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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时，静止“虫”态

“每一棵植物都有所属的
一只猫，人类看不到他。”而作
者到底是心细如发之人，置身

猫国，沿着猫咪雷尼的奇怪视

线见识到了花与猫的巧妙融

合。在这个猫咪作乐的小国度

里，其实每一季都有专属的花

猫，以花朵的欢跃姿态盛放：

一月——— 番红花猫

二月——— 福寿草花猫

三月——— 樱花猫

四月——— 郁金香花猫

五月——— 蒲公英花猫

六月——— 紫阳花猫

七月——— 莲花猫

八月——— 向日葵花猫

九月——— 波斯菊花猫

十月——— 玫瑰花猫

十一月——— 狐尾草花猫

十二月——— 仙客来花猫

这是浑然天生的一件事，猫

们，理应有着自己的小世界，她们

并不臣服于我们人类建造的丑陋

大世界。它们似乎只对无尽的自

然感到好奇，天真得近乎固执。

这些小东西的眸子深处正是

有着幽幽的馨香，习性中也找得

见花的影踪。一朵花的静美之好

与一只猫的聪颖乖巧是何等的契
合。猫咪在百花丛中摔了个可爱
的跟斗，花瓣雨在猫咪身上散作

一件霓裳，会是一幅多么巧夺天

工的唯美画卷。可以说，花因猫显

娇柔，猫因花生奇幻。

猫比我们更能注意到花的
美好，更能踏入花朵所营造的

意境中去。瞧！迈着柔软的步

子，与这些不语的美丽朋友相

亲相爱，可爱猫咪们惬意十足，

个个玩得不亦乐乎。

你是否也想着要跟随猫咪轻
盈的步履走入一个繁华似锦的幻

语天地，一享馨香。那么，展开这
本书，就会见到正有一只小猫端

坐在花丛中对你微笑……

作者简介

莫莉蓟野
荷日混血儿，五岁移居到日本的她，十分热爱绘画，虽然没有受过正统插画训练，但

一直梦想出版自己的绘本创作。凭着浓厚的兴趣与成熟的作品，集结了旅游手札和插画

创作，由NHK出版社发行了《猫国物语》系列绘本，获得极热烈回响，并在爱猫人士的博

客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一只猫衔一朵花优雅踱过

第二

天再醒来

的时候，她正在医院里打着
点滴，护士不满地责备着守

候在一旁的萧勇：“你这个

男朋友是怎么当的，女朋友

病得这么厉害，你居然这么

晚才把她送来？你知不知道
要是再晚来个十几分钟，病

者就有可能转为急性肺炎，

到时你就后悔莫及了。”

萧勇唯唯诺诺地点头

称是，半声大气也不敢吭。

后来护士去查房了，萧勇一
个人呆呆地坐着，脸色很苍

白。纪清浅虚弱地喊了他一
声，他竟然吓了一跳，笔直

地站起身，连桌子上的开水

瓶也打破了。

“你说你说，为什么是

一个男人三更半夜地送你

来医院？我的女朋友病了，

居然要劳驾一个男人打电

话来告诉我？还有这个——— ”

萧勇拎着她换下来的衣服振
振有词，脸色冷得像冰。这是

一件昂贵的礼服，整个肩膀
都露在外面，穿起来漂亮又

性感，“你别告诉我这是你昨
晚穿过的衣服，你到底去哪

儿了？我知道你现在缺钱用，

但你怎么能去那种地方，连

颜面也不要了吗？”

纪清浅哑然无语，要怎

么解释才能让他相信，她去

那种花天酒地的场合只是

为了找人，而这个半夜送她

来医院的人，她连他叫什么

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

“我没有，你要相信我，

我——— ”她艰涩地开口试图

解释。

萧勇如一头怒目的狮

子，眼中满是对她的怀疑与

鄙夷，扬手将衣服狠狠地掼

在了地上。纪清浅被他噎得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大

口大口地喘着气。

萧勇上下嘴唇一动一
翕，绝情的话语滔滔不绝，

一向温柔体贴的他顿失风
度。他不相信她，甚至连一
个解释的余地都不留给她，

轻易地便判了她死刑。而原

该与她祸福相依的人，此刻

对她却只有怀疑与责难。

赤足奔出了病房，纪清

浅一跛一跛地朝电梯处奔

跑，她用力地拍打着控制

键，电梯却仿佛胶在了十三

楼，怎么也不肯下来。于是

她转身又往楼梯跑，太平间
在负一层，小弟还躺在那

里，在这个灰白得没有一丝

色彩的世界里，小弟曾给过

她的温暖弥足珍贵，是她掌

心里攥也攥不住的阳光。

萧勇很快便追了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纪清浅。她在

他怀中拼命地挣扎，撕裂了

嗓子狂喊哭叫，她真怕自己
忍不住，会从十三楼的窗口

纵身一跃。萧勇费尽了全力

搂住她，她真佩服自己，在

这样绝望愤怒的时刻，居然

还能感受到萧勇在她背后

流泪，一滴一滴泪水慢慢浸

湿了她薄薄的病号服，像滚

烫滚烫的烛泪缓缓流淌。

她纷乱的心在他的泪

水中慢慢平静下来。

“清浅，原谅我。”他什

么也没有说，只是不停地重

复着这句话，颤抖着双手将

她抱在怀中，一声一声地呼

唤，无论他之前说了多少伤

痛人心的话，至少他现在的
语气是极真诚极悔恨的。

她再也没有力气对他

生气了，此时的她千疮百

孔，而萧勇就是那波涛中的
一块浮木，她想攥住再也不
要放开，然而这份诚恳换来

的重圆也只维持了短短一
周。有人说再美的花瓶，一
旦碎了，即使黏合得天衣无

缝，也无法弥补细微的伤

痕，所以当他约她出来，沉

重地对她说：“清浅，我们分
手吧，我要去美国念书。”

“我很害怕这样贫苦的
生活，面对困境，我们无能

为力，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
将来和我一样，现在有这样

好的机会，我不想放弃。”

当他说出这番话时，她

一点也没有吃惊，默默地流

着泪同意分手。

他第一次对她表白的
时候，曾在送她的笔记本扉
页上写下了八个字“执子之

手，相濡以沫。”而今不过短

短半年，那时的甜蜜遥远得

仿佛隔世来生。

贫穷会一点点地消磨

爱情，最后变成杀死爱情的

真凶。

2008年

冬——— 不是

海水扎破了他的手，是蛭子
壳扎破了他的舌头。

李察从北京过完寒假

回到杭州，再从杭州到宁

波，提着大箱小盒的礼品。

因为太迫切想见到淑仪而

买了私人大巴票，所以车子
没有停在正规的车站。

淑仪在车站等了很久，

后来根据李察比画的位置在

“人多腿杂”中找了很久，找到

他的时候被他带的一大堆东

西吓了一跳！又知道他买了

不正规的车票，看着他傻傻

的样子，淑仪真想握紧拳头

揍他一顿！她像个妈妈一样

进车站帮他买好了第二天早

上回杭州的车票，并且说，以
后要记住啦，坐车一定要记

得坐“公家”的，这样路上安全

些，还有保险金。

吃饭的时候，淑仪的爸爸

不停地给李察夹菜，像是招待

消失了很久回家认祖归宗的

儿子一样，还很认真地讲着
“政治课”。一桌子的海鲜，都

是李察爱吃的，还有很多是他

从前没有吃过的。

拼命地吃着那些带血

的蛭子，扎破了舌头，红红

的，因为淑仪她爸爸说，连

这都吃得下了，你就真的可

以做南方人了。直到淑仪妈

妈端上一盘“干煸茧蛹”，一

看到蛹，又想起童年那种叫

“东南西北”的蛹，李察终于

忍不住了，把吃的蛭子全部
吐了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李察就
是想做南方人。后来回想起

很遥远的那一天，李察直觉
得想流泪。淑仪的爸爸妈妈

并不知道淑仪和这个比她

小4岁的男孩之间的关系。

他只告诉肖家人他是“淑仪

老师”的学生。不然她爸爸

妈妈知道淑仪竟然和小她4

岁的男孩子交往，肯定连家

门都不让他进的。

淑仪家很小。一幢半旧
的公寓，两间卧室，一间是

她爸爸妈妈的，一间是她自
己的，然后就是一间客厅，

一间厨房连着卫生间。

晚上睡觉的时候，淑仪

很自觉地把被褥搬到客厅

的沙发上。她指着房间里的

床对李察说：“你睡那。”

“为什么不让我睡沙

发？我可是男人。要不一起

睡床吧？”他生气地嘟囔着。

“别闹了，我爸说了你

是客人！还有，谁要和你一
起睡。”

关上灯的时候，李察躺

下，又爬起来。他穿着淑仪
爸爸肥大的睡衣很不搭调。

偷偷地把门打开，朝着客厅

窥视了一下。正准备出去，肖

爸爸正好出来倒茶：“你要上

厕所吗？”

李察忙说：“上过了，上过

了，刚回来。”就又把门关上

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李察觉
得外面没有了动静，枕边的闹

钟声显得温温柔柔的。他又

蹑手蹑脚地把门打开了。

“阿淑——— ”他在黑暗

中小声呼唤淑仪的乳名。

“你怎么还不睡啦。”淑

仪把桃子状的小脸从被子
里伸出来。

“你也没睡着，我知道的，

这个——— 给你。”他轻轻地丢

给她一个暗红色的盒子。

就“吱溜”一下钻进卧

室里去了。

是什么呀，淑仪嘀咕着，

因为灯光很暗看不太清楚，盒

子很笨重，质感很好，直到看

清楚外面镶着“周大福”三个

字。淑仪打开那个暗红色的盒

子，一小束红光“嗖”地一下就

钻进了她的眼睛里，是一枚很

小的红钻戒！透着洗手间里微

弱返照的光，红得像一只袖珍
的兔眼，她欣喜若狂。仅隔着
一堵墙她给李察发了条短信：

“它好漂亮！”

她躺在床上无比地激

动。不停地打滚。头一会儿

往左一会儿往右，像“东南

西北”一样不停地扭动。李

察躲在被子里嘿嘿猥琐地

傻笑。淑仪的被子，味道真
好闻哪。

“这个钻有点小了，下
次我给你买个大的，等我大

学毕业了用自己赚的钱，一

年买一个，一年比一年买的

好。”他开心地回复淑仪的
短信。淑仪停止扭动，沉默

了好大一会儿。

——— 你过来给我戴上

吧。

——— 不了，会被你爸抓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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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猫幻语》

本书认为世界历史说到
底就是一部金融史；大国的崛

起源于金融的崛起，金融的崛

起又源于文明和制度；金融是

利器也是凶器。

本书解答如下问题：西方

金融的前世今生是什么？金融

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金融与

家国的关系怎样？西方金融史

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有

什么启示？为什么说中国人都

得补补金融史？怎么补？金融将

带领世界走向何处？……

本书以时间为纲，以国

家、人物、事件为目，围绕金融

这个核心，采取诙谐生动的语

言，将希腊、罗马、法兰西、西

班牙、荷兰、日不落帝国、美

国、克洛维、查理一世、约翰·

劳、摩根、索罗斯、六一农、郁

金香、南海事件、次贷危机等
等这些牛国牛人以及牛事一

一展现，并紧扣当前“美元量

化宽松”、“人民币升值”、“通

货膨胀”等金融热点，读之让

人知行获益。世界是个大钱
柜，本书提供钥匙。本书将金

融从庙堂之高拉下人间，是一

本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金融

书。金融就是人间江湖，人人

无可避免，要么学会玩金融，

要么就被金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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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部金融史》

内容简介

这本画册是我将旅行中所看到的各种花朵的样子，和花猫画在一起的内容。如果大

家可以开心地阅读本书，就是我最大的喜悦了。 ——— 莫莉蓟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