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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阮缃就认识棠虹嫣了。
那时高铁尚未开通，每次回家都要坐上四到

五小时绿皮火车，短途车不好买坐票，大部分时
间只能站在过道里，过道里夹着厕所，总有人上
完厕所不冲水，外面的人推开厕所门时，嗅觉与
视觉都是一种冲击。为了防止被人偷东西，阮缃
把书包背在胸前，旁边的男人总是想方设法蹭
她，非常不舒服，她便往车厢里挤，好不容易在车
厢中间找到一个落脚点，棠虹嫣刚好睡醒，她跟
阮缃招手：“你，过来和我坐吧。”

阮缃不认识这个女孩，但是棠虹嫣的年龄与她
相仿，冥冥之中，她放下抵触，走了过去。棠虹嫣往
前坐一点，半个屁股挂在椅边，挪出背后空位给阮
缃，阮缃往后挤，两个人半边身体重叠，挨得紧紧
的。再一问，也是到郴州下车，原来是老乡。

阮缃问她：“你怎么买到座位的？”
“我买了去衡阳的票，浪费郴州到衡阳这段

车费。”“你好聪明啊。”“要不然呢？我可不想和
过道里那些人站在一起，又抽烟，又随地吐痰，脏
死了。”棠虹嫣努了努嘴。车已经过了韶关，进入
南岭隧道地段，隧道连着隧道，白天与黑夜迅速
交替，有种时光穿梭感。过完这段，就是郴州了。

一起坐过火车，就有了交情。棠虹嫣在一家
保险公司上班，阮缃还在学校里读书，周末时，阮
缃会去棠虹嫣的出租屋里玩，有时候会遇见棠虹
嫣的朋友们，都是年轻人，几句话后就熟络起来
了。女孩负责做饭，男孩负责洗碗，吃完饭，打一
下午牌，日子逍遥。

棠虹嫣问阮缃：“那个穿着白色T恤的男生，
你有兴趣吗？”他叫叶洵，在银行上班，家在广州，
个子不高，估摸一米七到头了。
“他看不上我的，我一个外地女。”阮缃摇头。
“不一定，他亲口跟我讲对你有兴趣。”棠虹

嫣狡黠地眨眨眼。下午打完牌，有人提议去唱K，
叶洵让棠虹嫣点一首《红日》，棠虹嫣却点了一首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并把话筒递给阮缃。一首
歌唱完，大家都猜到这俩人是怎么回事。

顺其自然，两个人开始恋爱。阮缃回想，她
与叶洵是不是进展得太快，比如再推迟一点，等
到她工作之后再确立关系，而不是在她做学生的
阶段。进入职场，人开始变化，外企收入本来就
高，再加上又在市场部，钱已经不是问题了，这才
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主
动权回到了阮缃手里。此时，棠虹嫣已经从保险
公司跳到一家电商公司，也是一个故事。

网络购物兴起，以往还要托人从香港、澳门、
日本代购化妆品，如今全部正规化，网上点一下
“购买”按钮，各国的东西都可以快递至家门口，
价格还比代购便宜。因为熟人的关系，棠虹嫣被
分配去负责日本产品的销售部门，她本来就生得
靓，加上做事麻利，半年下来讲着一口流利的日
语，老板自然喜欢。棠虹嫣跟阮缃讲：“黄老板对
我很好，给我买香奶奶时，眼皮都不眨一下。”

那之前那个男朋友呢？棠虹嫣能来这家电商
公司，还是那个男朋友介绍的，所以应该是分手了
吧。阮缃也不多问。缘分的事，很难理清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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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缃又是怎么认识林川的？
应是前年，四月末，阮缃去东京出差，那时樱

花季已经接近尾声，想起竹久梦二的俳句：樱花
凋谢后，园城寺里又寂静。遗憾谈不上，本来就
是出差的，能撞上樱花季自然是好的，错过也罢
了。那日要早起办事，在酒店吃完早餐，走去便
利店买冰咖啡，转角处，竟然见一株还在盛开的
樱花，心花怒放，拿起手机拍下一张。

发给谁呢？
似乎无人可分享，她与叶洵的关系早已从稳

定进入寡淡，世间感情大抵如此，毫无深究的意
义。上野地铁站出来不远就是公园，一群中学生
正在排队进入。那天气温不高，阮缃穿着薄毛衣
加牛仔裤，外头还搭着一件风衣，女学生个个都
是短裙，抗寒力让她咂舌。继续往前走。阮缃要
去一家研究机构。资料室里坐着一个四十来岁
的中年男人，身材微胖，眼镜后头是一双吊梢眼，
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脑屏幕。
“早上好，我想复印一份资料，可以吗？”阮

缃用英语问。

男人抬起头，狭窄的两片唇中吐出一连串夹
杂日语单词的英语句子，阮缃不太明白，又重复
了一遍问话。男人的回答似乎也是重复刚才讲
的话。迟疑片刻，阮缃决定自行走向复印机，这
个行为惹怒了男人，他冲着阮缃叽里呱啦吐出一
堆日语，语速急促，寓意不好。里屋的工作人员
循声出来，她本以为这个人可以顺利沟通，哪晓
得还是无济于事。

委屈被压下去，这是异乡，独在异乡为异客，
不能硬来，她拿起手机给棠虹嫣打电话：“你快点
跟那个男的讲一下，我就是想复印这本书，他好
凶啊，我都吵不过他。”
“你居然和日本人吵架，你把电话给他，我用

日语来跟他讲吧。”电话那头棠虹嫣语气急促，估
计正在忙碌。

阮缃把电话递给男人。几分钟后，男人的表
情渐渐舒缓，等到把电话还给阮缃时，甚至还露
出些笑容：资料是可以复印的，但是需要提供护
照，且需要预先支付复印费——原来如此简单。
“谢谢啦，棠大美女。”阮缃给棠虹嫣发去一

条微信。“我还要开会，不跟你讲了。”棠虹嫣快速
回复，她总是很匆忙，匆忙是棠虹嫣的常态。

她呢？复印完资料，就去逛浅草寺，此时还
不是旅游旺季，游客稀疏，偶见几个穿着和服的
年轻姑娘，分不清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姑娘，叽
叽喳喳的，互相拍着照。绕着寺庙走了一圈儿，
决定去买一个心愿牌，看了旁边几块心愿牌，都
是祈祷具体事务，比如升学、求职、爱情……“万
事如意！”也学着旁边的人，三次击掌，再90度鞠
躬，入乡随俗。

从浅草寺出来时，接近中午。寺庙不远处是
一条美食街，随意走进一家拉面馆解决午饭。坐
下来时，才发现棠虹嫣又发来一条微信：“你要是
有空，替我找一个人拿点东西。”

棠虹嫣刚帮了她，她也该回礼，互不相欠。
于是，跟那个人约见面时间和地点。也是中国
人，棠虹嫣托他买了一些治疗关节疼痛的药物，
正好让阮缃带回广州。那人在微信里讲：“我住
在上野公园附近，要不我现在过去找你吧，下午
我还有事。”

午饭时间，又约在餐厅里见面，估计要一起吃
午饭。阮缃有些懊悔着急联系那个人，但已经把餐
厅地址发给他了，只能是等着——那个人就是林
川，国字脸，戴着眼镜，走路的时候一板一眼。

他一坐下来就跟阮缃讲：“我早就知道你了，
你是棠虹嫣的老乡。”“你怎么知道我的？”“你是
不是托虹嫣问过在职博士的事？”“哦——”阮缃
恍然大悟，原来是林老师。“虹嫣说你去国外访
学。”“是呀，我去年就过来日本了。”林川招呼小
妹又添了两道菜，阮缃认为林川是打算请她吃
饭，她并不想欠林川这个人情，更何况她或许还
要报考林川的博士，于是她同林川讲：“林老师，
先说好，这顿饭由我来请。”
“不用跟我客气，请你吃饭应该的。”林川望

着阮缃，阮缃与他对视了数秒，便败下阵来。她
无法获知为什么要低头，或许是因为天生对老师
的敬畏，但细究下来，好像也不全是吧。这就是
阮缃与林川的第一面，两个人匆忙吃了一顿饭，
又各自散去，模样倒是记住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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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应是一个节点，上一份

工作做足六年，往上的空间越发逼仄，身后又全
是想要上位的新人。感情呢？乏善可陈，不想再
捱下去，但七八年的光阴都搭进去了，离结婚差
一步，阮缃却动了分手的念头。

男朋友叶洵，祖辈都是梅州人，到了他的父
母这辈，才搬来广州，家里依然讲客家话。她听
不懂，每回去他家吃饭，只觉得耳边聒噪。叶洵

母亲同她讲：“小阮，你要学讲客家话啊。”“我不
会讲。”“所以你要学呀，你看阿洵的嫂子都会讲
客家话了。”

不予理会。她又不是非得与叶洵一家融成
一个整体，但叶洵不是这么认为，他半躺在沙发
上，伸出一只手，拨看塑料袋里的东西：饼干、糖
果及一些护肤品。
“你在哪里买的手信？”“机场免税店买的。”“这

些东西在楼下永旺超市就有的卖。”叶洵撇嘴，有些
责怪的意思，他嫂子正在一旁给孩子喂饭，也瞟了一
眼那袋东西。“你要是不喜欢，就把它扔了吧。”“阮
缃，你什么态度？说一句都说不得了吗？”“有你这么
说话的吗？这些东西也是我从日本拎回来的，你

一句‘谢谢’都没有，还挑剔我买得不好。”“本来就
是你没有买好，哪有给老人家送这些便宜货的。”

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嫂子见状，赶紧
抱着孩子走去厨房。不一会儿，叶洵母亲从厨房
里走出来，喊叶洵过来帮忙，把两个人分开。

阮缃便独自坐在沙发上，电视机里正在放着
《外来媳妇本地郎》，每次来叶洵家，他家电视机
肯定在播放这个电视剧。毫无新意。把脸撇
开。厨房里，叶洵的声音突然高调起来，叶母慌
忙低声制止。有什么好制止的，反正也听不懂他
家对话。阮缃起身，嫂子抱着孩子望了她一眼，
想说什么，直到门被阮缃拉开，她也没说出口。

大步往外走。打不到车，往地下钻，沿着地
铁一号线一直坐，从陈家祠坐到体育西，出口处
的7—11便利店女服务生，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今天怡宝买一送一哦。”

给棠虹嫣打电话，问她有没有空出来喝咖
啡。说好三点，足足捱到四点，棠虹嫣才匆忙走
进来，前面几缕头发像麻绳一样，随意甩在额头
边，面相刻薄。
“你今天看上去好憔悴，怎么啦？”阮缃问道。
“我刚去医院了，检查做到一半，财务催我

交报表，烦死了。”“你不舒服？”“你找我要说
什么吗？”“我和叶洵吵架了。”阮缃叹气，跟棠
虹嫣倾诉，“我真的不想和他在一起。”阮缃
强调。
“我跟你讲哦，你再不结婚生小孩，就是大

龄孕妇了。”“你再给我介绍一个呗。”阮缃半认
真地说。“林老师怎么样？”“你有毛病啊，我还要
不要考他的博士了。”棠虹嫣把杯子往前推了一
下:“我跟你讲件事，我怀孕了。”

谁的孩子？棠虹嫣不肯讲。阮缃问棠虹嫣:
“那你打算怎么办？”“看他喽！他要是和他老婆
离婚，我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要是离不成，我就打
掉。”“他有老婆啊！”“法律又没规定谈恋爱不能找
有老婆的人。”棠虹嫣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你赶紧
去找林老师，都快考试了，还不去抱佛脚。”

棠虹嫣讲得有道理，公司最近裁员的消息甚
嚣尘上，身边几个同事都在暗自觅下家，难免受
影响。她不是长情的人，但人有惰性，常年在这
个环境下生存，听从各种指令，如同马戏团的动
物，挪窝竟然变成一件难事。瞻前顾后又一阵
子，终于定下心来考博士。

林川推荐了一些专业书给她，时不时询问她
复习进度，她的回复总是客气。林川笑她：“不要
紧张，我们是同龄人。”
“林老师你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阮缃夸赞道。
这样的男人，若是单身，肯定有不可外说的

理由。那日，阮缃主动联络林川，许久未见他回
复，于是翻阅林川的朋友圈，发现他在镰仓。
“林老师，你在和女朋友约会吗？”
“不是，和几个朋友开车过来玩。”
过了一会儿，林川又补充一句：“我没有女朋友。”
阮缃顺着这句话往下问：“以前，总有过吧？”
“去年离婚了。”

阮缃心底“哦”了一声，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她并不计较，甚至心里陡然轻松起来。也是打这
天开始，她自觉配得上林川，她没结过婚，而且长
得还算好看，还有一定的积蓄，未来也许是女博
士……总之，阮缃动了念头，并希望把这个故事
延展开来。表面上看，前因后果，顺其自然，但是
其中缘由，只有她心里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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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叶洵提分手，在时间上是刚好衔接，对

方当然是不答应，但见阮缃态度坚决，也不好挽
留。一个月后，叶洵发来微信，说已经把她的东西
收拾妥当，准备寄给她。看到这条微信时，她心里
还是伤痛的，毕竟多年的感情，剥离时肯定伤筋动
骨，她以为可以尽快恢复，却生了一场大病，高烧几
天，人迅速瘦下几斤，眼眶也凹陷下去了。

一旦做下选择，就会发现要抛弃的东西，真
不少。

体检时，医生说她乳房里长了两颗纤维瘤，
建议切除。既然是额外之物，当然要剔除。棠虹
嫣认识的人多，问她有没有推荐的医生，棠虹嫣
答“好的”，可过了几日，还没有下文，阮缃气不
过，就与林川吐槽这件事，那时林川已经回国。
“你别急，我有好多医生朋友，我让他们推荐

一下。”
几日后，就预约到手术。缴费时候，护士提醒

她，建议家属陪同。她本想让母亲从湖南过来，但
又打听当天手术，当天即可出院，不想母亲舟车劳
顿，索性一个人去医院。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寂寞
的最高级别就是一个人动手术，没想到竟然发生在
自己身上，忍不住自嘲：“阮缃，你真寂寞！”

医学如此发达，用一种叫伽马刀的东西，在
乳房上开一道指甲长短的口子，就可以把胸里纤
维瘤取出来，堪称神术。

阮缃问医生：“纤维瘤取出后，还会复发吗？”
“看个人体质与生活习惯，有些人不会复发，

有些人则会。”“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清淡饮食，
最主要是保持心情愉快，女性的乳腺和子宫出了毛
病，与负面情绪有很大关系。”医生提醒阮缃。

阮缃苦笑。取出异物，伤口处敷着冰袋，再
用纱布紧紧缠住，有点类似欧洲贵族女性的裹
胸，呼吸都觉得困难，只能仰头躺在椅子上。再
一抬头，身边多了一个人。

林川抢先开口：“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没有人
陪你，我可以请假陪你做手术。”
“小手术而已。”
“万一有事，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这哪行？”
阮缃“嗯”了一声，对于林川的关爱，她有些

发窘。林川又说：“你得吃点东西，我去买一份粥
给你。”不是商量的语气。讲完，起身去买粥。

她没法弯腰，林川就拿着小勺子，小口小口地
喂她，旁人以为这是一对情侣，殊不知两个人关系
尚在开发中。阮缃有歉疚心，平白无故，劳烦他人，
所以要给予加倍热情与信任。她与林川聊天，这段
内容涉及出身与读书，大学与研究生，工作的事
情，以及感情——聊到这里，阮缃打住了。

她不知道该不该与林川说起叶洵这个人。
林川与叶洵完全两种人，林川是北方人，行

事习惯果断，你必须听从他的安排，但他一人一
家，无需再关注其他因素。叶洵呢，他是家族的
一分子，倘若要与他长久下去，就必须随他一起
进入那个大家庭，包括学会讲客家话。

自然是喜欢林川这种范式多一些。那日陪
伴，她自觉与林川关系更加亲密。术后休息几
日，又把年假续接上，多出大半个月休假时间。
林川问她要不要去逛永庆坊，逛完正好去泮溪酒
家吃午饭。阮缃欣然答应。

不来不知道，原来上下九步行街多出这么一
个热闹之处。一片破败的居民小区摇身一变，成
为文、商、旅为一体的现代化社区。“这是广州最

长的骑楼街，之前过来时到处都是中药味，现在好看
多了。”林川感慨道。

泮溪酒家依然要拿号，好在不是周末，等了一刻
钟就有了空位，两个人点了大中小茶点各几样。吃
到一半时，她瞧见前头有张脸疑是熟悉，以为是叶
洵，喉咙“咯”地响了一下。林川夹起一个虾饺落在
她碗中。

坐立不安，再一细看，并不是那张熟悉的脸，暗
自惊呼：“吓死个人了！”碗里虾饺已经吃完，筷子仍
然在空碗里捞。
“怎么了？”林川问。“没什么。”“虹嫣回了湖南好

长一段时间了，听说生病了，也不知道什么病，神神
秘秘的。”“她回湖南了？”阮缃回过神。“她没和你说
吗？”“没有。”“这么奇怪？”林川像是喃喃自语。

算着日子，已经六个月了吧。按照常识，六个月的
胎儿只能引产，所以棠虹嫣回湖南，应该是去处理掉那
个孩子……忍不住潸然，想起过去种种。林川却以为
这两人关系生变，他的话语触动了机关，于是噤下声
色。那日之后，再也未去过泮溪酒家，水准不同往昔。

5
因为林川，生活发生巨变。
博士报考了另外一个教授，也是林川推荐的，既

然已是男女关系，还是要避嫌，总不能又当男朋友，
又当导师。另外一个教授年过五十，性格随和，甚至
有些与世无争，非常好相处。阮缃已经许久没有做
过学生，禁不住雀跃，但又感动，若没林川，她走不到
这一步。学校生活是规律的，上课下课，晚饭肯定是
与林川一起吃。北门旁边的水煮鱼，一盆百来块钱，
胜在料足，两个人去了很多次。

多亏棠虹嫣，若不是她介绍林川给自己认识，她
根本无法从原先轨道上顺利挪移过来。

再见棠虹嫣，已经是第二年夏天，中间间隔一年
多。约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已经在路上平息了
激动，面前的女人老了不止五岁，原来生育如此催人
老。右边额头上一处毛发全然消失，两边脸颊失去婴
儿肥支撑，越发苦相。与瘦削的脸相比，身材却胖了
一圈儿，肥肉堆积在四肢与肚子处。

棠虹嫣先开口：“我结婚了。”
“还是那个男的？”
“哪个？”
“就是你说他离婚，你就把孩子生下来。”
“不是他还是谁。”反问阮缃，还未等阮缃再

问，又讲那个男人给她在广州市区买了一套房，家
中父母年过六十，应该是不会来帮她带孩子，那怎
么办？不是出不起请阿姨的钱，只是再好的阿姨
也是陌生人，不敢把孩子交给陌生人，所以这几年
全职带娃……阮缃渐渐明白，表面上两个人好久不
见，其实是来告知她，虽然现在丢了工作，但是
呢，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以后的日子不会差去
哪里。阮缃便不再插话，只听棠虹嫣一人发声。
“我要回去了，崽崽离不开我太久。”
“现在谁帮你带孩子？”
“我妈过来了，不过月底她还得回去。”
“为什么要回去？”
“我老公不是很喜欢我妈，吵了几次。”讲到

这，棠虹嫣脸色颓唐，终于见她露怯了。阮缃突然
不敢看她，把脸撇去一边，低声讲：“快点回去吧，我
忙完就去看你。”

回来广州，两个人又做回朋友，联系频率却不同
往日那般紧密，一是全职妈妈没有下班点，老公甩手
掌柜，棠虹嫣每日忙成陀螺；二是阮缃已经挪去另外
一条轨道上，她和林川可以讲田野调查，讲文献综述，
讲CSSCI期刊，但与棠虹嫣，却找不到话题。总之，
阮缃的背后像是出现一股新的力量，推着她往前走，
她也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只知道不能倒退，只能向前。

有时候她也会想，棠虹嫣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时
候消失的？她同林川讲：“你晓得吗？虹嫣不工作
了，在家带孩子。”
“每个人都能创造价值，不见得全职妈妈就不是

一份好职业。”
“她之前那么风生水起，那么多人追求她。”
“但是她现在是一个母亲，你不想成为一个母亲

吗？”林川反问阮缃。
又过了一些日子，棠虹嫣给她发微信：“你真的

可以来看我，白天黄昙瑞上班，就我和崽崽在家。”
阮缃想了半天，黄昙瑞应该就是棠虹嫣原来那

个老板……无所谓了，反正她也不认识他。
题图 张宇尘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李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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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芬这一问，李桂林立时
清醒了不少，也平静了不少。自
己这个人，别人知道多少不论，自
己总是百分百清楚的。两只眼装
不下一粒沙，得罪人还不是喝口
水一样简单的事。就说前些天在
省上开人代会，话筒到了李桂林这里，
他一张口就把心里话全倒了出来：中
央要求统筹城乡发展，说到了农民心
坎上。城市在大步前进，但是新千年
过了快十年，乌史大桥乡没有一寸公
路，二坪村没有一盏电灯……

李桂林讲这些时，不停有人在桌
子下扯他衣摆，他见省长一笔笔记着，
也就不管不顾。没等散会，有人把他
“请”到会场外：这些话不该拿这里来
说。李桂林反问道：人民代表为人民，
如果不是想多听一点基层群众心里
话，省长为何还要拿笔记在本子上？

这个事情李桂林给陆建芬讲过，就
在当天，从山脚一步步爬上来的路上。
上山的路那么远，总要找些话说，话一
多，路程会变得短。不过李桂林也知
道，虽说到省上开会是在寒假里，腊肉
被盗也在这期间，但是，就算把会场上
的人得罪完了，这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事。州里、县里、乡里的人他也都得罪
过，但这同样和盗窃案扯不上关系。破
窗而入的人只会是“内伙子”，就凭二坪
这么偏僻，路又远得险得外面的人打着
空手敢上来的都不好找。

最难以直视又必须面对，未经证

实、也许永远难以证实的事实就是如此：
他把二坪当成了远方的家，把村里人都
当了亲人，他用了最大力气去爱护他们，
但是他们当中，有人用同样的力气记恨
着他——他或者他们，不是冲着腊肉而
来，他们是冲着得理不饶人，有时候甚至
显得“一根筋”的李桂林这个人而来。他
们不懂得他言语锋利是因为内心宽厚，
不懂得他直来直去是因为性情耿介，不
懂得最宝贵的得到不是虚伪的迎合而是
中恳的批评，不懂得他们恨的根源，正是
他爱的本身。丢了那几挂肉算什么，信
任的丢失，人心的迷路，人与人的距离和
隔阂，才是他痛苦之山的最深处、最高峰。

这没心少肺的人会是谁呢？李桂林
喃喃自语，声音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

呷呷尔日的身影在眼前闪了一下。前
几年，村里突然刮起赌博风，有人身体和家
底都变得越来越薄。这股歪风非刹不可，
李桂林坐不住了。把呷呷尔日作为切入
点，无非因为他瘾大、家穷、人年轻，和学校
又没几步远。没钱下注了，呷呷尔日就赌
烟赌酒。李桂林闭着一只眼，他嫌火候不
足。听说呷呷尔日那天又伙了一群人到家
里“斗十四”，下种的豆子输得一粒不剩，还
缠着别人不让走，李桂林跑过去抓了现行。

100没心少肺的人是谁？

1954年学校新建“六院”时，又
得知米万钟与其子米吉土之墓葬于
其地。这两处都距勺园旧址不远。
其实，关于米家祖坟，史料中亦有涉
及。如孙国光《游勺园记》载：“策马
出西直门，行万绿阴中……无几何，
抵仲诏先生明农处。又无几何，抵
先生封树先大夫处，同西臣谒墓。距墓
数武而西，为勺园。”这里清楚说明，米万
钟父亲之墓就在勺园附近。待饱览勺
园景致之后，孙国光又感悟到米万钟所
以在此筑园的真正用意，对其“庐于墓”
的孝心大为赞赏：“大抵园之堂，若楼、若
亭、若榭、若斋舫，虑无不若岛屿之在大
海水者，无廊不响屧，无室不浮玉，无径
不泛槎，将海淀中固宜有勺园耶？园以
内，水无非莲；园以外，西山亦复如岳莲
亶其胜。闻先生之为勺园，以补先大夫
墓傍沙形也。然则先生居园，犹庐于墓
也，今而后真当赋《遂初》哉！”清顺治年
间，王崇简在其应米万钟之孙米紫来之
约所写的《米友石先生诗序》中也谈到，
米万钟与米吉土父子之墓东去已衰败
的勺园故址不远：“徘徊霜凄风紧之际，
东望土高数尺，则先生之墓在焉。而吉
土之冢复立其旁。”

正因为如此，侯先生十分
肯定地说：“于此可见，米家之
与海淀是早在构筑勺园之前就
已经发生了关系的。”侯先生多
次谈及米氏墓、米家坟，是有深
意的。米万钟这个名字已经和

燕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慎终追远”是
每一个后辈应有的情怀，难怪1954年新建
“六院”发现米氏父子墓时，他“肆后予闻其
事，急欲求其故址”，然而“已不可得，是不无
遗憾者耳”！清朝定鼎北京以后，海淀一
带的土地园林皆收归皇室。深谙“马上得
天下，不能马上治之”这一道理的新统治
者，开始了对这块土地的“文治”与归化。

康熙皇帝在明清华园遗址上修建了
清代第一座皇家御园“畅春园”，并常在
园中理政。为了听政方便，又在周边改
造和新辟了一些附属园林，赏赐给他的
儿子们居住。在勺园旧址重建的弘雅园
即是其中的一处。弘雅园建成之后，康
熙亲题了匾额。乾隆年间，此园一度作
过郑恭亲王积哈纳的府第。乾隆四十九
年（1784）积哈纳去世，园子收归内务府，
后供六部官员们上朝后退值休息。嘉庆
六年，改称集贤院。就在这不是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弘雅园中发生过一件影响

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事情。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

乔治三世派遣特使马戛尔尼率
团出使中国。马戛尔尼此次访
华，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
实际意图是想修改通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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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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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报纸文章的旁边配有图
片，上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但面
目模糊，看不清楚人的长相。张
月霞看过报纸，走到唐明安身边
劝慰说：“明安，不要难过，国民党
的报纸你也相信？你一个大活人
就坐在这里，报纸上却说你被击毙了，
这不是天大的谎言吗？再有，你看看
照片上的女尸，连脸都看不清楚，怎么
就断定是你的妻子呢？”

听张月霞这么一说，唐明安觉得有
道理，决定请组织上通过安徽省委帮助调
查一下，搞清楚家中的情况，平息一下他
对家人的惦念。没出半个月，安徽省委回
信说：近两年，蒋介石因寻找唐明安，没少
派特务到他家骚扰，前段时间又派特务来
到唐明安家，毒打他的父母妻儿，逼迫他
们说出唐明安的下落，结果其妻被逼投河
自尽，二老被殴打致死，其子下落不明。
唐明安看了调查回复，除了伤心流泪，就
是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痛恨这个欺压百姓
的政府和暗无天日的社会，发誓为了铲除
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而要战斗到底。

家中出的事情使唐明安伤心、郁
闷，仇恨之火让他吃不下饭、睡不好
觉，人也很快地消瘦下去。张月霞一
时想不出为他排忧解恨的好办法，除
了劝慰，还是劝慰。

天气也如唐明安的情绪一样，一阵
雷、一阵雨地闹个不停。这一天，雨过天
晴，旭日东升。张月霞早上起来就把门
窗打开，让屋中进进阳光、透透空气、散

散霉味儿，也让自己敞亮一下心怀，同时缓
解缓解唐明安烦躁的心绪。门窗刚刚打
开，就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快步走
进店内，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递给唐明安
说：“我这块瑞士怀表的表芯坏了。”唐明安
接过表看了看，说：“这表不是瑞士的。”那
人问：“那是哪国的？”唐明安说：“这是地道
的德国制造。”那人便说：“哦，我是外行，见
笑了。”说完，向门外瞥了一眼。

暗号对上了，唐明安把来人让到内
室，握住他的手问：“同志，是上级让您来
给我们传达任务的吧？”来人说：“是的，我
姓孙，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联络员。
省委决定明天组织纱厂、丝厂的工人举行
罢工游行，安排一些党员同志参加。请张
月霞同志马上通知到你所联络的党组织，
请大家做好准备。”来人说完，递给张月霞
一张字条。张月霞看后，划根火柴将字条
烧掉，然后出屋去执行任务。张月霞走
后，唐明安问老孙：“我的任务是什么？”老
孙回答：“你负责执行保卫任务，在工人举
行罢工游行时，如果与警察和特务发生冲
突，你要保护好其他同志，不能让他们抓
走我们的同志。”听完老孙的传达，唐明安
一反多日来的哀伤、郁闷，立刻精神振奋：
“好！”他摩拳擦掌，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