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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渡船在黑色橡胶圈围住的码头边靠了岸，由

于惯性，茉茉趔趄了一下。这趟来往于浦东浦西的
摆渡船，茉茉足足乘了8年。15分钟的摆渡，只等那
一踉跄，她闭着眼都知道是船碰岸了。
相对于浦东的其昌站，浦西这头叫秦皇岛站。

闸门一开，茉茉第一个冲出了船舱，晚秋的傍晚，天
黑得早。上了一辆守候的出租车，说了目的地，司
机说现在很堵车，是上下班高峰。茉茉问，尽量快
点行吗，爸爸躺在医院里。司机想了想，说：“好吧，
侬上车，我尽量快。”
车子在暮色中穿行，避开了红绿灯的大马路，

驶入了市井气十足的小弄堂。这个点，人们要的是
弄堂饭菜香，火锅店麻辣味，熟悉的糖醋味和一闪
而过的时髦夜女郎，至于什么法租界的夜总会，上
只角的老克勒名媛们，也就是活在书本与传说中，
与小弄堂的人们没有什么关系。
小弄堂的行驶速度犹如蜗牛一般。
“小姐，侬好像有什么心事？”司机透过反光

镜问。“侬哪能看出来了？”“侬的腔调！”“我啥腔调？”
茉茉不耐烦地看着移动迟缓的窗外。“霍山路十
年不变的。”司机自言自语分散着茉茉的注意力。
车窗外，两旁的红砖小洋房，在暮色中毫无

生气。常年失修的斑驳墙面，与不远处的30层
新大楼不很协调。豆浆店搬走了，父亲最喜欢
的早餐店如今改成了足浴房。茉茉注视着一间
不起眼的街面店铺：父亲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
豆浆，手里筷子上穿着几根黄澄澄冒着热气的油条。
此刻，父亲瘦高的身影出现在了茉茉眼前。
霍山路不长，回忆却悠长。
她鼻子有些酸，别过头去，不再看窗外记忆中

的碎片场景。黄昏的弄堂，犹如玻璃杯里的绿茶，
沉淀后将茶叶的本色留在了杯里。一座城的原色
要在黄昏时候去感悟，忙着做饭的弄堂“原住民”，
开始张罗一家的晚餐，一声声亲切的呼叫，伴随着
女人们麻利的肢体语言，油锅下菜的瞬间，整条马
路就活了起来。
浓赤甜腻的酱油味道呛鼻而来，是饥渴的下班

人的慰藉，这条小马路，茉茉一走就是10年光景，在
两点一线漫长而枯燥的岁月里，小马路是通往家的
必经之路，也是延迟回家的理由。在路上买上一块
可颂坊的拿破仑蛋糕，边走边吃，晚些回家是不愿
意听到母亲的唠唠叨叨，再可口的饭菜都没有手上
这块蛋糕来得美味。
那家街角成衣店还在。始终是昏暗的灯光，白

天也是。父亲的那件靛蓝色“大岛茂”式样的呢子
大衣，就在这家店定做的，那是父亲最钟爱的一件
大衣，瘦高的身材穿上这样的定制版大衣，牵着茉
茉的手，昂首挺胸地走过弄堂。她总会仰头偷偷看
一眼父亲，三七开分明的头路，隐约嗅到的父亲头
发上的发蜡味，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脚上的一
双尖头牛皮鞋，擦得锃亮，总是引人侧目。茉茉骄
傲地攥紧了爸爸的手。
包里的手机响了，吓到了正在沉思的茉茉。
“茉茉，侬到医院了吗？”是母亲的声音。
“姆妈，就快了，爸爸怎么样了？”
“爸爸不好，可能……”母亲语调忧郁。
“姆妈，侬不要急，爸爸会好起来的。我马上就

要到了。”
挂断电话后，茉茉明显感到司机加大了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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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梁时运将厚重的砧板拿到了八仙桌上，戴

上袖套，从脸盆里拎出半条鲤鱼，从灶台下面抽出
一把切菜刀，熟练地用刀背刮鱼鳞，声音伴随着鱼
鳞四溅，一边刮着，一边冲南面的房间高声问道：“王
斯琴，今天茉茉和莉莉几点来吃饭啊？”
母亲王斯琴往一团黄色绒线上插上了毛线针，

走到八仙桌旁：“莉莉下班了再去幼儿园接托尼，乘
37路公交车，不塞车应该也要6点钟到。茉茉浦东
过来还要乘摆渡船，说不定的。哎呀，侬这老头子，
鱼鳞慢慢刮不可以吗？你看看，刮得桌子上一提斯
噶（上海方言，意为乱七八糟），我昨天刚刚把台子
全部擦了一遍。”
梁时运眼神飘过一丝不屑：“侬个辈子，就是一

张嘴巴不讨巧，台子脏了再擦一遍就是了嘛，啰里
巴嗦的。女儿说她们最欢喜吃我烧的鲤鱼划水了。”
王斯琴扔下一句话：“我吃着味道也一般。”便回南
面卧室，继续结毛衣。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出来

说：“托尼自小就不吃有骨头的食物，鲤鱼都是骨头
怎么办啊？”
梁时运切了姜片，又将一团青葱打了结，放在

了洗净的鲤鱼肚子里，冲着南面卧室说道：“这小孩
出生在中国，吃中国饭长大，也该让他知道，骨刺多
的鱼才鲜美呢。”
王斯琴将里屋的电视调到了戏曲频道，冲着厨

房叫起来：“京剧开始了，快点，快点!”
“来了，来了，看半个小时京剧，我再去烧鱼。”

梁时运掀开炉子上的砂锅，用筷子戳了戳里面的一
只蜡黄的草鸡：“酥了。”他自言自语并关了火，笃定
地走到了里屋。
电视里正在播放京剧大师谭鑫培的唱段《失街

亭》，谭派唱腔苍凉、浑朴，声音弥散在窗外渐沉的
暮色里，梁时运不知不觉地跟着唱了起来。
……

可怎么也发不出声来，梁时运咳了几声，喉咙
里还是像堵了东西发不出声来。他环顾四周，老婆
呢？老婆的绒线呢？取代电视的是眼前发着幽幽
绿光的一台机器。鸡汤味道呢？梁时运吸了吸鼻
子，传入鼻腔的是酒精药水混杂的味道。透过浑浊
的视线，他的眼前是一根长长的支架，两边各有一
瓶东西，其中一瓶连着自己的手，梁时运想抬起手，
可整个胳膊仿佛置于冷冻室似的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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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跟在一位四十岁开外的女人身后，喇叭摁

得嘟嘟地响。“过了公平路码头就差不多到了。”司
机安慰着茉茉。这之后的路好像就真的顺畅了。
闻到了黄浦江水的腥味和听到黄昏船只鸣笛的声
响，差不多也就到了。
关于黄浦江的记忆，茉茉将它分为出嫁前与出

嫁后。出嫁前的黄浦江是早晨五六点光景轮船的
鸣笛声，茉茉从睡梦中惊醒，人们尚未开始一天的
忙碌，还可以睡上一小时，妹妹莉莉在一旁轻鼾着，
和着节奏的轮船鸣笛声，茉茉翻转身惬意地睡个回
笼觉。6点半，父亲准时敲响了她们的卧室门，并说
了声：“起床了。”出嫁后，茉茉搬离住了二十几年的
沪东，与丈夫国全搬去了沪西，熟悉的黄浦江的身
影也就慢慢淡忘了。
司机将车停在一所医院门口，付款时茉茉隐约

听到司机说了一句：“父母一代自有父母一代的福，
问心无愧就可以了。”绿色出租车消失在了暮霭里。
茉茉望了许久，裹紧了米色呢子大衣走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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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灯光昏暗。吊水支架屹立在梁时运病

床旁两个月了，此刻将影子投射在了灰白的墙壁上，
犹如瘦长的张开了双臂的木偶。老婆这些日子一
直陪伴在他身旁。他熟悉她的气息，如今那气味让
他安心，但曾经却令他讨厌。
梁时运想到了那个雨夜……
王斯琴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哭泣，一双女儿扑通

一声跪了下来哭着说：“爸爸，别和姆妈离婚好吗？”
王斯琴用手帕抹着泪水，声音凄楚：“我们离婚了，
两个女儿怎么办？她们还小，你怎么这么狠心，就
是嫌我出生乡下，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莉莉吓得瑟瑟发抖。
梁时运手里拿着一张离婚协议，面无表情地对

着王斯琴说：“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长痛不如
短痛，你还是赶紧签字吧。”说完，将那张协议书扔
到了王斯琴面前。王斯琴推开了梁时运的手，哭得
更伤心了，她搂紧了茉茉和莉莉……
这一幕最近时常出现在梁时运眼前，挥之不去。
忽然，一只粗糙的手握住了梁时运，他本能地抓

紧了那只手，这是王斯琴的手。他不想放开，怕一松
手就是永远。所以，他紧紧地握住老婆的手，想尝试
着告诉她：他要走了，以后的日子，唯有她一个人生活
了，要照顾好自己。他还想说，我以前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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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桌上，梁时运将厚厚的砧板放平，开始一

刀一刀切着自己做的白斩鸡。又将剥了壳的虾仁
倒入蛋清液里，一边搅拌，一边说道：“炒虾仁之前，
一定要将虾仁裹上蛋清，老路最喜欢我这道菜了。
王斯琴“嗯”了几声，便转身去阳台收衣服了。
“爸爸，路伯伯来了，我看到他了。”茉茉在阳台上

一边向屋里叫着，一边对着三楼下的一位中年男人挥
手。那男人也仰着头灿烂地笑道：“是茉茉吗？爸爸在
吗？”茉茉欢快地说道：“在呢，他正等你咪老酒呢！”
梁时运听说路希民来了，便熟练地将一盆已经

腌好的虾仁，“哧溜”一声滑进了油锅，迅速翻炒了
几下，又淋了些绍兴黄酒，虾仁颜色转成粉色时，关
火装盘，一气呵成。路希民进屋子就说：“我在走廊
里就闻到了香味，老梁的拿手菜，水晶虾仁，哈哈。”
路希民微秃的头顶泛着光泽。

八仙桌上摆满了菜，都是梁时运的拿手好
菜。红烧鲤鱼、白斩三黄鸡、炒花生米、清炒小
青菜、水晶虾仁，还有王斯琴拿手的熏鱼、卤牛
肉、扁尖老鸭汤。梁时运从里屋橱窗里，拿出了
一瓶茅台酒说：“老路，我们今天就喝这个。这
是我珍藏了6年的，今天我们哥儿俩就喝完它吧。”
“这怎么舍得呢，还是藏着吧。”路希民说

道。“再藏着，就要藏到棺材里去咯。”梁时运谨
慎地打开了那瓶茅台酒，顿时满屋酒香，路希
民夸张地闭着眼睛，还没喝一口就醉了。
茉茉叫了在卧室看书的莉莉，一家人加上

路伯伯，围坐在八仙桌前有说有笑。茉茉喜欢这一
刻。路伯伯的到来，总会让本不太和谐的家，有了
一丝生动与温暖。
八仙桌上，路希民和梁时运总有说不完的话，

茉茉在里屋听着他们的谈话，当看到他们酒醉后的
一脸酣态，觉得这一刻甚好，父亲没有了一贯的冷
傲，居然像个孩童般傻呵呵地醉笑，母亲也一如所
有的当家主母那样，理所当然地等着自己男人的酒
宴散场后的收拾。这时候，她才发现，母亲活得才
像是上海姆妈。
可是以后的岁月，路希民举家从上海搬迁到了

花桥，来找梁时运的次数也就少了。有时周末，梁
时运会搭乘长途车去花桥。父亲曾对茉茉说，等他
退休后，要经常去找路伯伯，那是他一生最聊得来
的朋友。可是，前年，路希民却因病故去了。
那天是冬至。茉茉记得父亲脸色很不好。出

门时，淡淡地说了句，我去花桥参加路伯伯的追悼
会。走的时候，又从柜子里拿了一瓶珍藏的高粱酒，
说要和路希民一起喝。王斯琴说要一起去，梁时运
却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独自一人出了门。
茉茉站在阳台上，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没有了

以前的伟岸。直到第二天晚上，茉茉看见父亲面色
苍白地回了家。从那以后，他便沉默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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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的长廊。
这里是父亲的最后归宿，也是被医院“宣判”了

的病人的最后人间世。长廊寂静无声，生与死，仅
隔一栋楼。旁边那栋楼里，是生命第一篇章的妇产
科，初为人父母的欢笑时不时穿透上空，而这栋楼
是人生的尾声，一些人将在这里谢幕舞台。
茉茉问了一位迎面走来的年轻小护士，818房

间在哪里？“走到底。”小护士头也没抬。电话响了，
是莉莉打来的，语气焦虑：“姐，爸爸怎么样了，我和
Frank在香港机场，就要起飞了，我们赶回来。”茉茉
说：“我在医院，不是很好。赶紧回来吧。”
轻轻推开了818房间。
“爸，我回来了。”刚说完，就抑制不住泪流满面。

这句话，伴随着茉茉所有的闺中待嫁时光，无论是
放学，还是下班，都是她回家后的第一句话。
病床上躺着枯瘦的父亲，身上插满各种仪器，

她快速走到父亲跟前，父亲尚存的几缕白发紧贴着
额头，脸庞却变陌生了，她捂着脸不能自已。
王斯琴坐在一旁发着愣，看见茉茉，目光呆滞地问

饭吃了吗？茉茉没有回答。母亲，总让茉茉有打
翻了调料瓶的感觉：甜也不是，咸也不是，酸也不是。
“又买新大衣啦？你的衣服太多了，不要再买

了好伐？”王斯琴上下扫了一眼打扮入时的茉茉。
每一次的母女开场白，总是从茉茉的穿着开始。
茉茉将名牌包扔到椅子上，说道：“姆妈，

我现在真的明白，爸爸为啥不喜欢你了。你以
为靠着你的勤俭持家，就能省下一栋楼吗？你

以为你的忍辱负屈就能赢得家人、街坊邻居的尊敬
吗？侬晓得吗，现在的公司白领，没有几件像样的
服饰包包，真的在公司里都站不住脚。爸爸会有今
天，你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积攒在心里许久的
话，茉茉一吐为快。
“我说不过你，你老爸就要走了，你还在这里责

怪我？我有什么责任，我把你们养大，你们没有一
点良心。”王斯琴一屁股坐在病床边缘，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地抽泣起来。茉茉心有不忍地将母亲搂
在了怀里，她后悔在这样的场合又和母亲吵架了。
只是不知为什么，与母亲总能随时随地吵架。
“国全今天会来吗？”王斯琴打破沉默。茉茉说：

“会的，他一定会来的，可能会晚些。”国全，就是那
种被称之为丈夫经典的上海男人。不高不矮的个
子，不热情也不会冷淡，能挽起袖子做晚餐，又能在
公司高层里左右逢源。每天不厌其烦地切换着丈
夫、女婿、父亲和公司高层的角色。
有时候，茉茉问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枕边十几

年的这个男人？不可否认，国全是一位好丈夫，虽
然在他面前，老婆的精心打扮还比不上对晚餐的咸
甜度来得上心。但他却能敏锐地感知到，茉茉什么
时候需要一个人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什么时候需要
与他聊聊天，这点，他总是拿捏得很准。
王斯琴削了个苹果递给茉茉：“人啊，真想不

到的，半年前还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说病倒就病
倒了。你爸爸以前是健康得让人羡慕的，谁知这
病会找上他，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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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那位带着苏北口音的胖阿姨，出现在了梁

时运床边。她熟练地为他擦身洗脸，然后漫不经心
地说，老先生应该就是今晚了。王斯琴眼泪顿时流
了下来。茉茉问道：“为什么这么肯定？我们应该
听医生的才对。”苏北阿姨说：“我干这行很多年了，
在我手里送走了多少人我自己也数不清。你爸爸
脸色干净，我给他擦脸时气息已经很弱了。晚上，
我会为他穿衣服的。”
茉茉再次抑制不住眼泪。
苏北阿姨安顿好了一切，离开了病房。
门打开，国全走了进来。见到茉茉，疲倦的眼

神也舒展开来：“今天星期五，下班一路堵车。”国全
话语里全是无奈。他蹲在梁时运床前，久久凝视着

双眼紧闭的岳父，突然匍匐在床边眼圈很红。茉茉上
前拍了拍他，国全喃喃自语：“以前，都没有好好陪陪爸，
一直忙工作，现在，爸爸就要离开我们了……”

8
梁时运动了动胳膊，但是浑身冰冷，他睡在这张床

多久了？他记不清了，但是他想坐起来，他想看看这一
屋子的亲人。他甚至想起身，与王斯琴一起走回家。
对，那个新家，才住了5年的新家。他清楚地记得，他
和王斯琴坐在一辆搬家的大货车上，卡车上的家具都
是王斯琴夫妇用了几十年的，那张八仙桌尤为醒目。
留着还是扔掉，王斯琴与梁时运为此争执不休，梁时运
认为搬到新家，应该以全新的姿态生活，用了半个世纪
的八仙桌还是扔掉吧。而王斯琴却是个念旧之人，她
总认为，那是她公公留给她的东西，怎么说扔就扔呢？
梁时运熬不过王斯琴的执着就带上了。
新家宽敞明亮，冬天有地暖，夏天有空调，宽大的

客厅，能望见前面的一条小河。阳台上是种植的吊
兰与仙人掌。黄昏时，梁时运牵着王斯琴的手，漫步
在河边。回到家，嗅着满屋子的实木香味，渐渐地进
入梦乡，这是他理想的生活……
“爸爸。”他耳旁有轻柔的呼唤声。那是再也熟悉不

过的女儿的声音。还有一双厚实的大手，将他无力的手
握在掌心。那是Frank的手。他真想说一声：“How are
you, Frank？”这是他练了很多天，才练好的一句英语。
Frank握着他的手，说他今天气色好多了。莉莉

看到爸爸今天居然半坐了起来，笑了，抚摸着他额头
上仅剩的几缕白发：“爸爸，您今天看起来特别精神，
过些日子可以回家了。”
Frank与王斯琴、茉茉、国全打了声招呼。茉茉看着

莉莉一脸的疲倦，什么也没说，将她扣错位置的大衣纽
扣重新扣好。梁时运庆幸小女儿、女婿远道回来看他
了。他和Frank沟通不多，碍于语言，Frank是法国人，说
着为数不多的他能听懂的几句中文。今晚，他可真想与
Frank促膝长谈，一边谈，一边喝着Frank给他的威士忌。
可是，他想应该是没机会了。他猛然想起，自己

曾经教Frank做过一个动作，作揖。Frank的手法总
是不对。他曾经跟 Frank解释“作揖”，那是中国汉
族传统礼节，是一种尊敬敬礼的手势，相当于西方人
的拥抱。男子右手握拳，左手成掌，抱拳前推——多
美的动作啊，只是现代人都摒弃不再用了，用握手来
替代作揖了。梁时运想最后一次教他做“作揖”这

个动作。他用尽平生力气，努力举起双手，右手
握拳，左手成掌，向着即将迈出病房的女婿们作
了个揖。Frank看到了这一幕，转身在门口恭敬
地向岳父大人还了个礼，而后梁时运听到他说了
句：“放心吧，爸，家里有我呢。”
梁时运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随即整

个身子瘫软在床上。好了，他觉得是时候好好睡
上一觉了。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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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你
蔡文珊 蔡元熹

亲爱的台湾小朋友：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山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的山蜿蜒起伏，气势磅礴，

就像妈妈宽广的胸怀，

包容着、保护着她的每一个孩子。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河流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的河流波澜壮阔，奔腾不息，

就像妈妈长长的手臂，

拥抱着、滋润着她的每一个孩子。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

文明传承的文化瑰宝，

也能体会到现代化高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丰富多

彩与快捷方便。

如果你问我，大陆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告诉你，这里的老师认真负责，和蔼可亲，

无私地把每一点知识传授给我；

这里的同学活泼可爱，热情善良，

我们的友情如花儿一样美好，如水晶一般珍贵。

如果你问我，在天津和台北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天津，这里有条台湾路，

我的家乡在台北，那里有条天津街，

我在天津可以品尝到台北正宗的卤肉饭和珍珠

奶茶，

我在台北可以吃到天津的糖炒栗子和煎饼馃子…….

妈妈告诉我，

迷路的孩子只有重新回到母亲怀抱，才是安全和

幸福的，

如果走错了方向，就再也不会有温暖和安宁。

爸爸告诉我，

大陆和台湾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自古就是

一家人，

我们从小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亲爱的台湾小朋友，有空可以到大陆来看一看，

亲爱的大陆小朋友，以后一定也要到台湾去玩一玩。

愿我们架起两岸之间友谊的桥梁，

传递两岸的风土人情，传递中华民族

勤劳、善良、勇敢、坚强的美德，

愿我们脚下的每一方土地都更加繁荣昌盛！

（作者系天津市南开中心小学学生）

目前律师收费无外乎遵循着
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叫做计件收费，律

师每做一件法律服务，就获得这一
件法律服务的固定收费。比如律
师写一份起诉状收一元，写十份起
诉状就收十元，以此类推。计件收费广
泛应用于同类项法律服务的“批量生
产”，也可以是单件收费的“零售”。
第二种方法按照“小时”计费。按小

时收费的方法，在中国当下的法律服务
环境里并不通行，怎样确定律师的收费
费率，别说当事人和律师之间不能够达
成共识，就是律师与律师之间也彼此有
差距，资深律师和年轻律师之间的费率
该怎样作区分，甚至什么样的律师可以
算作资深律师，这都还存在着争论。律
师会不会把一个工作小时就能够做完的
法律事务，注水到三个小时完成，你可以
讲慢工出巧匠，那就看你的当事人是不
是信服你了。如果你说你做这件法律事
务就是需要两个小时，那结果很可能是
当事人选择一个小时就做完了的律师。
以小时来计费，更多的是应用于简单的
法律咨询。法律咨询面对面进行，用了
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比较好算账。
第三种收费方式，就是按照标的额

的百分比来收费。很多人认为，标的额
一万元，或者标的额一个亿，从律师的
角度来说，所做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区
别，这样看来，似乎还是按照小时来计
费更为合理。是不是这样呢？也不一

定，标的额更大的案件，往往法律关系更
为复杂，难度还是要大得多。所以很难想
象，标的额一万元和标的额一个亿的案件，
律师所付出的工作时间是一致的。更何
况，律师的工作是社会工作，标的额大的
法律案件，往往会使律师有更大的责任和
压力。按照标的额收费，一般惯例是无论
案件的结果怎么样，律师都是按照双方的
约定来事先收费，还有一种情况是“风险
代理”，就是说律师如果不能帮助当事人
打赢官司，就拿不到相应的报酬，而案件
的结果越好，律师的收费越高。

现在司法行政部门允许律师和当事
人完全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来商量该如
何收取律师费，就是说，律师事务所可以
提出收费的想法和标准，只要当事人接受，
这就可以了。无论是哪样的收费方式，双
方协商，你情我愿，按照公平原则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民事活动，就没毛病。律师
除了收取律师费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
的额外收费，外出办案可能还存在着交通
费和住宿费等其他费用，这些都是按照标
准来实报实销。律师以不额外增添当事
人的负担为原则。也有个别律师存在着
私自收取律师费的行为，不入律师事务所
的账，那是不允许的。

15 收费三法

龚自珍本想一雪前科之耻，
谁知这次乡试竟然名落孙山。放
榜后痛苦、郁闷之情可想而知，想
即刻回徽州，又觉得无颜见父母、
妻子及徽州师友；滞留京师也无
所事事，触目伤神。
这天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自珍碰

见了朋友汪全德。汪全德是江苏仪征人，
字竹素，号小竹，嘉庆九年举人，联捷成
进士，现任工部主事。他已经知道自珍
落第的事。为了安慰自珍，特意邀他到
自己家中去。汪家院内有许多花卉，无
奈自珍心绪不佳，无心观赏。自珍每见
一花，都能勾引出满腹怀才不遇的幽怨
情绪。晚上留宿汪家，彻夜难眠，独倚阑
干，看见院中牵牛花，自珍不禁技痒，填
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阑干斜倚，碧琉璃样轻花缀。惨绿

模糊，瑟瑟凉痕欲晕初。

秋期此度，秋星淡到无寻处。宿露

休搓，恐是天孙别泪多。

意思是说，晚上我斜倚着阑干，看那
碧琉璃一样的牵牛花轻轻地缀满藤蔓，
惨淡的绿色模模糊糊，瑟瑟冰凉的一弯
残月刚刚洒下清辉。秋闱的日期就这样
过去了，秋夜的星光暗淡得难以寻到。
夜晚的露珠挂满了牵牛的叶
子，不要去抚拭，这恐怕是离乡
游子的思乡之泪吧。
全词写花的萎落、时序的

流转，秋凉渐生，星光迷离，牵
牛花，牛郎星，花星对望，惆怅

万端。真是妙想联翩，贴切绵密，情味深挚，
感人肺腑。伤感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暗
淡得难以寻找的秋夜星光，不正是自珍心
中的希望之星吗？但它是何等的渺茫啊！
第二天，自珍告别汪全德，离京南行。

一路上看到广袤原野田园荒芜，房屋破旧，
一片萧条景象。这年直隶又遭大旱，赤地
千里，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处流
浪，自珍心头更加沉重了。自珍束发受书，
就志在苍生，志在国家，如今看到国弱民贫
到这等地步，难免忧心如焚。他本想救国
救民，可是空怀报国之志，进身无门，怎不令
人愁苦欲绝？出京后他反复自问：究竟是自
己学业不精、学力不逮，还是科举制度不合
理，不公平？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的理
想和自己正在走的道路凿枘不合，甚至南辕
北辙。国家明明需要的是经世致用的实学，
而科举凭的是僵死、空洞、毫无实用价值的
八股文。八股文明明是块“敲门砖”，敲开
仕宦之门，便被弃之如敝屣。若于此耗费

大量心血，实在太不值得。但舍
此，又难登仕途，也就永远难以施
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
他想，若能改革一下现在的科举
办法，不凭八股取士，而凭真才实
学选拔人才，该有多好啊！

47 名落孙山倍伤感 2“窝囊废”和“燕巴虎”

高克己从纪检委办公室回来，
屁股还没坐稳，桌上的电话铃就
急促地响起来，他抄起电话刚要
开口，听筒里传出他熟悉的沙哑
声：“‘窝囊废’，听说你让上面来
的人提走过堂了，呵呵，赶脚（感
觉）如何呀？”高克己没好气地冲对方
抱怨：“哪股邪风把你吹出来了，不好
好在食堂蒸馒头，尽管闲事。”对方说：
“我的消息百分之百准确，自己哥们儿
被上司问话，我不得关心关心呀。担心
你心里有郁闷排解不开，回头再得点病，
这才主动给你做心理辅导嘛。”高克己
说：“你自己都混到食堂蒸馒头去了，还
给我做心理辅导？我看你也是撑得难
受，我嘴严着呢，从我这打探不到任何
消息。”对方说：“行，你就是铁嘴钢牙铜
舌头不锈钢的腮帮子——自己憋着吧！”
“啪嗒”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

其实，高克己去纪检委办公室，不是
被调查，而是核实平海铁路公安处处长
李正弘的一些情况。李正弘外号叫“钻
天猴”，是刑警队的老哥儿几个给起的外
号：他在仕途上进步飞快，喜欢钻营，善
于见风使舵，像个屁股上点了引信的钻
天猴一样，呲呲往上蹿。如今知道这个
外号的人不多，而敢于喊出这个外号的
人更少了。而“窝囊废”，则是高克己的
外号，就跟李正弘的“钻天猴”一样，属于
他们那个年代的群众智慧的产物。

有句老话说得好，人不得外号儿不
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就拿刚才打电话

的这位来说吧，他是公安处食堂做饭的民
警，名字叫颜伯虎，最早也是和高克己、李
正弘并肩战斗过的同事加战友加师兄弟。
当年以能言善辩思路灵活著称，厉害的是
问他什么，都能张嘴就来绝不打喯儿，天
上飞的、地下跑的，航空母舰洲际导弹，
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各式手枪的长短
优劣，抓人上铐子时哪个动作最狠最快，
预审讯问时的拍、惊、震、激、提等技巧，
哪个最行之有效，都能像行家似的讲出
个大概。有一次，同事抓到个犯罪嫌疑
人，是个外科大夫，他竟然能和嫌疑人讨
论怎样开刀留下的创口小，还能取出异物
缝合时不会有刺眼的疤痕。弄得一旁几
个新入警的大学生听得入了迷，非要让他
说说如此高的修养和水准是如何炼成的。
他大嘴一咧大言不惭地说：“外科手术开
刀跟小偷使‘抹子’作案差不多，都是开小
口、办大事，手艺不行的才把口子划得像
狗啃的一样。”临了，还自嘲一句说：“我是
假行家，你们别当真。”结果，大家就给他
起了个“假行家”的外号。过了段时间，感
觉颜伯虎说得似乎有道理，就是知道得太
多太杂了。于是，用他的姓氏开头，和他的
名字颜伯虎谐音，才有了现在这个外号“燕
巴虎”，也就是学名蝙蝠的白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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