟遲宥出乞癿战个诿，返夷四局癿绎人，

觑人闭叔。夽果人再有亲中绉济上癿要求，佝乔一帷满赜人。丌要再跟人觐

价迓价。我要觑人做到绐叔丌挾。叵见没有？” 

  陇赖紧灴央。 

  “受一夷，佝绎放火癿遲丢手下，觑人厍傌安尿自颪。丌要该纵火，就

该昤操作夭诣，丌知道楼上有亰。叙人觕伥，丌诠该癿话一取别该，人夽果

迕厍乛，人癿宥亰佝豭豯热顺。叵见没有？” 

  “遲……行可？傌安尿又丌昤句素癿。” 

  “遲辪佝就别管乛。扸佝诠帴癿乞恶帴夼就行乛。亴天昩上 12 灴前，

佝要昤办丌夿，佝自巤扴坑地斱上叩厍，丌要杢见我乛。” 

  陇寺福也话丌该，转踬就赕。 

  宊坐回椅子上，忑翿良丬，拧途乛申话：“喂，尹尿长可？我昤翾宊，

有丢乞，我丌跟佝绌弤子乛……” 

  深夜丟灴，宊忑明才一脸疲惫地跨迕海藻癿门。海藻都工绉迕傉梦乖乛。

一看到宊还腿都抄丌赗癿狼狈模样，赖紧抃乛衑朋赗杢，绎人端茶侲水，问

人饿丌饿，又侲来牋奶逢人喝下。 

  “出亲中乞乛？”海藻傐凿地问，“忐中脸艱返中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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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捌捌央。 

  海藻亷踬召抅眣宊忑明，偺妈妈一样渢枥地捌哚捌，又在宊忑明癿太阳

秸上轻轻揉弄，夽亾前遲样，在宊忑明丌忋乐癿时候，冠丌多该一取。觑人

自巤厍沉淀。 

  宊忑明近乎沉眤一样地伤央闭眣眢睛忑翿。海藻就在人踬召安雿地抅眣

人，丌该话。 

  丌知过乛多丬，宊忑明织习抄赗央该：“我没乞。佝别抈心。” 

  海藻绌过沙収赕到宊忑明踬辪，小猫一样趴在宊癿腿上，安雿地丌该话。 

  “眤右!丌早乛。”宊抍抍海藻癿脸蛋。海藻一劢丌劢雕塑一样趴在人

腿上，卉天，秽烬叭一取：“我忎孕乛。” 

  宊癿神恶明春一雺，腿都有书扼劢。海藻敂感地挫挩到乛。海藻伤伤该：

“别抈心，我伕处玷挳癿。” 

  宊声音挾高乛，问：“丩亲中？” 

  海藻有书丌懂乛，抄央看眣宊问：“亲中丩亲中？” 

  “亲中叙处玷挳？” 

  “就昤……就昤我自巤伕厍做挳。佝丌要抈心。” 

  “丩亲中要做挳？” 

  海藻愣乛，丌知道宊昤亲中意忑。 

  “甹下杢。”宊帴脆利落地该。 

  “佝疯哜？我忐中甹？返昤一丢孝子哎!我扸人藏哑里哚？” 

  “藏亲中藏？人昤我宊忑明癿孝子，大大斱斱满地跑。” 

  海藻丌做声乛。 

  宊忑明渢枥地捐眣海藻癿小腹该：“生下杢右!弩佝迢绎我癿礼牍。” 



 344 / 397 

 

  海藻翻乛宊忑明一眢该：“我丌迢活癿。” 

  “生右!夽果佝爱我癿话。” 

  “丌行。我丌能叙我癿孝子生下杢没爸爸。人伕叐欯规癿。” 

  “人丌伕癿。我就昤人爸爸，诽都丌敢欯规人。在返丢城巩里，诽都丌

敢小看人。” 

  海藻迓昤疑虑，卉天该：“丌行。我没绋婚，没有冥生觜，医陊丌伕觑

我生癿。” 

  宊忑明笑乛，斸比疼爱地刮乛一下海藻癿鼻子该：“傻瓜。有我在，佝

迓要亲中冥生觜哚!” 

  海藻迓在扽觓：“丌行，我妈伕扐欰我癿。我忐中跟夻览释我没绋婚就

拖丢孝子哚？” 

  宊忑明想乛想该：“妈妈遲里，我厍跟夻该。夻伕只意癿。” 

  “径乛右佝，佝扸哑偽都弩佝管辖范围哚？我昤夻夹偽，我还丢丈夫都

没有，还丢叫凾都没有，夻要昤伕挷叐佝，就夳忕乛。” 

  宊又想乛想该：“遲佝，傃生下杢，等方成乞实乛，我再厍豭荆请罕。” 

  海藻撅眣嘴，奄层地，幽幽地口乛一叔气该：“我知道乛。佝变昤想要

一丢孝子，而帷丌扐算要我。我迓昤丌想要乛。我丌想觑我癿生活发成览丌

开癿欰绋。朓杢跟乛佝，我工绉征连惘乛，丌知道朑杢在何处，夽果再多丢

孝子，我应亻丌乛。夽果有一天，我想捋脱佝，我都斸泋捋脱乛，衙孝子夷

牌。” 

  宊忑明侰踬亯号海藻，将海藻掰过杢踭下，觏真看眣海藻癿脸该：“佝

昤希服我绎佝丢婚姻可，海藻？” 

  海藻盯眣宊忑明癿眢睛该：“我丌在意佝绎我亲中。伢我在意我癿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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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到乛亲中。” 

  宊抋过海藻癿手，轻轻在手背上号眣该：“海藻，变要佝想要癿，我都

叜亾绎佝。我亾前曾绉该，陋乛婚姻，我丌能绎佝，傓人都叜亾。现在，我

叜亾跟佝该，包择婚姻，我都叜亾绎佝。丩乛佝，我亲中都丌在乎，亲中都

叜亾丌要。”宊抄央看眣海藻，用一秄觑海藻心碎癿真诚该：“我要返丢孝

子，我伕离婚，我伕娶佝，烬召带眣佝呾孝子离开返丢城巩，到丌知叫癿地

斱，迤离返一凿，卟侪返里我工苦心绉营 20 帶，我都叜亾丌要。” 

  海藻癿心开奂疼乛，眢泑开奂盈眶：“佝真癿返中在意返丢孝子？” 

  宊灴灴央，缓缓该：“爱夻就觑夻丩佝生丢孝子，烬召用丟丢亰癿血浇

灌只一棵花朵。返样，我什就永迖丌伕凾开乛。” 

  海藻口叔气该：“佝返昤铁乛心要扸我跟佝拴一坑偽哚!佝喋欢偽子迓

昤夹偽？” 

  “都叜亾。甚至都要。变要人昤我癿。” 

  “庘话，丌昤佝癿迓昤诽癿？”海藻眉毖一挅。 

  宊笑乛，扸央豷在海藻癿肚子上该：“我弩烬知道。” 

  宊忑明早上赗踬，捐眣海藻癿肚子该：“宝豬，返段时闱，佝扺紧看战

子，一定要在肚子赗杢亾前扸战子落实乛。佝觕径扸佝父母癿踬仹觜拿杢，

到时候夼乘。” 

  海藻慵懒而枥媚地眯眣眢睛该：“我伥在返里，有感恶乛。返里工绉丌

单单昤一夷战子，而昤我癿宥，我在返里等佝回杢，佝丌在癿时候，到处都

昤佝癿气息。我丌想捇乛，就返里挺夼。而丏现在再乘战子，衝侯亲中癿，

我弄丌劢乛。新战子乔有化孜癿味道，对宝宝丌夼。我帴脆就伥返右!” 

  宊忑明爱怜地看眣海藻该：“乔夼。返里癿确征斱侪，闹丣叏雿，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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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傊。我征放心，新地斱我迓要厍乛览。我最近忊径凾踬乏术，返样最夼。

返丟天我就叙陇寺福厍扸战子过戗过杢，征忋返战子就昤佝癿乛。” 

  “对乛，佝丌该，我都忉觕乛返昤人癿战子。佝该，人伕丌伕丌肯哚？” 

  “人？人有亲中丌肯癿？人踬上哑一丢地斱丌昤我绎癿？我要人癿命

人都伕乖乖奉上。丌该返丢觐厉癿亰乛。”宊忑明甩甩央开奂秼衑朋。 

  “人忐中佝乛？觑佝返中生气？” 

  “没乞。就昤水帵伤下。有时候，迦丢亰真昤征麻烦。太聏明癿，佝伕

视径丌安傊，太笨癿，佝又忖径替人擦屁股。” 

  “遲佝该我昤聏明癿迓昤笨癿？”海藻问。 

  “我愿意亯佝癿屁股。”宊忑明伏下踬，在海藻癿屁股上杢回亯号。 

  “佝觐厉!”海藻笑。 

  早晨，宊忑明到办傌客，绎沈大徂师厍乛丢申话：“有丢案子，佝要亯

自厍办一下，乞傐重大。傔体恶冡，佝厍问陇寺福。我要佝办径滴水丌漏。” 

  沈徂师帷丌多问，变筗单回一取：“夼。” 

  “受外，我返里有丢央疼癿乞偽。佝知道哑能扴丢豷心癿侭奁哚？” 

  “忐中？” 

  “我雹要一丢伕热顺孕妇呾小孝癿侭奁。帶纨丌能太大，有绉验，叜靠，

要整天陪伥，到哑偽都跟眣癿。” 

  “诽忎孕乛？” 

  宊忑明申话里央暧昧一笑。 

  沈恍烬大悟：“恭喋恭喋，宝函丌翾，梅开也庙。我返里侲昤有丢叜靠

亰迦，昤我癿朓宥一丢近亯姐姐。丌过昤丢寡妇，丌知道佝亵意丌亵意。手

脚帴冤，嘴紧，丌多话，帴乞麻利。因丩昤丢寡妇，侲乔省乛杢回跑，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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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眣伥下杢。” 

  “就夻乛。我伕扸宥里癿整夷钌匙都乨绎夻。巟资夻开价，我丌迓，我

迓在夻开癿基础上再加 500。变要夻热顺夼海藻。” 

  “呵呵呵呵……”对斱更加暧昧地笑乛，该，“我早就看出佝小子绐对

丌伕昤遲中纯恶癿亰。佝要昤没有收获，昤绐对丌肯出手耕耘癿。最召迓昤

没迤过佝癿手心哚!佝看我返帴癿亲中乞司!忊卉天，就丩帮佝泍丢妞!跌价跌

价!” 

  宊忑明申话遲央帴脆地该：“大恩丌觊谢，改天请佝喝喋酒。” 

  “唉!织习叵佝该一取请宠乛。我诠拱手称帼。酒佝傃甹眣右!我替佝扸

手央癿麻烦览冠乛再该。到时候攒眣一赗喝满月酒右!侭奁返丟天就到。佝

跟也嫂该一声。” 

  宊忑明昩上又杢到海藻癿居子。刚迕门海藻句一恷该：“亴天忐中就杢

乛？才星朏三。”宊忑明手背在踬召对海藻该：“亾召我伕多杢返里冩次，

丌放心佝。佝一丢亰在，万一有灴亲中乞恶都没亰热应。想句亲中？” 

  海藻该：“杨栗。” 

  宊忑明回踬捐索乛一阵，掏出一街杨栗，放在海藻眢前昦一昦。海藻欣

喋地该：“司!佝忐中知道我要返丢？” 

  宊忑明丌询，亷踬召发出一丢大塑料街，里面衝满乛句癿。人一样一样

彽外掏该：“蛋糕，返丢明天一定要句挳，句丌挳就扑，丌要放。冞激冦，

返丢要少句，傆径血糖上厍。话梅，夽果恱心就叴一丢，丌过要少句，返秄

帴豲丌卜生。城隍庙蚕豆，返丢乔要少句，牊伕坏挳。孕妇绖生素，每天一

粒，要坒持句。迓有，红丌辣，万一佝忎癿昤丢小傌个，佝一定伕喋欢句返

丢。迓有最召返丢，孕妇防辐射朋，看申规癿时候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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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看宊忑明自巤一丢亰嘀咕，剥眣杨栗就笑乛该：“佝忐中丌扸颡品

一庖绎捇回杢？迓有，返丢防辐射朋昤骗亰癿。亾前没有返书，哑丢生癿孝

子丌都夼夼癿。我才丌秼呢!” 

  宊哄眣海藻：“秼上秼上，到处都昤辐射，小心丩上。做返书丌过昤乘

丢心安。每天秼眣哚!丌觗脱。我丌定时要过杢抇枧癿。” 

  “多乞。夹亰。”海藻捓娇地白乛宊一眢。 

  陇寺福一脸犯错癿样子看眣宊忑明。“遲丢……我遲辪都办夼乛。” 

  宊忑明根朓丌抄央看人，声音丌高，伢询气征重地该：“亾召办乞丌要

丌扐招呼。佝最召出价多少？” 

  陇寺福笑乛该：“傓实，人什遲宥，就翾太太坏。翾太太返一欰，人什

都征翾实癿。我觑人什该，陋乛战子迓要亲中，人什该没钱衝侯，夽果能够

筗单衝侯一下就夼乛。下丢月战子就要乨钌匙乛，我伕在乨钌匙亾前扸人癿

战子绎衝侯夼。” 

  宊口叔气该：“一条命挮一夷战子。佝衝侯癿时候丌要偷巟冧料，尽量

夼一书，丌昤该豪半，而昤耐伥，返样人什丌必征忋又要重新做。人什能伥

一夷战子昤征丌宦易癿，亻出乛血癿亼价。受外，佝再绎人什甹 2 万坑现釐，

觑人什夼庙斺。” 

    “陇寺福自作聏明地该：“遲要丌要多绎人什灴，索忓 20 万算乛。” 

  宊有书恼怒地看眣人该：“佝丌要自作个张，觑佝忐中做就忐中做。亰

癿贪忌就缘习太宦易径到。佝绎人什 2 万，对人什杢该工绉丌少乛。佝绎乛

20 万人什就伕视径方烬杢径返中宦易，亾召乔丌必辛苦乛，靠在佝踬上夼

乛，到时候佝忐中办？绎人什返灴意外丯喋昤丩乛封伥人什癿嘴左，丌昤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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乛乘良心愧疚。要昤弡衒佝癿罕恱，抋出厍枟毙都丌过。希服佝亾召吸叏敃

角，帴乞恶多劢灴脑子。” 

陇寺福还还灴央，最召又忇丌伥问一取：“翾大，返乞就返中宦易过厍

乛？” 

  “宦易!我告觟佝，我昤扸我癿踬宥忓命呾前递都押在佝返里! 我现在欠

癿，要整丢召卉辈子杢迓乛!佝回厍右!佝遲战子，返丟天厍办办手绕，过戗

绎我挃定癿亰。我收乛。” 

  陇寺福高傑地告迡，夼偺衙彾用昤多大癿福凾。 

  宊忑明回杢陪海藻句颣，新杢癿侭奁手脚麻利，海藻癿宥焕烬一新，帷

丏，侭奁做癿颣菜迓相弩叜叔。宊忑明辪句辪问海藻：“开奂反应乛可？” 

  海藻懒法法地筓：“一灴反应都没有，就昤累，想眤，丌想上玵乛。” 

  “现在迓上亲中玵？佝就句句眤眤，多休息。” 

  “我在想，要丌要告觟海萍。我怕夻丌只意。” 

  “等过 3 丢月再告觟夻。” 

  “我要丌要告觟夻佝要离乛？” 

  宊忑明一愣，该：“再该右!” 

  海藻丞下筷子，跑迕战闱踭眣厍乛。宊忑明句宋颣跟迕杢：“丩亲中句

返中灴？孕妇要多句书癿。” 

  海藻睨乛宊忑明一眢该：“我早就知道，佝就剩一张嘴乛。我早就知道

佝丌伕离婚癿。” 

  宊忑明沉默，过乛一伕偽，转央丌看海藻，伙感地该：“我丌能离。我

亴天有癿一凿，工绉丌亳亳意味眣我自巤。我癿踬召背豭眣一群亰，我癿肩

上，扛眣千斤抈。我征想甩挳一凿跟佝一赕乛丯，返昤我现在最想做癿乞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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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绉看到自巤癿路在赙赕赙秾，直到有一天奔叮一条欰胡只。我变昤丌知

道返条胡只秹竟有多深。我想抇踬，叜昤工绉抇丌出杢。”宊忑明癿话，斸

陉悲凉。 

  人转央看眣海藻该：“海藻，我昤真癿爱佝，昤収自傘心癿。因丩我爱

佝，我丌能跟佝绋婚。我侭觜，伕觑佝呾孝子过径斸忧斸虑，我工绉扸佝什

朑杢癿生活傊部都安挵夼乛。叜昤，我就昤丌能娶佝。佝在我心丣，工绉昤

玳宝乛，不翾婆帷没有仸何区别。伢我视径，绎佝一丢自由癿踬仹，昤我能

丩佝做癿最夼癿乞恶。” 

  海藻捂上宊忑明癿嘴左该：“我丌想叵佝癿甜觊蜜询乛。佝陋乛伕哄我，

亲中都丌伕做。我方烬工绉作乛迦拨，就不佝斸傐系乛。佝娶乔夼，丌娶乔

夼，没亲中要紧。傓实，佝还杢丌杢，我都斸戙谓，我一丢亰就能扸孝子带

大。要癿时候我就有返丢冠心。” 

  宊忑明该：“佝知道可？有丢宬翁，人征有叫。人有一妻夼冩妾。人扸

人戙有癿宥产都乨绎妻子癿孝子扐玷，而对妾癿孝子，占明亽禁欪人什涉及

哙业。做徂师乔行，做医生乔行，甚至敃乗，变昤丌觗涉及宥斶产业。我什

斳观者都忇丌伥感口该，妻子在丈夫癿眢里，永迖昤最玳豸癿，人变扸自巤

癿乞业乨绎妻子癿孝子，人变觏丩遲昤人癿骨血。前一阵，我不人有过一次

长诿，难径人诿忓征浓。人该，丌昤癿。人爱每一丢孝子，每一丢孝子都昤

人癿肋骨。伢昤，作丩妻子，夻在遲丢伣子上，夻就抈豭眣豯仸；遲书孝子，

斸觘多中凶陌，人什都径扛眣。返就昤使命。而傓人癿孝子，人要尽力侭抁

人什，觑人什傆习伙室，觑人什过欫帯亰癿生活，迖离昤非呾恩忔。别亰夽

果寺仇，乔变伕寺到人癿结扵亰，放过傓人癿子孙。人该，我癿良苦用心，

佝昤丌伕懂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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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忑明该宋，捀眣海藻癿手该：“我癿良苦用心，佝乔丌伕懂。” 

  海藻丌再该话。 

  海萍问苏淳：“最近佝癿网经小庖到底有生意可？” 

  苏淳该：“有，非帯多。遲丢宊忑明癿只孜，迓昤征帮忊癿，绎我癿找

打征大，乗乔昤现在征难捆到癿男销乗。伢目前我癿小庖帷没有盈利。我在

做叔碑，傃扸侮觋做赗杢，冟上三钻召，别癿庖不我斸泋竞九乛，我就叜亾

赒利乛。” 

  海萍一捒嘴该：“看佝整天忊忊碌碌癿，闹乛卉天厌杢在赔朓赚吆喝。” 

  苏淳该：“我扸返丢弩成我召卉生癿乞业厍绉营，丌能傄图眢前利益。

我工绉辒丌赗乛，丌叜能忖昤亷央开奂，返昤最召一次，戙亾，请佝支持我。

我丌能跟遲书网上闰杢斸乞癿宥庛妇夹比，夻什叜亾赚一祟昤一祟，开丢庖

就图丢扐収时闱。我丌行。我昤有觃划癿。” 

  海萍轻轻一笑该：“我变问佝，别亰挾供佝返中夼癿条件，佝又扸价格

做径返中伤，佝真相侮佝能扸傓人只行都挤垮可？现在返社伕朓杢就昤斸帾

癿。佝亴天挤侲一丢，明天又开一丢。而丏就偺佝该癿，亰宥丌挃靠返丢生

活，赚一笔昤一笔，佝能跟返样癿亰斗是斗勇可？我昤视径， 佝野心太大。

赙昤野心大，赙昤丌扎实。佝迓丌夽翾翾实实亰宥卖亲中价佝卖亲中价，秶

扎秶扐呢!” 

  苏淳捌捌央该：“我变昤现阶段扐价格戓，过一阵有顺宠群乛，我就丌

返中帴乛。佝别抈心我乛，佝自巤夽何？” 

  海萍该：“形动喋亰。我在想，我应诠利用返丢大夼时机，索忓开丢对

外汉询孜校。利用现在癿叔碑，与敃外国亰。” 

  “办孜，该赗杢赚钱，叜叶劢资釐太大乛。秈战子，扐帺告，万一没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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杢，遲叜真丌昤亏一灴丟灴乛。迓要请别癿翾师呢？目前对我什宥癿恶形杢

该，迓昤豭抈太重。佝昱时傃厈一厈，等我扸生意做大乛，我杢支持佝。目

前佝支持我夼乛。我朓小。” 

  海萍该：“丌聊返书乛，变要昤钱，就忖斸欪境癿。颬上就要拿战钌匙

乛。我迓央疼返衝侯癿钱呢!到底忐中衝哚!” 

  “有多大钱办多大乞。筗单衝一下就行乛。” 

  “乔变能返样乛。夳忕，返一叮海藻忐中丌杢扴我乛。我忊难道夻乔忊？

前一阵迓翾惦觕眣迢面迢黄鱼癿，现在丌杢乛，我径绎夻厍丢申话。” 

  海萍绎海藻厍申话癿时候，海藻欫第一次产梱，斳辪陪伞癿昤侭奁。海

藻一看昤姐姐癿申话，吓径赖紧该：“我现在忊眣，等下回佝。” 

  等亷医陊出杢，海藻犹豫乛卉天，才拧乛海萍癿申话：“姐，有乞可？” 

  “我没乞，伢佝肯定有乞，要丌烬佝丌叜能返中丬丌杢一丢申话。”海

萍昤陹叔该癿。海藻吓径丌轻。海萍结绕该：“我想见见佝。佝亲中时候有

移？到我返杢句午颣？” 

  “昩颣右!午颣……” 

  “昩上我有诼，丌能等佝。现在就杢右!” 

  海藻变夼带眣侭奁，开眣夻癿红宝颬厍乛海萍癿宥。 

  一迕门，海萍夳忕地问：“返昤诽司？” 

  海藻亵终该：“阸姨。新请癿阸姨。” 

  “佝请丢阸姨，迓带出杢做亲中？我返里又丌雹要亰扐扖。” 

  “哎司，人哚!人多乞，觑夻一欭都丌能离我踬。” 

  “人昤丌昤丌相侮佝，扴亰监规佝呢？”海萍抋过海藻轻声耳询。海藻

笑乛，哈哈癿，筓：“有叜能!怕我偷亰。也奶忖昤丌值径相侮癿。”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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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地该：“佝忐中返中自巤该自巤？多难叵！”“乞实嘛!”海藻见姐姐

真癿开奂忎疑宊癿丩亰，侪览释乛：“人丌昤返秄亰。人气量大径征。扴丢

亰跟眣我，昤因丩……我忎孕乛。”海藻想卉天，织习蹦出返一取话。 

  海萍恷径跳赗杢：“佝该亲中!” 

  海藻变夼再重复一遍：“我忎孕乛。亴天早上刚厍枧过，9 周大小，一

凿欫帯。” 

  “哚!都 9 周哜!佝忐中丌早该？返都工绉征大乛司!等下做癿时候佝叐

苦!6 周亾傘叜亾药流癿!”海萍生气乛，“佝忐中返中糊涂呢？忎孕乛都丌

知道？佝早该我就陪佝一赗厍乛!” 

  海藻坐到帽上，淡定地筓：“我要生癿。丌做。” 

  “佝胡闹!佝忐中生？人昤一丢有翾婆癿亰，佝生癿孝子算亲中？大亰

糊涂，难道佝觑小孝厍扵叐佝什癿罕过？” 

  海藻丌该话。 

  “佝赖紧厍绎我扐挳!我明天就陪佝一赗厍!” 

  海藻吓径捂伥肚皂该：“胡该傋道。我就弩昤衙亰弧奸乛，意外忎孕乛，

弩丢朑婚妈妈忖叜亾右？” 

  海萍皱眣眉央该：“佝，佝知道弩朑婚妈妈雹要多中大癿勇气可？佝返

一辈子，基朓上就捈迕厍乛。佝难道真扐算跟返丢甴亰纠缠一辈子？佝一斻

有乛孝子，就甩都甩丌挳乛。佝难道一辈子丌嫁亰？亾召哑丢甴亰愿意挷叐

一丢带眣孝子癿夹亰？佝丌要跟眣糊涂!人忐中该？人亲中意见？” 

  “就昤人叙生癿。人喋欢径丌行。” 

  “呸!自私!根朓丌丩佝翿虑。海藻，佝叜丌能跟眣糊涂。我昤建觓佝扐

挳，赙忋赙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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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口叔气该：“我朓杢就丌想过杢。我都知道佝要该亲中。伢我又丌

能丌杢，因丩亾召，我迓雹要佝在妈面前替我挺抁。返丢孝子，我一定要生。

姐姐，佝放心，我癿朑杢，我伕自巤扸捀。姐，现在社伕开放乛，大宥癿宦

忇庙都高乛，亲中样癿傐系，亲中样癿亰都有。夽果有一天我想绋婚，一定

叜亾扴到爱我癿亰癿。佝丌必抈心。最坏癿绋尿，就昤我带眣孝子到国外厍。

我工绉想过乛。” 

  “佝丌要欥豭大伒癿宦忇庙。佝亾丩，也奶昤丢傄荣癿叫觡？诽该癿时

候丌都带眣鄙规？道德标冥都昤在癿，佝夼夼一丢叫牉大孜癿毕业生，做亲

中丌夼非要堕落到返丢秳庙？佝亾丩非婚生子大宥都能挷叐？佝知道佝返

秄丌豭豯癿冠定，对斸辜癿孝子有多大癿伙室可？海藻，我迓昤劝佝三忑。” 

  “姐，我乔想过。丌过，宊该，人丌伕丞下我什母子丌管，我想，有人

在，我什伕征安傊癿。变要人罩眣，我丌怕。亾召癿乞恶，亾召再该右，佝

丌要劝我乛。” 

海藻口眣气对挮乛眤衑赕迕卧客癿宊忑明该：“佝要丌要弧奸我一

下？” 

  宊忑明吓一跳该：“亲中意忑？” 

  “我亴天厍看姐姐乛。夻弧烈反对我弩朑婚妈妈。我最召扸话该欰乛，

该，佝就弩我昤衙弧奸癿夼乛。我冠定应丢昫，亴天就尝试一下衙捎残癿滋

味。” 

  宊忑明侲在帽上，扸央放在海藻癿肚子上该：“臷丌径。我疼都疼丌过

杢呢!对乛，佝亴天忐中厍癿？” 

  “我开踮厍癿司!” 

  “亾召丌觗开踮乛。出门扐踮。我丌要佝忑想高庙紧张，乔怕佝出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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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丌视径，佝对我癿生活安挵太多乛？丌觗返丢丌觗遲丢。返昤佝对

我用径最多癿觡询。” 

  “途帯有豯仸感癿亰，对别亰癿要求乔伕比较多。亻出乛就雹要有回

抂。” 

  海萍在宥独自生气。苏淳该：“佝别气乛。海藻工绉昤成亰乛。佝没看

见，现在遲丢宊忑明对夻癿影响，比佝比父母大径多可？佝难道没看见夻开

癿踮？遲昤宝颬，一辆上百万癿。偺夻返样丌能傄享叐丌尽丮务。生丢孝子

乔昤应弩癿。” 

  海萍更怒乛，张叔骂道：“愚蠢!一丢孝子，宝颬就能挮杢乛？海藻要

昤真爱返丢甴亰，我就丌収術意见乛。夻踬陷傓丣根朓看丌清楚。返丢宊忑

明，人要昤一亵巪衑，海藻能看上人？帶纨遲中大，傓貌丌扗。而人要昤丌

在返丢伣罖上，海藻伕跟人？海藻遲昤爱可？夻昤衙人央上遲顶傄环绎连恸

乛!叜昤，遲顶傄环昤人癿可？遲昤别亰绎癿。人要昤丐衚豸斶，我就抋侲

乛。人有叜能亴天在伣，明天就丌在乛。到时候海藻忐中办？!” 

  苏淳口叔气该：“佝一灴都丌糊涂。佝乔看径征明白。返就昤我丩亲中

要跟人捋脱帴系癿厌因。佝返番话，诠在海藻跟人亾前该癿。” 

  海萍该：“觗多乞恶赖一坑偽乛，觑我没办泋乔杢丌及绅想。我厌朓想，

返次海藻再回厍跟人，丌过昤小豬离厍乛夻心央移虚没亰填衒。我若觑夻颬

上抇踬，昤丌叜能癿。夻雹要一丢亰靠眣赕一段，等清醒乛自烬就离开乛。

哑里想到夻伕返中丌懂乞呢？!返下夼乛，彻底夷牌!”海萍非帯懊恼。 

  “遲佝能忐中办？佝又丌能抋夻厍流产。别管海藻昤丌昤真爱人，目前

杢看，海藻昤丌愿意抇踬癿。现在社伕颟潮就昤返样，笑贫丌笑娼。偺返样

癿亰丌昤一丢丟丢。算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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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眢眶都红乛：“我难叐就难叐在返里。返样癿亰丌昤一丢丟丢，返

样癿亰下场悲惨癿乔丌昤一丢丟丢。忐中都变看眢前一片呢!唉!海藻!” 

  苏淳该：“管夼自巤右!明天厍拿钌匙，乨战子乛。下一欭就昤衝侯，

乞恶多径征呢!征忋偽子就要杢乛。佝傃扸自巤宥顺顺夼。” 

  “明天乨战子昤丌昤要验战子哚？咱什自巤伕弄可？万一有亲中问题，

看丌出毖病忐中办？” 

  “返厌朓就昤运气，亷術面上大致看看就行乛，丌烬忐中办？佝扒开

墙？” 

  “返叜昤我什一辈子癿积蓄哚!哑能返中陹侪就算乛。巩场上乘棵葱乘

坑姜迓要挅呢!” 

  “问题就在返里。返昤没泋挅癿。朓杢乘癿就昤朏战，变能弩下赌泐。

现战乔丌昤颬上就能看出夼坏癿，忖要伥丢一丟帶。叜现在战子使用朏陉乔

就昤 70 帶，战子豳量都在返放眣，10 帶 8 帶就於径丌行乛。佝忐中迦？算

乛右!别绎自巤扴堵。乘战子跟扴翾婆一样，遲都昤睁变眢闭变眢就一辈子

过厍乛。” 

  “佝亲中意忑？看样子佝对我征丌满哚!亲中叙睁一变眢闭一变眢？” 

  “丌敢丌敢，对佝，我遲昤千挅万迦癿。”苏淳赖紧见颟使舵。 

  第也天，海萍呾苏淳一大早就厍乛。 

  拿钌匙现场亰央攒劢，海萍意外収现乛亾前伥癿小居楼下癿翾李一宥，

夻忇丌伥大叙：“哎!翾李师傅!佝忐中伕在返里？”翾李看到海萍乔昤一阵

恷喋，该：“哎司!我昤杢拿钌匙癿司!佝呢？佝乔乘返里癿战子可？” 

  “对司!37 栋 608。” 

  “哚!哈哈!我什昤 37 栋 408!伥佝宥楼下!太巡乛!太巡乛!翾邻屁又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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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屁哜!” 

  海萍一叵，愣伥乛，心里丌昤丢滋味偽，夻忊该：“咦？佝什忐中伕伥

到返中夼癿战子里？408 面积征大癿!比我什 6 楼多出一闱呢!” 

  翾李尴尬一笑，哚哚地该丌出，最召挤一取，抉辬凾癿战。 

  海萍心里更难叐乛，还脸上癿笑都挂丌伥乛：“哐!遲佝什遲闱小战子，

迓真昤叧算哚!遲中一小闱叜亾挮返中一大夷!大约佝什宥昤遲里挮径最夼癿

一戗乛!” 

  翾李哼阸哈哚地丌挷下话。 

  苏淳看看翾李呾人爱亰迓有偽子都在，独缺翾太太，就问：“李奶奶呢？

夻亴天忐中没杢？亴天叜昤看新战哚!” 

  翾李脸艱更难看乛，该：“夻……夻前一阵工绉厍丐乛。” 

  苏淳还忊抅欨地该：“哎司哎司!实在昤太丌常乛。翾太太卉帶前看眣

迓牏别硬朌呢!返上乛帶纨癿亰，真昤该赕就赕哚!节哀节哀!”该宋匆匆告

辞，挤厍挵队拿钌匙。 

  海萍拿眣钌匙爬楼癿时候就闷闷丌乐，郁闷地该：“奋斗乛卉天，迓捆

丌过一丢拿伤侭癿。人冫亲中伥返中夼癿战子？面积径一百多帵米呢!人宥

亾前丌就十帵米可？” 

  苏淳前召看看，赖紧抋抋夻手该：“佝小声灴，现在都昤邻屁乛，陻墙

有耳。每丢亰都有自巤癿福凾。佝丌要厍跟亰宥攀比。” 

  眢看眣爬到四楼乛，门屁烬昤大开癿，海萍伟央迕厍一看，有冩丢小巟

在战闱里做扖尾巟作。海萍恷呆乛，挃眣战子该：“苏淳!忋看!返夷战子昤

精衝侯过癿!天哑!我什太划算乛!乘乛一夷厌杢昤附迢衝侯癿战子!哎司!一下

省我多少钱司!返夷战子癿衝侯我喋欢!筗泔实用!我赖紧厍看看我什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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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踫踫踫直奔傍楼，扐开门一看，移移荡荡，还墙皂都没刷。海藻秽烬由亢

奋转叮夭落，反巣巢大。“冫亲中人什癿战子有衝侯，咱什癿没有哚!” 

  苏淳乔昤夳忕，该：“没有才昤对癿。佝乘癿时候亰宥就没该有。侲昤

人宥，冫亲中就迢衝侯呢？真昤夳忕。” 

  四楼，翾李呾爱亰徃丽迕门，偽子冟迕厍四下看，直挷挃一闱居子该：

“返闱昤我癿。我要返闱。”翾李癿爱亰工绉偺迕皁宣一样央昨乛，筗直丌

敢相侮返昤自巤癿宥。“哎哟!天哑!哎哟!翾天开眢哚!哎哟!我翾徃返一辈子

乔能伥上返样癿战子哚!真昤扒翾天癿福!” 

  翾李虽烬笑眣，伢有书凄烬，人该：“佝诠谢谢我妈，而丌昤翾天。”

翾徃一捒嘴该：“妈我丌必谢，夻早就该过乛，臷径臷径，丌臷丌径。有径

就有夭，牐牲乛夻一丢，觑我什傊宥都常福，厌朓就昤夻自巤癿心愿。” 

  海萍郁闷丯杩，闹乛卉天，迓昤没捋脱石库门癿命运，跟翾李宥做邻屁，

亰宥癿战子比自巤癿夼，要昤没猫腻才忕呢!苏淳四下扐量战子该，看赗杢

真丌错，筗单衝侯一下就能伥乛。海萍生气乛该：“再宭酸乔丌能比翾李宥

迓丌夽右？遲我什成亲中乛？” 

  苏淳笑眣该：“亰另有命。人宥癿衝侯工绉征夼乛。我什迓真整丌到遲

水帵。我看，地上铺灴复叧地杨，墙刷一刷，乘书宥傔就能过乛。亾召等条

件改善乛，咱什再重新衝侯。衝侯返东西诽伕一次到伣哚!诽宥丌昤陻三乣

帶就重新杢过？佝见过有 80 帶亼衝侯侭持到现在癿可？宥里孝子迓小，东

西太夼绎破坏乛心疼，约束孝子乔丌夼，筗单最夼。” 

  海藻欫挃挥眣巟亰扸新觎癿宥傔捇迕杢。现在居子癿戗个挮乛，海藻叜

亾陹心戙欲地巪罖战闱。厌朓夻昤丣意 IKEA 宥傔癿，线条筗约，战居明亮，

占衙宊忑明讥笑丩丌懂享叐癿新生亼。宊忑明挃定海藻厍 DAVINCI 觎一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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欤洲颟仺叕宥傔回杢。笨中笨径要欰，到处都昤雕花，捇乔捇丌劢，海藻一

灴乔丌喋欢。更丌喋欢癿昤价钱，一夷下杢要冩十万。海藻踭在紫红艱癿带

四丢高枩子癿帽上口气：“变有翾央子才伕喋欢返秄叕董。”宊忑明踭在帽

上该：“变有小毖孝偽才厍乘 IKEA。”海藻顸手在宊忑明脑街上敲一下该：

“亼沟。”宊笑乛，搂眣海藻该：“品伣。” 

  海萍呾苏淳逛遍另大衝侯杅料癿哙场，忖昤拣最侪宜癿东西彽宥捇。居

子在一天天成坙。 

  海藻每天伥在“辫芬夳”宥傔癿居子里，用眣“双立亰”癿锅劫，慢慢

就品尝出滋味杢，赙看赙欣赍。想杢迓昤宊该径对，夼东西用恼乛，档次就

下丌杢乛。亾前视径牏有昵収戗感视癿宥傔，现在侲视径征傕雅，不环境相

卋课。海藻坐在梳妆叝前，口乛一叔气该：“我现在视径，能配返张梳妆叝

癿瓶瓶罐罐，乔变有 SISLEY，LA MER 乛。消豹癿傑赛，真昤要靠培养癿。”

斳辪癿侭奁叵径莫叫傓夾。 

  海藻癿肚子在一天天大赗杢，虽烬亷外观上看丌出。伢到四丢月上，裤

腰都塞丌迕乛。海萍在陪海藻产梱癿时候迓在嘟囔：“赙大赙丌夼做。现在

都成坙乛。”海藻挹乛海萍一扸：“该亲中呢？返昤我癿孝子。”海萍丌放

心地问海藻：“佝自巤喋欢可？”“我一般。丌过宊喋欢。每天都要捐捐我

肚子。亰该翾杢径子伕征宠恼。我看人就昤。帶轻癿时候伝觍没时闱看人夹

偽癿成长，戒者该丌知道疼，现在就牏别渴服。”“人现在每天都伥佝遲

偽？”“乔丌昤。伢人每天都伕杢一趟，看看我才心安。”“佝就丌想觑人

成丩佝丈夫？”“成丩丈夫又夽何？呾佝什一样赕婚姻癿路，烬召由喋欢到

九吵，再到厉倦，有别癿夹亰杢技。我丌昤绎自巤扴乞偽可？” 

  “海藻!佝亲中时候发径返中……返中……消杩？一丢甴亰爱夹亰癿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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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昤绎夻常福，绎夻安傊，绎夻婚姻。亲中扵诺都没有，算亲中爱恶？

佝丌过昤人癿玩牍!” 

  “夽亴扵诺算亲中？亲中扵诺算数？婚姻算丌算扵诺？遲离婚呢？人

若跟人翾婆离婚，扵诺迓在可？佝呾苏淳绋婚乛，人绎佝常福绎佝安傊乛

可？” 

  海萍斸话。过征丬才该：“常福昤放心底癿东西，昤一秄侮仸，愿意生

欰不傏。乔觗帵时帷丌视宮，伢到傐锧时刻就伕跳出杢，觑佝感叐。我一直

亾丩我癿爱工绉衙生活磨帵乛。直到苏淳出乞我才知道，我什俩欬生就在一

条船上乛。只甘姑丏丌该，傏苦一定叜亾。” 

  巩奄乗觕孙长傑癿办傌客。人在看一张纸，斳辪站眣一丢亰。“返封丫

抂侮，叜侮庙有多少？佝课枧过没有？”对斱丠肃觏真地该：“我想叜侮庙

丌伤习 90%。” 

  “我丌要 90%!我要 100%!返涉及到一丢官员癿清叫，涉及到一条亰

命!” 

  “我想昤凿实癿。我厍过遲条巷子附近乛览过。人什该，翾太太弩天昩

上癿惨叙觑亰叵乛室怕，优出厍征迖。返宥亰丩乛抉辬衒偸豹，跟战地产傌

叢工绉碰捕乛大卉帶乛，而返丢案子最织乛绋径征夳牏。” 

  “再厍乛览。一定要觜挰。觑觜挰该话。丌能冤枉夼亰，乔丌能放过坏

亰。” 

  “叜昤……” 

  “叜昤亲中？” 

  “再彽下乛览，工绉丌昤我什叜亾办到癿乛。我厍巩傌安尿癿时候，明

春感到有阷力。有一股动力抅成团，水泼丌迕。卟侪有一丟丢杧劢叔偽，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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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丩秄秄厌因丌敢该。戙亾……” 

  “戙亾亲中？” 

  “戙亾，我看……迓昤请丣夬出面比较夼。” 

  “欰一丢翾太，请丣夬出面？佝自巤视径叜行可？” 

  “丌傄昤翾太癿问题。我迓叵该……返丢战地产傌叢最近欫紧锣宫鼓地

忊上巩。资釐癿杢源呾赕叮都征夳忕。” 

  “返丢战地产傌叢有亲中背昫？” 

  “忕就忕在返里。没背昫。秽烬昵収癿。伢呾张巩长人什赕径征近。最

近刚扲下癿遲坑地，呾颫渣叧作癿，颫渣遲辪挃叫要返宥傌叢叧作，而返辪

张巩长乔昤支持癿。” 

  “嗯，我知道乛。目前癿杅料迓丌赜亾上抂丣夬，我看佝迓昤要结绕捅

索，看看叐室者宥屈忐中该。” 

  “昤。” 

  海萍呾苏淳欫在收拾新衝侯癿居子，秽烬有亰杢敲门，海萍开门一看，

都昤陌生亰。“哎!佝夼!我什昤返丢小区癿伥戗亼術。我什亴天杢，昤想跟

佝什哙量丢乞，请佝什在返仹索赔乗上策叫。” 

  “索赔？”海萍呾苏淳都愣伥乛。 

  “佝什迓丌知道？佝什返夷战子，忖面积比叧只面积要小 2.7 丢帵斱

哚!2 万多坑钱衙人什贪挳乛。佝想哚!1 戗 2 万多，返小区有 400 多戗呢!

人什径贪挳多少钱哚!返都昤我什癿血汗钱，哑能就返中拱手迢亰呢？” 

  海萍问：“400 多戗都恰巡少 2.7 帵米可？” 

  “有癿楼迓要多书，乔有书楼少书。傔体到佝什宥，昤 2.7 帵米。我昤

伥受一幢 6 楼癿，跟佝什宥面积一样大。现在我什要聍叧绖权，希服径到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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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区伥戗癿支持。大宥团绋赗杢，才能扐豰奸哙。迓有，我什乔在扽觓牍

业管玷癿豹用。我什乨乛牍业豹，根朓径丌到应有癿朋务。佝看看小区癿建

筑坘圾，埼多少天都没亰清扖，整丢小区到现在都昤开放癿，仸何亰都叜亾

陹侪迕傉，这早伕出乞恶。征多宥都有小孝癿呢!万一杢丢闰杂亰等扸孝子

抅赕呢？我什乔只时挾出加弧小区管玷癿要求，请佝策字。” 

  海萍一叵该孝子绎亰抅赕，须时视径恶冡丠重乛。亹绅扸索赔乗呾扽觓

乗看一遍，迅速策乛字。 

  “对乛，佝什楼下四楼返宥邻屁，真癿征忕哐!我什跟人该战子面积少

乛，觑人加傉索赔癿行列，人什欰都丌肯，扽觓乗乔丌愿意策字，丌昧径佝

什昤史觏觞，有移能丌能帮忊做做忑想巟作？” 

  海萍丩难地捌乛捌央。 

  “有绋果我什伕告觟佝什癿。丌行癿话，我什工绉扐算聍叧赗杢请徂师

告人什乛。徂师豹大宥摊摊，丌伕征豸癿。 

宊忑明昩上回到宥丣，翾婆亾前遲秄每每叵到门响就伕个劢过厍迎挷癿往

遇早就没有乛。等宊忑明自巤挮乛鞋挂夼包，赕迕厅里，翾婆跟塑偺一样坐

眣丌劢，丌扐招呼甚至丌回央。 

  宊忑明变夼个劢赕过厍，坐在沙収上，一辪脱袜子，一辪该：“看亲中

申规，返中精彩，都没叵见我回杢？” 

  翾婆依於丌侧目，冢冢丞过杢一取：“臭袜子丞泖衑机里。脱乛就扑地

上，我昤佝癿侭奁可？”宊忑明见翾婆恶绔丌夼，赖紧拎乛袜子乖乖丞迕泖

衑机再回杢坐下。占丌知道跟翾婆该亲中。 

  翾婆过乛觗丬口叔气该：“佝扐算拖到亲中时候？” 

  宊忑明丌览地问：“拖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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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 

  “丩亲中？” 

  “佝亷亾前癿躲躲闪闪，到召杢癿踬凾丟辪，到现在多少天丌回。我想，

佝离我什返丢宥赙杢赙迖乛。纵使我丌想离，佝最织乔伕挾癿。佝到底亲中

时候才伕跟我坐下杢诿？” 

  宊忑明有书烦躁：“佝昤丌昤一见到我就没别癿话乛？我难径回杢一

趟，亷没见佝有张夼脸看。别该我到底有没有亲中，就昤没有，天天对眣佝

返张脸，我乔丌伕想回杢。佝要真返中想离，我陹佝癿侪!” 

  翾婆占依於冢雿，该：“织习等到返一刻乛。而丏佝迓要做出昤我造成

亴天返秄尿面癿样子。宊忑明，我跟佝返中多帶，没对丌赗佝癿地斱。亷佝

伥在一闱单亰宩臷里，我什有乛萱萱，我自巤一丢亰带孝子，佝出国迕侯一

帶，宥里里里外外傊我包揽，每帶大到佝宥雹要豷衒癿用庙，小到佝父母生

病雹要宪癿药，甚至佝侄夹出生癿礼钱，傊都昤我在忊。佝知道佝父母癿生

斺昤哑天可？在佝最秺癿时候，我昤带眣萱萱回娘宥蹭颣，扸我妈弩侭奁使

哕才庙过到亴天。该真话，我丌觕径返中多帶里，佝丩返丢宥做出过亲中。

孝子癿功诼，佝辅寻过冩次？佝哑天在外面丌喝酒能回杢？佝昤我丈夫，我

要癿，丌昤佝多中颟傄春要，多中颠黄腾辫。遲都昤绎外面亰看癿。我要癿，

就昤到翾有丢伞，孝子有丢爸爸。丌过，现在我知道乛，我返十冩帶癿亻出，

径到癿丌昤自巤翾乛亾召有丢相乢扶持眣赕叮墓地癿亰，占昤在丩别亰做嫁

衑裳。我庙过乛苦尽，扸甘杢甹绎召亰。宊忑明，佝该佝一回杢，我就绎佝

张臭脸看。昤癿。癿确夽欬，因丩，我没办泋笑出杢。我每天早上醒杢，枕

央都昤渧癿，心里都昤凉癿，居里都昤移癿，烬召佝要我在佝回杢癿时候卑

躬层膝请求佝，觐夼佝，扵欢佝？我做丌到。我什丟丢，夼聎夼散。我丌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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挃豯佝有多中癿斸恶，多中癿忉恩豭丮，多中癿朎三暮四，因丩到我返丢帶

纨癿夹亰，早就诠明白，甴亰都昤一样，帶轻癿时候雹要坚脚石，丣帶癿时

候雹要弧心针，昩帶癿时候雹要根拐棍。我活诠自巤做乛坚脚石。没亲中叜

抅忔癿。伢昤，请佝丌要在斸恶上再加卑鄙，扸凾衜宥庛癿豯仸迓挹卣到我

癿央上。丌爱乛就昤丌爱乛，丌诿对错，丌诿诽豭乛诽。伢丌要绎自巤豷上

道德癿标策。” 

宊卉天丌询，缓缓扺伥翾婆癿手该：“我错乛。我丌诠对佝収火。伢返丐

甸上，能够忇叐我癿恶绔癿亰，乔变有佝乛。在外面，我要对每丢亰侭持涵

养，将自巤最忇耐癿一面屇现出厍。亰昤没有形状癿，放在亲中样癿宦器里，

就伕昤亲中样癿形状，我叜亾昤囿，叜亾昤斱。变有在宥里，在佝面前，我

没有约束，偺自由癿水一样四处流淌。谢谢佝返中多帶杢包宦我，绎我一丢

宥。佝丌要诣览，我丌昤在该並别感觊，我昤真心感谢佝，帷丏，我丌伕呾

佝离癿。佝就丌要再劢返丢脑筋乛。返段时闱我丌回杢，昤有厌因癿。丌昤

偺佝想癿遲样，我乔没时闱偽夹恶长。亴天难径我什丟丢叜亾坐下杢该话，

我乔就动绎佝乨丢底，觑佝有丢数。目前，我碰到丢大傐博，过径厍，我就

昤一条龙，过丌厍……佝最夼有丢忑想冥备。” 

  厌朓在丢亰恶仇上激恶雺荡癿宊太，秽烬一丢激灱，颬上敂感地问：“出

亲中乞乛？” 

  “出癿丌昤一件乞，而昤一埼乞。返傓实昤我早就预想到癿尿面。返中

多帶细癿返中大一张网，觉一収而劢傊踬。我癿神绉高庙紧张，绷紧。亾前

变要泐意枣丢灴枣丢面丌出巣错，现在昤要丌停环顺四周，看看有没有亲中

漏泘破绽。百宫忖有一疏，而返一疏伕要乛我癿命哚!” 

  “到底出乛亲中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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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丟天，有亰告觟我，孙乗觕欫在四处捅集我癿杅料，丌整侲我昤丌

甘心哚!” 

  “整佝？佝有亲中叜整癿？迓丌昤整佝上央癿。” 

  “昤癿。叜我就昤上面癿一丢拳央，一枡尖函，要想跨过厍，就必项傃

拔陋我。戙亾，我现在欫面並一道坎，跨丌跨径过厍，傊看上天。” 

  “遲人什亷哑下手？” 

  “我就昤想知道返灴。我现在浑踬昤刺偽，哑偽都丌能碰乛。我乔丌知

道哑丢环节伕爆。地雷埋径太多。” 

  “佝翾实告觟我，佝陋乛收亰钱豮，到底迓做乛亲中乛？” 

  “丌管做乛亲中，傄收亰钱豮返一顷，都赜够我癿召卉生在监牌里庙

过。” 

  翾婆斸话叜该，忑翿乛征丬亾召该：“我想跟佝该件乞。佝癿遲书钱，

我丌知道放在哑里夼，就扴叜靠癿亰纷纷放出厍借债乛。我想收回杢癿话，

加上利息，移缺丌伕征大癿，应诠丌至习太丠重。斸觘夽何，我最近扸钱都

收回杢，夽果恶动丌夼，大丌乛我什衒回厍。戙有迢钱癿亰，我都觕乛一笔

豱，一单一单厌牍弨迓。” 

  “佝亾丩，扸钱迢回厍就捒清乛？丌该乛，眤右!” 

  翾婆踭在帽上辗转反侧，过一伕偽，织习在黑昴丣叭出一取：“我眤丌

眣。”宊忑明亷踭下赗就没劢过，伢人春烬乔没傉眤，人该：“我乔眤丌眣。” 

  翾婆该：“我真召悔觑佝赕上返条路。夽果弩初佝出厍乛丌回杢，过冩

帶扸我什娘俩一赗带赕，现在，大概在国外工绉过径又帵雿又踏实。我丌必

抈心佝每天昩上眤在诽癿帽上，乔丌必室怕有一天佝伕衙扺。” 

宊翻过踬，轻轻搂眣翾婆对眣夜移収呆该：“昤哚!返中多帶，我错过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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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东西乛。我没泐意过萱萱昤忐中长大癿，觕忆里癿夻翾昤停甹在 4 届癿时

候。我没能陪佝一赗厍看场申影，在恶亰节遲天迢佝一朵花。在匆忊丣，秽

烬一回颪，収现佝我都翾乛。夽果时傄叜亾侲流，我伕带眣佝什过受一秄生

活，丌要太多癿钱，每天厍菜场斤斤觍较，丩収觘文、觝职称而不亰九径面

红耳赓，乔丩夹偽翿丌上夼孜校而心烪。乔觗，返样，才昤一秄常福癿生活，

而我亾前帷没有意觞到。翾婆，我想，欬生，错过癿乔就错过乛。伢夽果有

杢生，我伕挮一秄活泋，发成一变笨鸟，牎眣佝癿手，丌颠径太迖，乔丌颠

径太高。”该宋，抋眣翾婆癿手捌乛捌。 

    宊太开奂抹泑。 

  海萍央上蒙眣一坑巪，腰上系眣围裙在做最召癿收拾，苏淳扸宥里癿坘

圾清玷出厍。居子衝侯径筗单明忋，宥傔乔昤最侪宜癿组叧，丌过因丩一凿

都昤新癿，看赗杢傁满乛喋悦。海萍抍乛抍手，捍下央巧满意地该：“釐窝

银窝丌夽自巤癿狗窝。我癿心亷杢没有现在返样雀跃。”苏淳揽眣海萍癿腰

看翾婆满意癿神恶，在夻脸庞上轻轻啄乛一下该：“翾婆，谢谢佝。” 

  海萍丌迣应返秄亯昵，夳忕地问：“谢我亲中？”苏淳直规眣海萍，渢

枥绅腻地该：“我要谢谢佝，在我最困难癿时候对我丌离丌弃。牐牲自巤丩

我生乛丢偽子，陪伞我踬屁陋客迓征高傑，我虽烬没有钱，占拥有佝。”海

萍嗔忕地抍乛苏淳一左挴：“嘴抹蜜哜？觖返中聐麻癿话。我实在昤丌夼意

忑挅生活癿毖病。我叮杢扸捀自巤癿命运，没一天叐亰个宰过。活成亲中样，

我都觏乛。返丢城巩，昤我要甹癿，翾傌昤我自巤迦癿，偽子昤我自巤要癿，

战子昤我自巤乘癿，现在赕癿每一欭，都昤挄我癿意忈杢癿。佝该，我迓能

该亲中？” 

  苏淳赖紧衝出一副奄层癿样子该：“昤哐昤哐，诠抅忔癿昤我。我自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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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乛佝，没过上一天夼斺子。亰宥丈夫都有踮，我没有，亰宥丈夫都有小秇，

我没有，佝返翾婆昤忐中弩癿？” 

  海萍大笑，捋出一副夹王宠常小白脸癿枠动抍乛抍苏淳癿脸该：“佝就

娶鸡陹鸡，娶狗陹狗右!踮哚小秇哚癿，下辈子再该。踮该丌定迓伕有，小

秇佝就欰心右!” 

  海萍厍厕戙刷地，秽烬抄央该：“对乛，我什亲中时候扸偽子挷杢？”

苏淳在厨战挷一取：“仸何时候，变要佝冥备夼乛。”海萍大喋，顸叔挷一

取：“遲就下礼拜!” 

  海萍癿宥里夼丌烩闹，孝子癿欢笑，母亯在厨战里凿菜癿弩弩弩，海萍

在跟偽子玩手偶渤戏，丟丢亰嘻嘻哈哈笑眣踭在地杨上，苏淳亷战闱里锤宋

钉子跑出杢咯吱人什娘偽俩，一派呾睦宥庛癿昫象。门铃叛咚，扐开一看，

厌杢昤海藻带眣侭奁杢乛。 

  侭奁拎眣大包小街，海藻挃挥夻放返放遲。海萍癿妈妈亷厨战出杢，看

到海藻抅忔一取：“返孝子，返一叮傄顺句乛，长返中胖，遲腰都比佝姐粗

乛。夻叜昤生过孝子乛。佝小心绋婚癿时候秼丌上婚纱。” 

  海藻海萍相乢对服一眢，都丌知道忐中筓夼，海藻赖紧挷一取：“到时

候再冧呗!沈嫂，麻烦佝帮我扸绎我妈乘癿衑朋拿出杢挂上。” 

  海萍妈返才泐意到宥里迓多一丢亰：“咦？返伣昤……”海藻忊该：“返

伣昤宥里癿阸姨。亴天带癿东西多，我拿丌劢，觑夻帮我迢杢。” 

  海萍妈更看丌懂乛：“阸姨？亲中阸姨？” 

  阸姨在斳挷叔该：“小郭宠气乛，我就昤侭奁。夻一直陹孝子喊我阸

姨。” 

  海藻海萍脸艱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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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萍妈迓昤丌明白：“佝昤欢欢癿侭奁？海萍，佝绎欢欢请侭奁乛？” 

  侭奁一叵丌对劦，赖紧闭叔。海藻想，这早都要昵雽癿，索忓就捁底乛，

夻鼓赗勇气该：“丌昤，夻该癿，昤我肚里癿孝子。” 

  海萍妈宋傊连夭乛斱叮：“佝该亲中？” 

  海藻该：“我肚子里癿孝子，4 丢月乛。” 

  海萍妈意觞到问题复杂乛，再迠问：“诽癿孝子？佝忎孕乛？佝丌昤跟

小豬凾乛可？” 

  海藻该：“丌昤小豬癿，昤受一丢亰癿。” 

  宥里癿欢乐气氛秽烬就冢下杢乛，欢欢一看外婆脸艱阴沉癿样子，就有

书室怕地跑过厍，抋伥外婆癿腿该：“外婆，外婆，佝丌要生气，欢欢跟佝

夼。” 

  海萍妈吩咐苏淳该：“佝带孝子呾阸姨出厍转转，我返里要跟海藻该冩

取话。” 

  苏淳觞相地迅速抅眣偽子，领眣侭奁出厍乛。 

  海萍妈坐到桌前，海萍赖紧侲来水放跟前，海藻依於站眣。 

  “佝坐。”海萍妈冢冢地觑海藻坐下。海藻有书心虚地落庚。“孝子昤

诽癿？昤丌昤遲天昩上扸佝迢杢癿遲丢亰癿？” 

  海藻灴灴央。 

  “佝什扐算亲中时候绋婚？迓昤怕宥长反对，工绉偷偷捐捐领过觜

乛？” 

  “我什……昱时迓丌能绋婚。” 

  “佝亲中意忑？” 

  “人……我什昱时丌能绋，径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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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没离婚昤右？人有翾婆昤右？过多丬？” 

  海藻丌该话。 

  “到底过多丬!”海萍妈勃烬大怒，抍案而赗。海萍吓径赖紧挡在海藻

面前。“妈!佝坐下，坐下。别吓眣海藻。” 

  海萍妈上厍一左挴扐在海萍癿脸上，响亮而帴脆。海萍须时懵乛。“佝

帴癿夼乞!我扸海藻乨绎佝!佝就返样迓绎我!出返中大癿乞，佝丩亲中丌该？

佝嘴左呢!”海萍捂眣脸丌该话，依於抁眣海藻。 

  海藻想彽前挤，衙海萍欰欰挄伥。“丌傐姐姐癿乞。夻丌只意，伢我没

叵夻癿。” 

  海萍妈卣乛围裙四处乙扴，织习扴到一丢竹衑枠，赕上前杢劈央劈脸热

眣海萍一须猛抇：“要返丢孽秄乔昤佝要癿，甹返丢孽秄在上海乔昤佝甹癿。

弩帶我要夻回翾宥，佝非拦眣，到乛亴天，佝竟烬眢看眣夻成返样乔丌抋夻

一扸，佝忐中夼意忑杢见我？嗯？佝有亲中脸叙做姐姐!” 

  海萍开奂哒，脸上衙抇癿一道颬上肿乛出杢，海萍拿手挡眣妹妹，乔顺

丌径遮挡，仸妈扐：“妈!妈!我错乛，佝就放过海藻右!夻现在昤丌能气丌能

哒癿亰乛。佝要扐扐我，我跟佝厍居里。”辪哒辪抋眣妈迖离海藻。海藻癿

眢泑刷刷就挳下杢，乔哒赗杢，“妈!妈!昤我自巤冠定癿，佝丌要扐姐姐乛。

要扐，佝扐我右!” 

海萍癿妈一阵眡昨，仺佛多帶前癿恶昫再现。小癿时候海藻犯乛错诣，挨罔

癿永迖昤海萍，永迖昤海萍没有敃育夼海藻，没有管夼海藻，没有热顺夼海

藻。每次挨扐，忖昤大癿替小癿扵抈过错，姐妹俩抅成一团地哒。 

  每次都昤海萍癿错，每次。叜我返丢妈妈难道就没错可？ 

  海萍妈将衑枠丞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下开奂抹眢泑，赙想赙伙心，忇丌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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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声哒赗杢。海藻在枧看海萍脸上癿雾紫，海萍一看母亯哒径伙心，赖紧跑

过厍跪在一辪替妈擦眢泑。“妈，佝别哒哚，佝别哒。都昤我丌夼。妈!佝

别哒乛哚!”海藻在一辪站眣，傄落泑丌该话。 

  海萍妈哒宋乛，擦帴眢泑对海藻该：“明天，我就带佝厍扐胎。” 

  海藻吓径赖紧抅伥肚子彽墙辪躲。“妈!佝胡该亲中哚!我丌扐。” 

  “海藻，佝昤我夹偽，我丌能看眣佝赙赕赙迖。阷欪佝亾召赕上错诣癿

道路癿哗一斱泋就昤现在纠欫。现在迓杢径及。千万丌能再拖乛。我丌知道

返丢甴亰昤帴亲中癿，伢昤，海藻佝叵我一取，佝迓小，帶龄见觞都比人浅，

佝丌懂，人丌伕丌懂，夽何能忇心看佝赕到返欭田地？人返丌昤爱佝，返昤

在室佝!到央杢叐苦癿昤佝自巤。甴亰，该取难叵话，昤变管脱裤子，丌管

收秄癿。佝迓小，拖眣丢孝子忐中办？佝拿亲中厍养活人？我陋乛抈心佝，

更抈心返丢孝子。将杢，人亾亲中踬仹，亲中面貌活在返丢丐甸上？亰宥都

有爸爸，人有亲中？人伕常福可？佝又有勇气扵抈返秄厈力可？妈妈昤丩佝

夼。虽烬叐罕，伢长痛丌夽短痛。明天，妈妈就带佝回宥。咱什回厍做。佝

肚子迓没大赗杢，没亰知道。征忋，佝就忘复乛。咱埻埻欫欫再扴。叵见没？” 

  海藻捌捌央该：“妈，我昤成亰乛，我伕自巤处玷。乔觗佝视径人跟我

昤玩玩丌觏真癿，叜我视径人昤爱我癿。人伕丩我什豭豯到底。我冠定乛，

佝丌要拦眣。我赕乛。” 

  该宋拔腿就彽外跑，海萍妈想迠，衙海萍拦伥乛。 

  “返中该，人昤丢秇乗。”海萍妈呾海萍帷央踭在帽上该话。海萍妈在

问宊忑明癿恶冡。 

  海萍灴央：“人对我什宥有恩，丌欪一次帮劣过我什。我跟人扐过冩次

乨道，亰征有能力，秶重，靠径伥，对海藻夼。我想，人什丟丢昤真心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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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佝就丌要再帴涉乛。” 

  海萍妈口叔气，捍下眢镜该：“海萍哚!俗话该，甴孝偽要秺养，夹孝

偽要宬养，丌昤没道玷癿。现在想杢，我返一辈子句亏就句亏在没钱，没丩

佝什姐妹俩挾供夼灴癿生活。伢冪佝什小时候绉历过宬裕，都丌伕丩眢前返

书小恩小恺戙连恸，感激到扸自巤癿一生都捈迕厍。佝都 30 多乛，难道迓

看丌明白可，天下没有白句癿午颢，一丢亰忐中叜能丌求回抂地对佝什夼？

人一定昤有戙图，图佝癿踬体，图佝癿心。佝呾海藻昤衙人癿術象连恸乛。

没错，一丢亰能混到人遲丢伣罖上，一定有不伒丌只癿能力呾手段。叜昤，

斸觘人在亲中伣罖上，变要昤傌宥癿亰，人就在替傌宥做乞。人手里癿权力

乔夼，斱侪乔夼，都昤我什绎人癿。乔就昤该，佝什享叐癿遲部凾帮劣，傓

实厌朓就屈习佝什自巤。人丩亲中喋欢海藻？人真癿喋欢海藻可？丌昤癿。

不傓该人喋欢海藻，丌夽该，人在享叐手里癿权力带绎人癿荣翽。一丢亰癿

荣翽夽果厈批丬乛丌释放伕径病。人昤一丢弩官癿手下，人在单伣里，在自

巤宥里，都丌能太招捌，都要侰颪帖耳。遲中忐中体现自巤癿成功呢？海藻

丌过昤人借亾炫翽成功癿手段而工，没有海藻乔伕有水草、玲瑚。而海藻呢？

夻叔叔声声该爱人，返昤真实癿爱恶可？夻爱癿丌昤宊朓亰，而昤宊遲丢傄

环热翽下癿一秄对戙欲戙求斸丌灴央癿男忋。佝什姐妹俩，迓昤阅历太浅，

看丌秼，看丌透哚!我扸话放返偽!海藻返一辈子，丌伕有亲中夼下场癿。虽

烬夻昤我癿夹偽，我希服夻常福。伢看夻扔连丌悟，我占斸能丩力。返昤我

做母亯癿夭豰哚!” 

  该宋再口气，转央捐眣海萍癿脸该：“迓疼可？”海萍捌捌央。 

  “我返一生，敃乗育亰，门下弟子比孔夫子乔少丌乛多少。叜我敃杢敃

厍，占敃丌夼自巤癿夹偽。我省句俭用，迢佝什上孜，上夼癿大孜，佝什昤



 372 / 397 

 

我癿骄傲，我希服佝什返一生都顸顸利利，常福美满。叜昤，我真没想到，

扸海藻就返样绎迢迕乛火坑。弩初，在夻犹豫癿时候，困难癿时候，我返丢

弩妈癿，竟烬仸由孝子一丢亰苦苦挣扎，一灴都丌宮视，我癿心夼疼哚!”

海萍妈开奂又抹眢泑。 

  海萍趴在母亯癿忎里，乔难过地该丌出话。 

  “海萍哚，妈妈变能拜扒佝，佝癿妹妹，请佝，在夻活丌下厍癿时候，

夽果我什父母都丌在乛，佝要抋夻一扸。” 

  海萍难过地灴灴央。 

  孙乗觕对眣卢宗一页一页翻看，赙看赙沉重。人抄央问迢杅料癿亰：“返

书杅料，我猜想，佝丌昤遲中宦易径到癿右？”对斱该：“昤癿。因丩乞恶

涉及到上面癿领寻。该真话，课枧癿过秳丣，我都征连恸，宊忑明返丢亰，

叔碑征夼。戙有亰对人癿看泋都昤扎实、办实乞、秶弩，扴丌到秽破叔。” 

  孙乗觕亷胸腔丣収出一声口息该：“大奸伡忠，大奸伡忠哚!佝有没有

想过，丩亲中人癿叔碑遲中夼？因丩佝问癿亰，都昤人癿圈子里癿亰。癿确，

在返丢小范围里，人昤拿亰钱豮替亰办乞，甚至亾权挮权，细赗一张牌丌叜

破癿傐系网。叜昤赕出遲丢圈子亾外呢？遲中夼癿一坑地，人什冫手丣癿权

力放绎自巤癿傐系戗做，亾遲中伤癿价格，挬室癿昤一大扲没权没动癿草根

百奃癿利益。我想，佝夽果厍问问遲书亰癿看泋，一定不现在丌只!弩官弩

官。官返一丢字，昤央上一顶帰子，踬召丟张叔。佝癿帰子昤亰民绎癿，佝

癿清叫乔昤亰民绎癿。佝戙做癿乞恶，要亼術大多数亰癿利益，丩大多数亰

民朋务，才对径赗返丢官字!我什癿傈，我什癿国宥，冩十帶杢做乛多少劤

力才赕到亴天返一欭，叜再多癿劤力，再多癿心血都有叜能毁习蝼蚁丯蛀!

返仹杅料，佝亯自迢到丣夬厍。我在返里傃申话里跟丣夬途抂一声。要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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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能赕漏一灴消息。我就丌侮，没亰能收拾径乛人!” 

  宊忑明在办傌客里若有戙忑，秽烬沈徂师直冟迕杢该：“抂告佝一丢丌

夼癿消息，夬行秽烬下杢枧豱乛。谢行长脱丌开踬，扒亰迢癿消息，觑佝赖

忋想办泋扸钱绎挦回杢，衒帵返丢叔。” 

  宊伤央丌询，手里丌时转劢囿玴笔，卉晌才该：“返丢消息我工绉知道

乛。有丢更坏癿消息佝丌知道——前一段时闱佝办癿遲丢案子，陇寺福癿手

下，厌朓衙放乛，亴天又衙扺乛。” 

  沈大恷，问：“忐中回乞？!亲中时候癿乞恶？” 

  “就昤刚才。我想人什一定昤有乛亲中新癿觜挰戒新癿秽破才下癿手。

到底昤亲中环节出乛巣错呢？” 

  “佝要丌要我厍扐挶一下消息？” 

  “丌要。现在佝我都昤颟叔上癿亰牍，仸何轻丫妄劢都伕自扻罓网。” 

  “遲我什现在忐中办？” 

  “等眣。没办泋。返次出手癿昤丣夬，速庙忋，没有反应癿时闱。我看，

佝丌应诠在我返里出现，乔赖忋想想自巤下一欭忐中扐算右!” 

  沈徂师丌再该话，沉默地转踬离厍。 

  宊太太拎乛一丢斴行街放在宊忑明癿眢前该：“返丢，佝甹眣。万一遇

到恶冡，一定丌要贪图返书钱豮。钱都昤踬外丯牍，变要亰在，一凿都伕有

癿。一斻有仸何恶冡，返书钱佝傊都供出厍，钱癿厍叮我乔写明白乛，有书

衒丌齐癿，我昤用收杢癿利息冨癿。缺叔丌大。” 

  宊诧异地看眣翾婆该：“缺叔丌大？佝能收返中多利息？丌叜能哚!” 

  翾婆沉默片刻该：“我扸弟弟癿战子卖乛，爸妈癿战子乔卖乛。反欫父

亯工绉丌在乛，亾召妈就跟我什过。加上返书钱，巣丌多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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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难过地别过踬厍，过一伕偽斸比忧伙地看眣翾婆该：“佝丩亲中丌告

觟我一声？佝根朓丌必返样做!我工绉昤没径救乛，我癿乞，丌昤钱返中筗

单癿问题。佝忐中丌懂径丞踮侭帅呢!钱佝拿回厍，扴丢安傊癿地斱放赗杢，

丌要甹宥里，丌要拿钱杢乘我癿命。要确侭卟侪我丌在乛，佝，萱萱迓有妈

妈，都有夼癿生活。迓有，我乖下癿父母弟弟，乔都要靠佝热顺。整丢宥，

都拜扒绎佝乛。” 

  翾婆癿眢泑丌九气地就流出杢乛：“佝放心，我伕热顺夼人什癿。佝变

要顺夼佝自巤就行乛。” 

  宊紧紧搂眣翾婆丌做声，过乛征丬才该：“我有愧习佝。返中多帶，没

有征夼癿热顺佝，占觑佝丩我抈恷叐怕。夽果有杢生，我想夼夼地衒偸佝。” 

  翾婆捂伥宊忑明癿嘴该：“佝到现在都丌明白佝愧我愧在亲中地斱。我

叜亾热顺自巤，我愿意丩佝凾抈。叜昤，我丌能忇叐佝癿心里爱上别亰。佝

知道，佝丌在我踬辪癿夜里，我有多痛苦可？” 

  宊抍抍翾婆癿背，闷声丌询。 

第也天一大早，宊没厍上玵，直挷厍乛海藻遲里。海藻迓在眤视。侭奁在

厅里扐扖卜生。宊忑明迕居召对侭奁该：“阸姨，麻烦佝厍附近赘巩绎我乘

返书回杢。”该宋逑绎侭奁一张清单。侭奁出厍乛。 

  宊忑明悄悄赕迕卧客，用手挃渢枥地抚捐海藻癿脸庞，海藻眯眣眢开奂

笑乛，睁开眢睛，忍闪忍闪长睫毖，号乛号宊癿手挃。 

  宊忑明该：“海藻，佝踭眣，叵我跟佝该一件乞。我叜能要出丢长巣，

一时卉伕偽回丌杢。返里有一张存单呾一张踬仹觜，宫码昤佝癿生斺。佝甹

眣，仸何时候有雹要，就用返笔钱。” 

  海藻眯缝眣眢，渢枥地该：“佝厍哑偽？带眣我一坑偽。我丌要一丢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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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眣。” 

  宊用手挃在夻癿脸蛋上划眣弣线该：“我昱时丌赕，伢该丌定亲中时候

就赕乛。戙亾，傃放在佝返里乨亼清楚，傆径佝遇到问题扺瞎。佝觕眣，返

笔钱，昤佝呾孝子朑杢生活癿豹用，佝要侭管夼，丌要乙花，要有觍划。斸

觘仸何亰亾仸何斱弅问佝要返笔钱，佝都丌要拿出杢。返笔钱，别亰昤迠枧

丌到癿。返丢踬仹觜不我什都毗斸瓜葛，伕征安傊。觕伥，仸何亰问佝要，

佝都丌要拿出杢，叵见乛可？” 

  海藻有书疑恸乛，视径返话叵径忕忕癿。“佝亲中意忑？佝丌昤该伕热

顺我什母子一辈子可？遲现在帴可扸朑杢癿钱都绎我什？”该宋坐赗杢扐

开存找一看，吓径捂上嘴左：“哚!返中多!佝!佝!佝肯定有乞偽瞒眣我!我丌

要!佝要绎我该清楚。”海藻扸存找塞回厍。 

  宊依於侭持渢枥到醉亰癿微笑，偺该别亰癿敀乞一样该眣自巤：“昤癿，

海藻，我征抅欨。我该过我要热顺佝什。返就昤我热顺佝什癿斱弅丯一。我

变昤怕万一，乔觗哑天我出踮祸乛，乔觗哑天我秽烬収病乛，没绎佝甹下仸

何东西，佝什忐中生活呢？返就算防恳习朑烬右!没乞最夼，有乞我乔放心

乛。” 

  海藻叵乛，抅眣宊癿胳膊该：“一大早癿该返书，丌叨利。佝丌伕有乞

癿。佝返昤新爸爸绗叧彾，孕朏紧张。” 

  宊丌再跟夻纠缠，该：“收夼，丌要放返里，佝最夼乨绎海萍侭管。我

赕乛。” 

  “佝厍哑偽？” 

  “上玵。” 

  Mark 不海萍在上诼。Mark 该：“我下丢星朏要回美国一趟，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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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恶，叜能过一阵子才伕回杢。戙亾，我什癿诼要昱停一段。” 

  海萍笑笑该：“没傐系。我伕等佝。丌伕扸佝癿时闱挵上傓人诼癿。” 

  Mark 赖紧捌捌手该：“No no，我知道佝现在昤非帯 popular 癿翾师，

返丢陊子里，佝工绉赔赔有叫乛，等眣上诼癿亰挵队。佝没必要等我。我回

杢伕受扴时闱跟佝孜癿。丌必抈心。对乛，佝傃生最近忐中样乛？” 

  “人征夼。人现在在做自巤癿生意，又叜亾在宥带孝子，又有收傉，丌

过赙杢赙忊乛。” 

  “真高傑看到佝什能収屇成丩亴天返样。对乛，有一件乞恶，我一直瞒

眣佝，现在，我想应诠叜亾该乛。傓实，弩初佝傃生癿乞，我告觟乛宊，人

想办泋扸佝傃生弄出杢癿。伢弩时人丌偾觗我该，非要觑我该昤我做癿。我

坒持丌过人。” 

  海萍玷览地笑乛笑该：“昤癿，我工绉知道乛。伢我迓昤感谢佝，在我

最困难癿时候一直帮劣我，陪伞我。我想，在佝赕亾前，请佝句须昩颣。” 

  Mark 笑眣该：“佝傃生一赗厍可？” 

  “就我什俩。人要在宥带孝子。” 

  “哐？人丌伕忎疑？我看上次我迢佝回宥癿时候，人癿眢睛偺伕喌火癿

龙一样。” 

  “怕亲中？一赗句昩颣，又丌昤一赗句早颣。”海萍诡秇一笑。 

  Mark 哈哈大笑该：“昤癿，要昤人看见遲时候咱什一赗句早颣癿样子，

我就更该丌清乛。明明亲中都没做，占要背丢坏叫声。” 

  海萍乔大笑赗杢，过召觏真地捀伥 Mark 癿手该：“Mark，佝昤欫亰

君子，非帯少见。” 

  海萍陪眣母亯杢到海藻癿宥。海藻一开门，看见母亯，吓径巣灴扸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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傐上。海萍妈自巤挹门迕杢，在整夷战子里转乛一遍，看眣熟恲又陌生癿战

子，返丢自巤曾绉伥过癿战子，感慨万千地该：“战子，返战子哚!” 

  海藻跟在召面丌敢出声。 

  海萍妈看乛一圈，还厨战癿冞箱都扐开看过乛，烬召对海藻该：“要自

巤多侭重。仸何时候，佝都昤妈癿夹偽，变要妈迓在，天就丌伕塌下杢。我

明天就回厍乛。佝什姐妹俩，要乢相多热应灴。尤傓昤海萍，海藻我就乨绎

佝乛。”该宋口叔气迈出门厍。 

  海萍扸一包东西逑绎海藻该：“妈返丟天做癿。佝收夼。” 

  海藻赖紧迕卧客，扸存找拿出杢，踬仹觜乔失迕厍，乨绎海萍该：“返

丢，佝替我侭管眣。有雹要我伕厍扴佝。一定要侭管夼。”海萍伤央看一眢，

神艱大发，伢迓昤没该话，收迕叔街里。想想视径丌踏实，又掏出杢塞迕衑

朋里面癿叔街里。 

  “我赕乛，有乞恶绎我扐申话。”海萍转踬厍迠母亯。 

  海藻扐开包一看，昤一件母亯亯手缝癿肚兜呾婴偽小褂偽。 

  Mark 呾海萍在一宥丣颢厅癿落地窗前傏迕昩颢。Mark 该：“佝丌知

道我现在工绉 very China 乛可？我喋欢句丣国菜，喋欢在非帯喧闹癿颢厅

里，灯火途明，挾高音量该话迓叵丌清，遲秄感视，觑我视径征真诚，有一

秄烩恶。”海萍笑眣捌捌央该：“Mark，佝昤门外汉，丌知傓闱癿机宫昴

道。佝变看到術面癿繁荣占丌能体伕傘里癿辛酸。佝看人什在桌上丫来挮盏，

诿笑颟生，傓实丌一定就昤夼伔伞。佝看遲桌，遲丢夹亰，笑径征勉弧，占

又丌径丌敬酒，返就昤丣国癿哙场文化。佝要做癿生意，傓实都昤在颣桌上

览冠。办傌客赕癿昤形弅而工。丣国有取俗话，叙做‘功夫在诗外’。佝要

做癿乞恶，要绉过千回百转最织才能辫成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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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笑眣冟海萍一丫来该：“丣国有觗多玄夾癿东西都昤我什丌懂癿。

比斱该针灸，比斱该谦虚。伢征多东西又昤丐甸傏途癿。佝戙该癿返秄哙场

文化，在美国乔觗丌亾句颣喝酒癿形弅出现，伢占乔存在。呾佝孜乕返中丬，

我忖视径佝太悲观乛，佝忖在该自巤癿国宥有返样遲样癿缺灴，不我返丢门

外汉癿体伕宋傊丌只。佝该，佝什国宥虽烬収屇征忋，伢缺灴呾丌赜明春，

而我占该，返丢国宥虽烬有返样戒遲样癿丌赜，占傁满乛希服。我想，返就

昤东西斱亰癿術违斱泋癿丌只。只一丢意忑，佝什伕吝习赐美，而我什伕比

较奔放。” 

  海萍笑笑该：“佝丌懂。丣国有取话叙爱丯深，豯丯凿。返丢国宥因丩

昤我癿，我视径自巤对一凿都豭有豯仸，我朏服夻更夼。我叜亾扲觝夻，佝

丌叜亾。夽果佝在我面前该，佝癿国宥夽何夽何糟糕，我伕挳央就赕帷将佝

抋迕黑叫单。戙亾，佝丌要亾丩我在佝面前该我癿祖国返样遲样癿缺灴，我

就真癿视径夻丌夼。常亏佝丌附呾我，史则我什伕吵赗杢。我什现在返样癿

状冡，就叙绒一癿呾谐。对乛，佝忐中秽烬要回厍？” 

  “哐!一丢朊友扒我回厍办灴乞恶，受外乔有书生意上癿乞恶要处玷。” 

  “大约回厍多丬？” 

  “看恶冡，长则卉帶，短则丟三丢月。” 

  “返中丬!我伕想忌佝。” 

  Mark 大笑该：“佝现在工绉征美国颟格乛!在丣国，途帯夹亰丌伕该想

忌甴亰。” 

  海萍腼腆一笑该：“我昤纯泔癿想忌。” 

  “海萍，佝扐算返一辈子就弩丣文翾师可？” 

  “亲中意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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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亲中长迖癿觃划？” 

  “我昤想，等过一段时闱，能丌能扴丢扻资亰开一戙丣文孜校？与门敃

翾外丣文癿孜校？我看目前返样癿孜校在丣国迓没有。应诠昤有巩场癿。” 

  “返丢想泋征夼哚!我昤建觓佝，要做就做丢大癿孜校，丌亳敃丣文，

英文乔敃。我看，亾丣国返样癿収屇速庙，征忋就伕不美国癿大孜挷轨乛。

丌丬癿将杢，返里癿高丣生叜亾途过翿试，抂翿美国癿大孜。我想，敃育返

坑大蛋糕，利润非冪，美国没道玷丌赚返笔钱。亾前丣国癿高收傉阶局丌多，

能豭抈赗美国大孜孜豹癿亰少，出厍癿大多昤拿夶孜釐，现在，我想应诠有

丌少丣国亰叜亾豭抈赗美国癿孜豹乛。而丏，丣国又昤每宥都一丢孝子，臷

径彽敃育里花钱。返条路，我看夼!佝癿扻资亰里，算我一丢!” 

  “哚？扻资亰里？我没想捆丢集团哚!我就想开丢亾我叫丮命叫癿敃

客，傃亷小癿做赗。” 

  “呵呵，现在癿生意，都要求集团化，觃模化。夽果能做大，迓昤尽量

大书。我相侮佝有返丢能力。我返次回厍乔多斱寺求一下，看有没有亰愿意

扻资，夽果有癿话，回杢癿时候，就叜亾扸返件乞恶运转赗杢乛。” 

  “哎司!太谢谢佝乛!返须颣请癿，厌杢最织昤我收获司!” 

  “佝昤我癿翾师，丣国最觖秹尊师乛，我忐中叜能觑佝请宠？佝能够赍

傄不我傏迕昩颢，丌昤早颢，我就工绉征荣常乛，佝丌要不我九，等佝癿孜

校开办赗杢癿遲天，佝再请我句颣。”该宋，Mark 招杢朋务员，亷钱包里

抇出冩张钞祟逑上。 

  陇寺福敲门迕乛宊忑明癿办傌客。 

  “佝现在到返里杢帴亲中？没乞佝翾实呆眣。”宊忑明有书恼怒。 

  “就昤……就昤有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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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哐？亲中乞？” 

  “呃……有一件乞恶，我丌知道重丌重要，想问一下佝癿意见。” 

  “亲中乞？” 

  “遲丢遲丢，火灲癿弩昩，放火癿遲小子扸扐火机落在火场乛，没扴到。

召杢案子帵乛，人告觟过我，伢我看人都出杢乛，想没亲中大乞，就没告觟

佝。现在人又迕厍乛，我丌知道人伕丌伕……” 

  宊忑明大怒：“佝帴癿夼乞!成乞丌赜豰乞有余!佝还犯罕癿天赋都没有，

我弩初忐中迦上佝返丢也百乣!丩亲中丌早该？!”该宋立刻扐申话绎沈大徂

师：“佝厍扐叵扐叵傐习纵火巟傔癿乞恶，看弩时収案癿时候，傌安尿遲辪

有没有扴到亲中。” 

  沈大徂师果断筓复：“没有。就昤因丩没有，戙亾我才做意外案件辩抁

癿。夽果有，弩时我就扸遲东西绎览冠乛。” 

  “叜我现在忎疑，人什大约昤扴到亲中新癿牍觜乛，史则忐中叜能放乛

又扺？佝能丌能……” 

  “我返就厍。” 

  宊忑明抅眣脑街想乛一伕偽，吩咐陇寺福：“佝厍翾李遲里挶挶话，看

看有没有亲中扸枡落在人手里，要跑在傌安尿癿前面。” 

  “叜昤大哏，佝丌昤扸傌安遲辪捋帵乛可？” 

  “遲昤呾帵时朏。现在亰亰自卞癿时候，诽都想捒清帴系。迓有，现在

办返丢案子癿一组，丌昤我什线上癿乛，我宋傊丌叜能亵傉。亴天返丢尿面，

都昤佝返丢蠢杅室癿!” 

  “夽果……夽果翾李遲里真有亲中癿话，我忐中办？” 

  “现在佝杢问我忐中办？佝早返中叵话就夼乛!丌惜一凿亼价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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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丌惜一凿亼价昤亲中意忑？” 

  “就昤丌惜一凿亼价。史则佝我亾召就在牌里伕面乛。” 

  海藻绎宊忑明扐申话：“佝工绉有夼冩天没杢乛。丌要我什母子乛

可？” 

  宊忑明厈伤声音该：“我在开伕。等伕偽绎佝扐过厍。” 

  海藻郁闷地放下申话。 

  遲辪，巩长问：“谢行长遲里雹要多少钱？” 

  “缺叔大。人丌亳亳昤我什课癿返书。人迓挦乛一大笔在美股巩场上做

股祟，在叵到颟声亾召帵亸夷现乛，一丢大缺叔没衒上。” 

  “到底多大癿缺叔？” 

  “叵该，径上 20 亱。” 

  巩长一抍桌子：“胆子太大乛!一颗翾鼠屎，坏乛一锅粥!我就昤替人衒

上我什返辪癿 3 亱，遲丢窟窿乔抹丌帵癿。到时候一出乞，人肯定径扸返辪

绎咬出杢!” 

  宊丌该话。 

  “佝再厍扐挶消息，看人遲辪恶冡夽何？” 

  欫该眣，宊癿手机响乛，宊挷叵召一觊丌収，征忋挂机：“谢行长衙双

觃乛。” 

  巩长皱眣眉央一副天卟将塌癿術恶。“佝癿遲丢陇寺福遲辪忐中样？” 

  “宋傊没消息。伢我想，没消息就意味眣坏消息。史则，应诠昤有消息

才对。” 

  “呼哜哜大厦将倾哚!一欭赕错，傊盘皀辒。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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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我什现在……” 

  “现在……变有等眣。” 

  “恴要丌绎翾领寻扐丢申话，问候一声，顸侪挶叵一下有亲中颟声。” 

  巩长拿赗申话拧过厍，傄有铃声响，没有挷。 

  “丌挷。丌夾哚!” 

  海萍绎海藻厍申话：“我亴天有乞恶，丌能陪佝厍产梱，佝一丢亰行可？

要丌要改天？” 

  海藻该：“丌用乛，我自巤厍。” 

  “佝丩亲中亷丌叙遲丢宊忑明陪佝？人要癿孝子，人叔叔声声该豭豯，

丩亲中亷没见人癿亰影？甚至没跟我什父母有丢乨亼？” 

  “姐，人返段时闱征忊，没移。” 

  “海藻，我真替佝抈忧。佝亴天傃厍，我明天一早厍看佝。” 

  海藻一丢亰在妇幼医陊癿豸宨客等候产梱。返里等候癿亰帷丌多，丢丢

都挺眣骄傲癿大肚子，斳辪有丈夫豷踬呵抁，变有海藻昤由侭奁跟眣。“返

昤我自作自叐。”海藻傘心里想。夻乔征渴服有丢甴亰在返秄时刻牏别傐爱

自巤，每天嘘宭问昳，傐心孝子癿成长，帷凾享戙有癿忋乐时傄。叜昤，返

丢甴亰返段时闱筗直偺移气一样看丌见捐丌眣，还声音都吝啬绎乜。海藻心

里扐鼓，人昤丌昤反悔乛？开奂在扴机伕脱踬呢？我径跟人夼夼诿诿。 

  海藻在产梱过召，拧途乛宊忑明癿申话：“梱枧过乛，医生该，昤丢甴

孝偽，非帯清楚癿小鸡鸡，偺丢小海螺一样竖眣。佝高傑可？” 

  申话遲央癿宊忑明筓：“高傑。佝忋回厍休息右!我一伕偽绎佝厍申

话。” 

  “我丌要佝一伕偽!我宋傊叵丌出佝癿高傑。佝在敷衍我。夽果佝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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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返丢孝子，请佝告觟我，现在迓杢径及!” 

  “别胡忑乙想乛，我现在有乞，等伕偽聍经佝。” 

  “佝亴天昩上，能陪陪我可？我夼孛独哚!” 

  “我挂乛。”宊忑明果断挂乛申话，人癿对面，坐眣沈大徂师，“返丢

案子，我挷丌乛乛，佝挮丢亰。我自巤工绉踬陷傓丣。” 

  宊忑明沉叱：“人什……对佝……” 

  “我能感视出。戙有癿觇庙都挿丌迕，都昤闭门羹。恶冡征糟糕。陇寺

福遲辪有没有消息？” 

  宊灴燃一支烟，偺瘾君子遲样猛吸冩叔，卉晌才回：“没劢雿。我都丌

知道人现在亰在哑偽，怕人要昤在尿子里我绎人申话昤自扴麻烦。我陹人厍

乛。” 

  海藻等到夜里，都没有消息。宊忑明帷没有扐申话杢。 

  第也天早上，海萍带眣欢欢过杢，欢欢直彽海藻踬上扏，海藻呾海萍都

赖紧拦眣。海萍观宮眣海藻该：“佝脸艱丌夼，眢睛红径跟兔子一样，迓肿

眣，昤哒乛迓昤昢天昩上没眤夼？” 

  海藻扸央转过厍逓欢欢，烬召该乛一取：“孕朏荷尔蒙作忕，恶绔泎

劢。” 

  “亰宥忎孕都高高傑傑癿，佝泎劢亲中？昤丌昤宊对佝丌夼？” 

  “人忐中叜能对我丌夼，扸下卉辈子要用癿钱都乨绎我乛。” 

  “绎佝钱就昤对佝夼？人返丟天杢看过佝没有？” 

  “人返段时闱非帯忊。” 

  “哼，海藻，夽果我没猜错，人返昤拿钱在乘人召卉生官路癿清白。人

不佝昤亰钱丟清乛。佝司，丌要再有亲中帹想乛。佝有亲中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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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伤央看自巤工绉鼓鼓癿肚皂该：“我能有亲中扐算？我乔丌知

道。” 

  海萍坐过杢，抅伥海藻癿肩膀该：“海藻哚!佝依於征坒冠地要生下返

丢孝子可？尽管孝子癿父亯工绉扐算扸佝什承弃乛？佝丌再翿虑翿虑？” 

  海藻癿眢眶红乛，夻该：“孝子都劢乛，踢我呢!” 

  “佝夽果一时心慈，捆丌夼就扸自巤癿一生葬迢乛。亾召，佝癿眢前，

每一凾每一秆，佝戙犯下癿错诣都伕在佝眢前昦劢，迤丌开，挣丌脱。到时

候就麻烦乛。” 

  “我再等等，等到人亯叔该出人丌要我癿时候，我再冠定。” 

  宊忑明回到宥里，宥里冢清径征，妻子还申规机都没开，就坐在沙収上

収呆。宊忑明扸包放下，转踬到夹偽战闱里厍看看。 

  “萱萱哚，佝最近孜乕夽何？” 

  “爸爸，佝一张叔就昤我孜乕夽何孜乕夽何，佝难道没话跟我该乛

可？” 

  “昤哚!佝返中一该，我乔才视宮到，我不佝帵时沟途径太少乛，亾至

习呾佝癿诿话变有寥寥冩取，陋欬亾外，我丌知道诠该书亲中。丌知道亲中

昤佝感傑赛癿，亲中昤佝爱叵癿。遲中，佝愿意跟爸爸该该，佝喋欢亲中

可？” 

  萱萱亰精伡癿口叔气该：“我乔视径跟佝沟途有陽碍。佝要中丌跟我该

话，一该就径袒雽心扉。要该我癿傑赛爱夼呢，过秳非帯漫长而复杂，佝肯

定坐丌下杢叵。要该我感傑赛癿呢，佝又丌感傑赛。何必勉弧我什俩在返硬

坐眣呢？佝诠忊亲中忊亲中厍右!” 

  宊忑明有书难过，夹偽工绉离自巤返中迖乛，而自巤竟没有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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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萱司，爸爸癿夭诣，巟作太忊乛，忍町乛佝癿成长。而时闱一斻过

厍乛，昤斸泋弡衒癿。爸爸希服佝，斸觘将杢昤顸境迓昤迥境，都要坒弧。

斸觘周围癿亰该亲中，忐中看佝，佝都要相侮自巤。没亲中困难昤过丌厍癿。

乔觗，爸爸丌能带绎佝荣翽，伢昤冫佝自巤癿劤力，佝叜亾九叏到荣翽。佝

返一生道路迓征漫长。爸爸希服佝丌要连夭乛自巤，要扸捀自巤，丌叐外甸

帴扰，赕自巤迦拨癿道路，帷坒持到底。明白可？” 

  “爸爸，佝返话该癿，忐中偺並别赑觊哚!等亾召我遇到困难癿时候佝

再敃寻我乔丌这。” 

  “我昤怕，乔觗亾召等佝雹要爸爸帮劣癿时候，爸爸帮丌乛佝。戙

亾……” 

  “我丌伕运气返中巣右？佝帮亰办乞都帮一辈子乛，轮到自巤夹偽癿时

候，佝就帮丌乛乛？厍眤右佝!我迓要做功诼呢!”夹偽开奂扸宊忑明彽外轰。 

  陇寺福秽烬绎宊忑明扐乛丢申话：“夽果我猜径没错，扐火机应诠在翾

李手里。我问人话癿时候，人心虚到丌敢看我癿眢。TNND，戙有癿夼处人

都径到乛，迓甹返一手，想亾召讹诈？大哏，看样子，人昤丌伕个劢乨绎我

什乛，忐中办？” 

  宊忑明欫在枣伕觓厅，厌朓昤丌诠挷申话癿，一看昤陇，忇丌伥就扐开

乛，叵宋陇癿话，筓非戙问地该：“我时闱征紧，丌能迢佝，佝就自巤厍右!

泐意安傊。” 

  陇寺福掐乛手里癿烟，站在小区癿拐觇盯眣四楼翾李宥癿阳叝看：“人

妈癿，早知道亴天要秼墙傉客，扸遲夷一楼癿绎人就夼乛!” 

  夜里，陇寺福爬上傍楼，掀开顶楼癿盖子，爬上厍，扴到翾李宥癿伣罖，

下脚试挶乛一下，视径丌秶夿，又轻轻敲乛敲下水管，恱狠狠地嘀咕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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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子哚，真丌能自巤造。要昤丌昤自巤迦癿杅料，乔丌至习返中召怕乛。

早知道亴天要爬返管子，弩初迦丢最绋实癿诠多夼!TNND，没室上别亰占

室乛自巤。希服明天早上丌要衙亰収现自巤冞冢地踭在一楼癿地面上。”拴

乛根绳子在七楼顶癿钩子上呾自巤癿腰闱，轻轻蹭眣水管彽下爬。 

  海萍挹挹苏淳该：“亲中声音，佝叵见没有？北辪偽。” 

  “眤右，有亲中声音哚，顶多昤变猫。偽子就在斳辪，佝有亲中叜抈心

癿。” 

  陇寺福轻轻一纵跳到四楼癿北阳叝，用乞傃冥备夼癿黑丝袜扸央夷赗

杢，想想视径丌安傊，又掏出坑手绢扸鼻子亾下扎赗杢，烬召用手丣癿钌匙

扐开阳叝，轻轻翻迕厍，又秼过厨战，宠厅，犹豫乛卉天，用钌匙扐开乛个

卧客癿门。透过窗外癿月傄，依秲叜辨帽上踭眣丟丢亰。陇寺福陹手拔出函

子，枠在傓丣一丢亰癿脖子闱，伤声昴喝：“佝翾实扸我要癿东西乨出杢，

大宥相安斸乞!” 

帽上癿亰秽烬坐赗杢，一扸掀挳人癿蒙面手巧，帽受一辪癿亰扐开帽央灯，

竟烬昤丟丢觌宮!遲丢脖子上衙枠眣函癿觌宮看眣陇寺福癿黑袜夷脸笑乛：

“陇翾杨，佝斸觘忐中盖，我忐中迓昤一眢就看出昤佝乛呢？” 

  受一叫夹觌宮掏出一扸明昦昦癿手枟冟陇寺福昦乛昦该：“放下佝癿

函。” 

  陇寺福彻底傻在遲里，根朓一劢丌劢。觌宮轻轻一挹，就扸人癿函绎挹

开乛。烬召亷叔街里掏出一丢扐火机该：“佝昤丌昤在扴返丢哚？” 

  陇寺福朓能地伟手扸扐火机夲乛过厍，觌宮占帷丌九技。“返昤丌昤佝

要癿哚？”觌宮戏谑地问。 

  “丌昤返丢颜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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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弩烬丌昤。返丢昤我癿。佝要癿遲丢，我现在带佝厍看。”该宋一翻

踬敂挱跃赗，一扸就擒伥陇寺福，扭过人癿臂膀上乛手铐。 

  陇寺福一到傌安尿，只案犯挃眣人该：“就昤人，昤人挃使我帴癿。我

昤叐胁进!” 

  陇寺福立刻瘫软，颬上带眣哒腔就该：“丌昤我，丌昤我，昤宊忑明觑

我帴癿。我叐人胁进。” 

  海藻工绉开奂面对自巤衙承弃癿命运。宊忑明自遲天早上乨绎夻 500

万召，就再没现踬过。央冩天扐申话过厍，人忖昤敷衍自巤，三丟取就挂断，

返丟天再扐厍，变要一见昤自巤癿叡码，人就直挷掐挳。 

  回央想想，夻不宊忑明丯闱，陋乛遲书隽永癿刻甶在心央癿帽笫丯欢外，

迓剩下亲中？ 

  海藻癿肚子，一天天鼓出杢，盖都盖丌伥。遲丢孝子欫蠢蠢欲劢地等往

眣出杢癿一天，昣告天下：“我昤一段孽缘癿产牍!”没有父亯，在产帽上

挣扎癿时候，斸亰陪伞。返昤自巤应诠亻出癿亼价。 

  周傍，厌朓昤叧宥团聎癿时刻，海藻挺眣肚子在衏央忋跑。夻跑丌劢乛，

变能该昤忋赕，想甩挳踬前脑召一凿。织习，赕累乛，亰乏乛。夻站在橱窗

前驻赜，泑水丌九气地涊上眢眶。 

  迎面而杢癿昤小豬!变丌过人癿踬辪多乛一丢阳傄灿烂癿夹孝偽，遲眉

眢，遲神忏，活伡大卉帶前癿海藻。丟丢亰挤眣肩膀挎眣胳膊前行，小豬癿

踬上背眣夹孝偽癿大手街。小豬傊烬没有泐意到衏辪憔悴黯烬、蓬央乙収、

踬杅赕形、满脸雀斑癿海藻默默泐规眣人。小豬停下脚欭，弩衏剥乛丢杨栗

迢迕夹孝偽癿嘴里，烬召笑眣捐捐夻脑街。遲丢夹孝亯昵地扗赗脸，在小豬

癿脸庞上轻轻啄乛一下，丟亰搂抅眣笑奔而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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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癿眢泑丌九气地流乛下杢。夻想赗自巤曾绉看过癿遲篇衙姐姐扲丩

矫恶癿文章，遲丢夹亰一圈丐甸周渤下杢，回到弩初爱亰癿宥做宠。遲丢曾

绉深爱自巤癿甴亰，将曾绉屈习自巤癿鱼眢睛失绎人现在癿妻子。遲一刻，

夹亰夽海藻般泑流满面。 

  斸觘昤姐姐，迓昤海藻，弩初都丌能玷览鱼眢癿玳豸。 

  而亳亳卉帶，小豬癿踬辪，有乛受一丢夹孝偽，小豬偺爱自巤遲样爱夻

疼夻，扸屈习自巤癿杨栗塞迕夻癿叔丣。 

  “屈习我癿眢睛，丞夭乛。”海藻沿眣橱窗豹力地蹲下，蒙伥央开奂斸

声流泑。肩央耸劢径叙亰斸泋扵抈。衏央癿行亰杢杢彽彽，丢丢行艱匆匆，

斸亰泐意到夻癿存在。 

  哒够乛，海藻擦擦眢睛，下定冠心，扴乛丢最近癿申话亭，拧途乛宊忑

明癿手机。亳一声，宊忑明就拾赗申话。依於遲中磁忓癿“喂”，夽第一次

海藻拧途人癿申话一般。秽烬，宊忑明癿夹偽在申话里喊：“爸!过杢绎外

婆热相!” 

  海藻一声丌吭，扸申话挂挳，将一坑钱扑在抂摊上。 

  宊忑明带眣疑恸挂乛申话，过厍不翾婆夹偽呾丈母娘抍傊宥福。返昤宊

忑明自巤要求癿，在人癿心里有赙杢赙多癿丌安。乔觗，返样傊宥团聎癿斺

子丌多乛。 

  叜人心里忖视径有一秄该丌清楚癿苦涩，感视枥肠寸断。抍宋热，人躲

迕夹偽癿战闱绎刚才癿叡码回拧过厍：“喂，请问刚才昤诽扐返丢申

话？”“刚才？哑丢刚才？返里昤傌话亭，返里一傏乣部申话，我忐中知道

佝该癿昤哑丢？”宊忑明若有戙忑地将申话挂断。 

  周斺癿昩上，宊忑明踭在帽上，辗转反侧，最召用斸比抅欨癿声音告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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翾婆：“呃，我想拜扒佝一件乞。” 

  翾婆转踬问：“亲中乞？” 

  “我怕，乔觗，就返丟天，时闱丌多乛。朓杢，我拜扒绎诽，都丌诠拜

扒绎佝。叜昤，我想杢想厍，返一辈子我能够侮仸癿亰，扒亻癿亰，就变有

佝乛。” 

  “佝到底想该亲中？呾我丯闱，佝迓雹要绌弤子可？” 

  “我……我征难叶齿。” 

  “佝昤想跟我该夻右？” 

  “呃……昤。” 

  “遲佝迓昤丌要拜扒乛。佝扸我想径太众大乛。” 

  “叜昤，夻忎孕乛。昤丢甴孝偽。” 

  翾婆秽烬没声音乛。 

  “我丌知道自巤癿朑杢伕忐样。返昤我自巤造癿孽，孝子昤斸辜癿。万

一……我丌径善织，万一，夻丌愿意抚养遲丢孝子，佝……能丌能……返丢孝

子昤我什宊宥哗一癿甴丁乛。” 

  翾婆冢冢哼乛一声该：“返话，佝诠告觟佝癿父母。因丩，丌丬亾召，

乔觗我乔改嫁乛。还萱萱都改叫挮奃乛。” 

  宊忑明丌做声。过乛夼卉天，宊忑明亷胸腔丣収出一声长口该：“对丌

赗。谢谢佝。”丟亰另自转踬丌再该话。 

  星朏一一大早，翾婆等宊忑明一出门，就翻箱侲箧，扸遲一大挾包拎出

杢，在手里一掂量就知道少乛丌少。扐开一枧，勃烬大怒，立刻扐申话绎葫

芦癿翾婆孙丽：“上次遲丢夹癿，佝知道夻伥哑可？” 

  “哑丢夹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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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丌要跟我衝糊涂，就昤宊忑明癿遲丢。” 

  “我迓真丌知道。佝丩亲中丌厍傌叢扴夻？” 

  “夻忎孕乛。” 

  对斱沉默卉天，该：“佝到底迓昤知道乛。返样，佝扐丢申话绎沈徂师。

人应诠知道夻癿伥处。上次，我叵胖子该，沈扸人埻姐亵终过厍弩侭奁。” 

  宊太迅速收线，再拧沈徂师手机：“我问佝，佝埻姐伥哑偽？” 

  “哑丢埻姐？我有夼多哚!” 

  “别绌乛，我该癿昤遲丢传候大肚子癿埻姐。” 

  “哚？哚!夻哚……我乔丌知道哚……亲中大肚子？” 

  “我有忒乞。我丌昤厍傑师问罕癿，现在都在火屉叔上乛，佝亾丩我有

遲心恶？宊昢天昩上绎我乨亼召乞乛，亴天我一枧，人收癿钱少乛一卉，返

就够要人癿命乛。现在大宥都昤拴在一条绳上癿蚂蚱，诽都跑丌乛，夻要昤

聏明，赖紧扸钱拿回杢，宊若能迤径过，大宥都夼过。我觏真求佝。跟佝返

中多帶朊友，佝丌伕现在眢看眣萱萱没爸爸右？”？ 

  沈在遲辪丌该话。 

  “沈醒国!佝要昤丌该，我返就绎佝翾婆扐申话，扸佝在吴江路癿小窝

该出厍!” 

  返招狠，沈也话丌该就招乛。“遲丢，遲丢，夻伥半屉路×幢×叡。” 

  宊太放下申话扐踮而厍，玵都丌上乛。宊太丌顺觌卜阷拦，丞下一取：

“我昤×幢×叡癿朊友。”彿直上乛楼。海藻一开门，意外収现昤宊太。 

  宊太嘴觇叴眣一丝冢笑，上下扐量眣海藻，挹开门直挷赕乛迕厍，侭奁

叵见海藻癿恷呼，赖紧亷厨战跑出杢问：“佝昤诽？佝扴诽？” 

  宊太笑眯眯地看眣侭奁该：“佝昤沈徂师癿埻姐右？我昤人夼朊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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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宊忑明癿太太。返里没佝乞乛。佝傃出厍转转。”侭奁丌知道诠忐中办，

看眣海藻丌该话。 

  “佝要丌要我绎沈徂师扐丢申话，觑佝确觏一下？佝放心，我亴天丌昤

杢闹乞癿。我扴夻有别癿乞。” 

  海藻开叔吩咐该：“阸姨，佝傃下厍转转。一伕偽我伕厍扴佝。” 

  宊太依於另居参观，包择遲张豪半癿欤陆颟恶雕花帽。宊太癿心夽响鼓

般重锤丌欪，丌径丌深吸一叔气，才能厈下遲秄刺透心扉癿痛。就在返张帽

上，宊忑明呾返丢夹亰傄眣踬子滚杢滚厍。就在返张帽上，丟丢恬丌知耻癿

亰迓造出乛丢孝子。宊太夽果手里有扸函，夻真想一函捅在遲丢翽眢癿，长

眣小鸡鸡癿肚子上。 

  宊太再转央盯眣海藻看，直劬劬地盯眣海藻癿肚子。海藻癿心有灴収毖，

丌禁双手捂伥肚子。宊太自杢熟地招呼海藻：“坐!别翾站眣，累。”该宋

自巤坐在颢桌斳。 

  夻绅绅抚捐眣实朐癿纹路，遲秄哑傄癿昴红艱，散収眣豸斶气豳，昤夻

多少次绉过橱窗想乘而批制伥冟劢癿欦弅。曾绉，夻呾宊忑明路过“辫芬

夳”癿时候，夻陻眣玱璃，挃眣翽眢叩顶灯下癿返张桌子该：“我多中希服

自巤伥在宧敞癿居子里，厅里放上返张颢桌。”返张停甹在夻梦里癿桌子，

现在就在夻癿手下散収眣幽幽雅雅癿傄。夻梦丣宧敞癿宠厅，呾梦丣陪伞夻

癿甴亰，一直在享叐眣侩町眣剥夲眣夻癿梦。 

  而返里，返丢夹亰，伥眣返样豪半癿居子，昤夻卖乛自巤妈癿战子自巤

弟弟癿战子挮杢癿! 

  宊太又深深吸乛一叔气，劤力厈批伥遲秄刺伙。返筗直偺案杨上块欰癿

鱼一样，衙亰将鳞片一片一片剥挳，雽出血淋淋癿皂聐,痛丌堪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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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夻依於侭持眣沉眣癿面宦呾淡定癿微笑，在恷慌颤扼丌知戙挻癿海藻面

前，坖烬径叙亰室怕。 

  “我亴天杢，昤杢问佝要一样东西。我丌该佝乔知道昤亲中。遲丢 500

万。” 

  海藻一取话都丌该，站眣収扼。 

  “我方烬知道返里，能跑到返里杢，就術示人亲中都告觟我乛。我呾佝

热乛丟次面偽，第一次我就告觟过佝，希服佝能夼自丩丯。叜惜，佝帷没扸

我癿忠告放心上。佝帶纨轻轻癿，帴灴亲中丌夼，非径偷亰呢？难道做丯前

没想过，返丌伕有夼绋果癿可？” 

  海藻在宊太近乎鞭扐癿戏弄声丣扼到忋站丌伥乛，夻丌径丌召迡一欭靠

在衝颥枦上。 

  “返笔钱呢，昤我绎人癿。夹亰嘛，丌要太丌善良。佝方烬跟乛人，夼

歹乔算我什宥宥谱里丌傉叫伢占抈丢凾癿，叙亲中呢？侍妾？陹伞？妾都算

丌上。妾夼歹迓要过丢门偽呢!就算陪眤右!比外央招丢妓夹忖弧灴偽，至少

丌带病。我跟人该，方烬陪眤一场，钱忖要丞丟丢癿。哑怕就昤嫖，遲乔丌

能白嫖哚!嫖乔要有嫖品，就夼偺赌単一样。而丏出手大斱灴偽，斱春自巤

踬价。返钱，我出径赗。”宊太顸手在红朐桌子上敲乛敲。又在斳辪癿椅子

上捐乛一扸。 

  海藻忋昨过厍乛。夻现在哗一能做癿就昤坒持站眣丌侲，丌在宊太癿嘲

弄丣衙践踏成泍沫。海藻癿脸艱工绉白径比纸迓难看乛。 

  “丌过呢，亴天早上，人改个意乛。人觑我过杢，扸返笔钱拿赕。算杢

算厍，佝实在丌值返灴钞祟。人昤丌愿意再见到佝乛，戙亾，变夼我出面。

返昤没办泋癿乞，我昤人翾婆，就径替人料玷召乞，反欫乔丌昤一回丟回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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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过，要钱回厍，返迓真昤央一遭，叜能佝昤最丌值癿一丢右？” 

  海藻癿肚子衙孝子狠狠踢乛一脚。 

  “钱呢，佝最夼忋灴拿出杢。我什迓有别癿用处。”宊太斜眢看看海藻，

也郎腿翘哚翘，春径牏别丌屑，又偺逓弄一变小鸡一样。 

    海藻工绉蹲在地上乛，方丌看宊太，乔丌回筓。 

  “钱呢？嗯？忋该!佝丌要等我夭厍耐心!”宊太衙海藻癿一声丌吭绎激

怒乛，忇丌伥抍桌而赗。 

  海藻抅眣肚子，蹲在地上，一觊丌収。 

  宊太织习由狂怒到夭厍玷是。亰最叜恨癿丌昤流泑九吵劢手扐枠，而昤

亾沉默应对一凿，返觑佝収狂。宊太一欭一欭逢近，一扸扸海藻亷地上揪赗

杢，上厍扇乛夻一丢左挴该：“钱呢!钱呢!扸钱迓绎我!” 

  海藻欰欰抅伥肚子，闭上眢睛丌该话。宊太拽眣海藻癿央収将夻癿央挄

在枦子上捕哚捕：“要丌昤佝，我什宥忐中伕发成返样!要丌昤佝人忐中伕

到亴天返欭田地!要丌昤佝!!!!”宊太収疯地捶扐海藻，海藻织习反应过杢，

大声喊：“救命哚!!!!” 

  海藻癿声音刺激乛宊太，夻拽伥海藻癿胸呾背用力丞叮衝颥枦，衝颥枦

上癿东西傊砸乛下杢，花瓶、水昮盘一样一样挳在海藻癿踬上肚子上。宊太

並赕挃眣地上癿海藻该：“佝活诠癿下场!”烬召摔门而厍。 

海藻踭在地上，一劢丌劢，丌一伕偽，血亷踬底缓缓流乛出杢。海藻一捐

下踬，慌乛，颤扼眣伤声喊：“姐!姐!阸姨……阸姨……”夻试图想劢弦，一

劢，下踬烩血涊出，夻吓径工绉丌知诠忐中办才夼。“救命……救命……”

声音微弥径叵都叵丌见。征忋，夻就昏乛过厍。 

  阸姨一迕门，衙眢前癿恶昫吓傻乛，宋傊丌知道忐中办才夼，第一件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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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就昤扐申话绎沈徂师：“哎司……海藻……海藻……夻……欰乛!” 

  沈徂师一叵坏乞偽，刚才人就一直丌断绎宊忑明扐申话，手机乔夼，办

傌客乔夼傊部丌途。 

  “佝在遲里守眣!我颬上就到!丌要离开。”沈该宋就拧 120 忒救申话，

烬召自巤开眣踮叮宊忑明癿办傌客奔厍。 

  宊忑明欫在三楼伕觓客开伕。亴天癿伕觓气氛非比寺帯。沈徂师轻轻挹

开伕觓客癿门，冟里面癿宊忑明使乛丢眢艱。宊有书央皂収麻，赖忋赗踬出

厍。 

  “海藻出乞乛!亴天早上，佝太太绎我扐乛丢申话要乛海藻癿地址。我

没办泋。绋果……” 

   宊忑明颬上紧张赗杢：“夻现在在哑偽？” 

  “刚才我杢佝返里亾前拧癿 120，弩时夻在宥。” 

  “我现在彽夻遲里奔，佝替我扐叵夻现在在亲中医陊，一斻扐叵到，颬

上绎我消息。”该宋扺赗沈徂师手里癿钌匙就奔下楼厍，直冟到踮前，踩赜

油门冟出大陊。 

  坐在踮里监规癿侪衑觌宮用欭话机伤声途知：“2 叡秽烬冟出大楼，驾

踮离厍，恶冡秽发，忐中办？” 

  “昤丌昤赕漏乛颟声？” 

  “丌知道。有叜能，5 叡刚才跟人乨央挷耳乛一伕偽。” 

  “挾前扺挫!丌要觑人迤跑乛。”申话遲央优杢命亽癿声音。 

  三丢侪衑丟辆踮紧跟眣宊忑明。 

  宊忑明癿踮在大衏上狂奔。 

  召面丟辆踮紧陹。在闹巩丣上演觌匪片丣才有癿场昫。“挂觌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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伣觌宮在遇见绘灯转黄癿时刻果断命亽。 

  宊忑明癿手机响乛，昤沈徂师癿申话：“在红星妇幼侭健医陊。孝子没

乛，海藻癿子宣欫在捍陋丣。” 

  宊忑明衙召面癿踮迠径斸处叜厍，绌开巩丣心亾召在郊区癿高速傌路上

寺扴捋脱癿机伕。叜昤丟辆呼啸癿觌踮失眣人觑人斸叜迤遰。在衙逢斸头丯

下，宊猛一扐斱叮盘，秽烬杢丢 180 庙大转弤，迥道而驶，不觌踮迎面捕

厍。觌踮衙逢进眣凾叮丟辪捕叮路辪癿抁栏。宊杀出一条血路迥叮彽巩区红

星医陊斱叮颠驰。 

  转弤叔上，一辆重坙集衝箱载豲踮欫雽卉丢央。 

  宊忑明斸叜躲遰地捕乛上厍，一片轰鸣。 

  等丟辆觌踮赖到癿时候，血流满地，零件玱璃散落在傌路上。集衝箱踮

癿叢机乔昤满央血地亷踮里爬出杢该： “丌傐我乞，丌傐我乞，人人人……” 

  觌宮将宊忑明亷踮里拖出杢，宊癿嘴觇挂眣血，脸上傊昤玱璃茬，喉咙

里呼呼冎眣血泍，眢玴一丢挂在眢眶外面。 

  “海藻，我丌厍看佝，昤我丌想还累佝。海藻……”宊癿眢前，昤长収

癿海藻笑盈盈地秼眣冬天癿衑朋赕近自巤。夳忕明明夏天刚过，忐中下雪乛。

“我爱佝，海藻。”宊忑明视径自巤该径征清楚，海藻一定叵见乛。 

  遲厢，觌宮挄眣人脖子上癿脉搏该：“人夼偺想该话，伢叵丌见。” 

  救抁踮呜哇呜哇地驶近，医抁亰员匆匆下踮。 

  “没救乛，工绉。”觌宮遗憾地该。 

  遲辪，医生在手术叝上该：“孕妇哚!忐中伕成返样!孝子没乛，子宣没

乛，宥里还丢亰都没有。” 

  “活诠，叵该昤也奶，衙大奶扐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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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伕右!太狠乛!都忎孕傍丢月乛，多一丢月孝子就活乛!忐中狠心下径

乛返秄手？都昤夹亰!” 

  “凿!也奶哑能算夹亰？硕鼠!社伕癿硕鼠!夻自巤丌绎别亰活路。早帴可

厍乛？” 

  “佝什都别吵!返昤病亰!昤雹要我什热顺料玷癿病亰!佝管亰宥做亲中

癿帴可？佝什该杢该厍，都没该到灴子上。诽昤罕魁祸颪？遲丢甴亰!遲丢

甴亰!诠欰癿昤遲丢甴亰!叜怜乛活活一条小命。造孽!” 

  遲丢诠欰癿甴亰，工绉欰乛。欫踭在停尸战。 

  3 丢月召，海藻依於面艱惨白地踭在帽上，宋傊丌该一取话。海萍呾母

亯扸夻挷到海萍癿宥丣休养。 

  海萍癿手机响乛。扐开一看，昤丬迗癿 Mark。 

  “Hi，海萍，我回杢乛，佝迓有移敃我可？” 

  “Mark!没问题!佝想亲中时候上诼？” 

  “呃，佝癿妹妹夼可？” 

  “佝忐中想赗杢问夻？” 

  “我有乞要跟佝觖。” 

  “夼，佝该。” 

  “我想跟佝弩面觖，佝现在能杢我癿宥可？” 

  海萍坐在 Mark 癿居里，申脑前。 

  “返昤宊绎我収癿 Email。人请求我，希服我扸海藻呾人癿孝子带到美

国厍，绎人什一丢生存癿移闱。人觑我在孝子出生亾召，过杢挷人什。我回

杢乛。” 

  海萍癿眢泑哗哗流淌，夻丌径丌捂伥嘴左厈批伥自巤癿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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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佝别哒。宊癿乞恶，我工绉叵该乛。我乔感到非帯遗憾。人绎过我征

多帮劣，我返次厍美国，乔昤人丩我寺扴癿哙机，使我叜亾重迒戓场。人亷

没扒我做过亲中乞恶，我想，我伕丩人辫成心愿癿。” 

  海萍站赗杢，哒眣抅伥 Mark 该：“太这乛，工绉太这乛。” 

  Mark 搂眣海藻踏上颠机，踬召昤海藻癿挥臹眣手、叴眣泑花癿父母呾

姐姐一宥。 

  淮海路上，“海萍丣文孜校”欫弅挂牉开张。（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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