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子

连载·段子

2011年1月4日 星期二 编辑：牛蕊 美编/组版：王小涵B16 今日烟台

29

◆书名：给福尔摩斯的信

◆作者：儒爵爷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瑞恩之死

◆书名：七年一梦迟迟醒

◆作者：芬妮欣欣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她的记性一

向特别好，不愿想
并不代表记不起，很久以前章

亦深曾说过一句话，她到现在

还记忆犹新。

“我章亦深从来不做赔本

的买卖。”相信这一次，他亦不

是无的放矢。沉思中，肩膀突

然被人拍了一下，她抬起头来

只觉得眼前一亮，一个人已经

站在了她身边。

面前人含笑而立，一身黑

色小晚礼服勾勒出曼妙的曲
线，缕空针织流苏披肩，手腕

处一圈镶碎钻的手镯灿然莹

光，整个人美得像一幅清新的

仕女图。纪清浅不可思议地望

着眼前这张精致秀气的脸，半
天才惊呼了一声，以手抚额欢

声叫道：“佳妮，是你。”

她在大学的朋友并不多，

王佳妮正是其中一个。如果不

是王佳妮，她不会认识章亦
深。当年正是章亦深出手相
助，小弟的身后事才得以顺利

解决，她的父亲肾病病危，也
全靠章亦深从美国请来医生

实施换肾手术，如今才能在家
安享晚年。

尽管她也因此付出了更

大的代价，但是即使再回到从
前，她依然会做出同样的决

定。世事像一局棋，每一步都

环环相扣，祸兮福所倚，福兮

祸所倚。

两人轻轻拥抱了一下，彼

此心中激动莫名。听说王佳妮

早就嫁人去了美国，算是在同

学中日子过得比较遂意的一
族。只是今日再见，很明显地

在她的脸上看到了沧桑，再浓

艳的脂粉也抹不掉眼底的倦

意失落。“我离婚了，两年前在

美国，孩子判给了父亲，我一

个人回国。”简简单单的一句

话，道尽了生活的苦涩无奈。

王佳妮的眼中蒙上了一
层水雾，握着纪清浅的手诚恳

地说：“清浅，这么多年来，我

一直觉得对不起你，要不是

我，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不会怪我吧？”怎么怪？纪清
浅苦笑，命运是自己选择的，

能怪得了谁？她当年如果不走

这一步，也许比现在更惨。

“你别这样说，过去的事

我也不想再提。对了，你今天

怎么会来这里的？还有同学怎

么都来得这么齐全？”虽说是

因为章亦深为×大建立助学

基金的缘故，但来的都是纪清
浅的老师同学也未免太凑巧。

纪清浅不便向章亦深询问，只

得转弯抹角地问王佳妮。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

道？”王佳妮惊异万分地说道：

“这个聚会是章亦深承办的，

所有的客人都是他邀请来的。

要找到这么多的同学聚到一
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业
这么多年，大家分散到全国各

地，各人又都有各人的事业，

真难为章亦深是怎样做到一
个都不落下的。”

正聊得兴起时，章亦深不
知什么时候摆脱了那些记者，

笑着过来同王佳妮打招呼。

“王小姐，有你陪着清浅我就

放心了，原以为不过是一个小

小酒会，想不到会来这么多的

记者，倒教我始料不及。”

“章先生是商业巨子，一
言一行自然惹人关注。你为×

大投资了一千万，又承诺了静

心孤儿院的慈善赞助，关于章

氏资金窒滞的流言自是不攻

自破，章先生果然不愧是一个

精明的商人。”章亦深仿佛有

点怔，然后就笑了。“王小姐目

光如炬，在下只不过趁机为章

氏打个广告罢了，想不到也逃

不过王小姐的眼睛。”

“过奖！”

“章总！”远处有人唤他，

举着酒杯示意相邀，章亦深点

了点头，再次看了王佳妮一
眼，两人一直语意双关你来我

往，纪清浅在旁几乎插不上

话。章亦深忽然低声对她说

道：“我应酬几句就走，你等

我。”将外衣搭在她身后的椅
子上，匆匆离去。

“清浅。”王佳妮若有所思

地望着他离开的背影，“他变

了很多，原来的他是个情场浪

子，换女伴就像走马灯，可是

这几年他收敛了很多，基本上

没有传出过大的绯闻。”

“是吗？这个我倒不知

道。”“你知道吗？章氏面临金

融危机，坊间谣传章氏可能会

破产。”王佳妮换了个话题，打

算以后再敲醒她。

我们杀了出去，我和老

福队服那些工兵，林朝晖对

那个道士，瑞恩则和那个大

个子威尔金斯对上了。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

斗，我被威尔金斯抓住，

一阵雨点般的拳头，在我

失去知觉前，看到瑞恩两

次被踢飞。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

医院。林朝晖看着我半晌

才缓缓地说道：“瑞恩先
生被摔断了3根肋骨，在

二次碰撞中，断裂的肋骨

刺穿了他腹内的肝部、肺

部和大肠……失血过多，

医治无效……”

听到这里我直感觉

脚下一软，就瘫倒在地

了。恍惚之下，瘫倒在地

的我想站起来爬到瑞恩

那里去，本来手就给绷带

捆着，再加上这会儿情急
之下，腿也不

我的泪水破眶而出。

我俯下身去，把自己的脸

贴在了瑞恩的脸上。我滚

烫的热泪，淌过瑞恩冰冷

的面孔，然后把我们两人

的脸颊，紧紧地黏住，不
离不弃。

装载着瑞恩遗体的床

车还是被推走了，全场肃
穆，悄然无声。我早已泣不
成声了，其他人是不会了解

我和瑞恩的关系、我和瑞恩

的感情的。林朝晖低耸着脑

袋，不敢看载着瑞恩远去的

车。老福则是一脸冷峻，我

甚至看到他瘦瘦的面颊上

肌肉在抖动。

被林朝晖搀扶着回

到病房后，我呆呆地坐在

床上，仰头默然地看着雪
白的天花板，眼泪依然止

不住，无声地在我脸上淌

着。瑞恩生前的样子不停

地闪现在我眼前：我们一
起行动的时候、闲聊的时

候、夜谈的时候……他憨笑

的样子、他焦急的时候说不

清楚普通话的样子、他嫉恶

如仇的样子、他奋不顾身和

敌人战斗的样子……

第三天，瑞恩的遗体

要被运回英国了，我们来

到机场送他，还有小瑞

恒，他也将被带回英国。

静静地，6个身着暗
绿色军装、带着红色贝雷

帽、胸前斜挂着黄色绶带
的英联邦皇家卫队士兵，

抬着瑞恩的尸体，慢慢地

走了进来。

瑞恩静静地躺在军

用担架上，身上盖着肃穆

的“米”字旗，周身被白色

的菊花簇拥着。

他那健壮的身躯此
刻安静地躺着，一动不

动；他那伟岸的线条，再

也不会在阳光下投下背

影；他那总是表情丰富的

面孔，此刻却归于沉寂，

只剩下一张凄白、平静的

脸；他浓密的眉毛此刻彻

底舒展了开来，从此再也
不会紧皱形成两湾漩涡；

他淡蓝色眼睛，此刻也深

埋在了眼皮之下，永远也
不会再睁开；他厚厚的爱
捣鬼的嘴唇，此刻干涩得

有了裂缝，紧紧地闭着，

以后再也吐不出时常让

我捧腹的僵硬普通话。现
在，只剩下他那高高的鼻

梁，依然在坚挺着，就像
他留在我们心里的身影

一样，永不倒下。

永别了，皇家卫队的英

勇战士；永别了，我们最亲
爱的朋友、战友——— 阿兰·

瑞恩。天堂一路走好！

我红着眼看着瑞恩

被缓缓地抬进那架小型军

用飞机，直到慢慢地他的脚

也消失在了我的眼前。慢慢

地，舱门也被关上了，我的

视线却不肯移动半寸，死死
地盯着那个装载着我的好

朋友、好哥们遗体的铁皮匣
子，他的音容笑貌瞬间像一
帧帧幻灯片一样，不停地在

我的心里闪现、翻滚；挥之

不去，去了又来，萦绕在我

的整个脑海，整个天际。

我的眼泪，再次夺眶

而出。告别到底是一种什

么样的感觉，做过手术的

人才能贴切地把告别这种

抽象的感觉具体化。因为，

我的理解是，告别就和割掉

身上的某个器官一样的难

受：相依多年，某天不得已
割除，和我们主体分离。流

血的痛不会钻心，能喊出

来的痛不会记忆深刻。

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

人有一首歌词里面唱道：

“当一位朋友就这样离去，

灵魂中的一部分也随之死
去。”

写给2011：
比别人多一点努力，你就会多一份成绩；比别人多一点志气，你就会多一份出息；

比别人多一点坚持，你就会夺取胜利；比别人多一点执着，你就会创造奇迹！

【幽默生活】 1 .那人长得吧，怎么说呢，像素比较低。2 .在职场中就应该像柯南那样，有一种

走到哪儿都让坏人害怕的霸气。3 .关于明天的事，我们后天就知道了。4 .我们每个人都是梦

想家，当梦走了，就只剩想家了。

【都是道理】 1 .脑袋空不要紧，关键是不要进水。2 .一个人一辈子成功不成功就看追悼会

了。3 .你妈生你的时候一定是满怀焦虑，心不在焉的，所以作品如此潦草……

【2011年，送个自己的几句话】 1 .别和小人过不去，因为他本来就过不去。2 .别和社会过不
去，因为你会过不去。3 .别和老婆过不去，因为她会不让你过去。4 .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
已经过去。5 .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

【坊间物语】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懂英语。2 .我的人生一半是倒霉，另一半是处理倒霉

的事。3 .我们的目标：向钱看，向厚赚。4 .尽管我是骗你的，但你要相信我。5 .活着才是硬道理。

6 .时间真的很宝贵，就差一秒厕所就被其他人抢了。

【人在职场】“见与不见体”2011职场版：你病，或者不病倒，老板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休，

或者不休假，工作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拼，或者不拼命，工资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辞，或

者不辞职，地球还是会转，不歇不停……

盖茨夫人接受采访时

说：“我们家从来不用苹果的

产品，甚至连苹果都不吃。”

坐在一旁的乔布斯不屑

一顾：“切～那有什么了不起
的，我们家连窗户都没有！”

扎克伯格听了，淡定回

道：“你们敢不要face吗？”

【字如人生】

棋子：看上去很壮观，实际上很悲哀，

是一个被人随手驱使的玩意。

掌声：一双肉掌互相激烈拍打的响亮

声音与我的心情没关系，是场面上的应酬

需要。

脸面：我的座右铭是死要面子活受

罪，哪怕饿扁肚子，也要像金钱豹一样，挂

着满身钱币晃悠。

【12星座自我定位口号】

白羊：冲动是魔鬼。金牛：物质是硬道

理。双子：不是好奇不变心。巨蟹：每天活在

回忆里。狮子：面子最重要。处女：鸡蛋里也
有小骨头。天秤：平衡是黄金定律。天蝎：不

是冤家不聚头。射手：人生得意须尽欢。摩
羯：权力是真正的灵药。水瓶：我的未来不

是梦。双鱼：我有一帘幽梦。

【2011快乐新配方】

成分：自信、自勉、宽容、理解、豁达、

知足、爱心、进取心、事业心、责任心各
10g。用法用量：随意取用，每日一剂。功

效：保持快乐，有益身心，美容养颜，延年

益寿。禁忌：自卑，自大，不满，嫉妒；欲望

太多，牢骚太盛，心胸狭隘，无所事事。

【人生十点需牢记】

1.知人不必言尽，留些口德。2.责人不必

苛尽，留些肚量。3 .才能不必傲尽，留些内

涵。4 .锋芒不必露尽，留些深敛。5 .有功不必

邀尽，留些谦让。6 .得理不必争尽，留些宽

容。7 .得宠不必恃尽，留些后路。8 .气势不必

倚尽，留些厚道。9.富贵不

必享尽，留些福泽。10.凡
事不必做尽，留些余德。

【精彩人生】

1 .医生叫我多进行光合

作用，不要熬夜
了。2.开奥迪，穿
迪奥，没事就吃

奥利奥。3 .每个
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会有一个吃饱

了没事做的女人。

锵
锵
杂
谈

拾话实说

噬实真相

爱情走入围城以后，大致

有三种结果：第一种是溶解在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时时处

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第二

种是沉淀在生活水杯的底部，

要喝到它就要用真情去不断地

搅拌；第三种是逐渐挥发到空

气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剩下的

成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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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物语】 1 .幸福不一定在一起，倒霉一
定在一起。2 .你是找感情的，我是找婚姻的！

我们俩就走岔道了。3 .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

你将错就错。4 .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长久的

婚姻就是将错就错。

【新手车贴录】 你就当我是红灯！；不要迷恋姐，姐开的是块铁；你

的安全你注意，我的地盘我做主；新手在开车，老手请绕行；绝对新

手，谨防老刹；别盯着字看，请保持距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新

人；马路新秀，急刹天后；菜鸟起航，线路不定。

【九大误人俗话】 1 .天下乌鸦一般黑：晕轮效应。2 .一个巴掌拍不

响：中庸之道。3 .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论资排辈。4 .各扫门前雪：世风日下。

【清醒VS糊涂】 人在何时最清醒：天灾降临后；东窗事发后；大祸临头后；重病缠身后；遭受

重挫后；退休闲暇后。人在何时最糊涂：春风得意时；来钱容易时；得权专横时；迷恋情爱时；

想占便宜时；老年痴呆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