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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皮姑娘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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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章亦深将车
开得极快，脑子里

像有一把火在烧，他一向是

个冷静的人，但是在面对纪

清浅时，却总是忍不住心中

的怒火。

他承认当初为了得到

她，自己耍了一些小手段，

但他从不认为自己错了，他
只给了选择权，并没有强迫

他人一定要做什么，对爱情
立场不坚定的人，放弃了也
没什么可惜的。

纪清浅对这件事一直

记恨到现在，他一想起来就

觉得窝火。

特助打来电话，章氏

的股价清晨开盘大幅回

升，三间银行的董事已经

沉不住气，主动向章氏示

好要求续约。

一切峰回路转，章亦深
果断出手力挽狂澜，他从来

就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与

纪清浅之间，无论他怎么努
力，距离只有越来越远。这
次章氏陷入资金运转的困

境中，他迫不得已需要孤注

一掷，首先想到的就是赞助

纪清浅的母校。

纪清浅永远无法想象，

几千万资金目前对于章氏

来说，是多么地弥足珍贵，

如果这次行动失败，让对手

知道了自己的用心，章氏就

真的将要面临破产的绝境。

而×大算不上什么一

流大学，向×大注资所能带

来的影响后果，远远小于从

事其他慈善事业。但他还是

做了，他知道纪清浅一直感

念当年学校对她的恩情，因

此借这次酒会，费尽心机地

请来了她曾经的同学和老

师，虽然这么多年来一直与

她针锋相对互相折磨，

但她所有的寂寞苦痛，他

全看在了眼里。想做些什

么，却无能为力，而一旦认

真做了什么，也只是自取其

辱而已。

这么一想令他更感烦
躁，他向来不是这样的，有

着很好的自制力，从不屑于

去掠夺一个女人的心。他相
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用钱得

不到的东西，甚至不用他出
一分钱，光凭他的家世仪表

便自动有媚俗的女人为他
倾倒臣服，他怎么也没有想
到，他章亦深竟然也会有一

天，面对一个女人的冷漠束

手无策。

章氏总部位于繁华的

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段偏

偏辟出了一大块广场，正中

偌大的音乐喷泉，几乎不分
昼夜全天开放。章氏总部便

坐落在喷泉广场的正后方，

很漂亮的一座大厦，流线设
计玻璃幕墙，阳光下如一幢

耸立的水晶城堡。

电梯到了二十七层，正
是章氏高层会议室所在。面

容姣好的陈秘站起身来叫

了声章总，恭恭敬敬说道：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那

三间银行的会晤排在了一
周以后——— ”

章亦深抬头，眼眸中掠

过一抹难以觉察的冷笑，扬
手止住了她的话。

“马上替我订一张去法
国的机票，若是有人问我的

行踪就说我去度假了。”

“啊？”陈秘微愕地张大

了嘴，如此非常时刻，老板

居然还有心思去度假？

正想再确认一下，抬头

只见会议室的门刚刚合上，

那一抹匆匆的背影早已隐
没在内。

中午的时候，王佳妮打

来电话约纪清浅去吃饭。她
在本市开了一家私房菜馆，

生意居然还不错，想当年在

宿舍里的时候，王佳妮可是

连方便面都泡不好的主儿，

如今竟然能做出花样众多
的私房菜，不能不让纪清浅
为之惊奇。

王佳妮淡淡地说道：

“待在美国做了五年的金丝
雀，除了带儿子就是琢磨些

菜式打发时间，所以说这场
婚姻也有一桩好处，至少将

我改造成了一个厨神。”

纪清浅默然，这七年对
她而言也不是全无益处。

“你既然这么了解我，

所以我们俩注定要纠缠在

一起，一生一世，你别想我

会放过你。”章亦深含着威

胁与愤怒的声音仿佛还回

响在她耳边。

她打了个寒战，离开

章亦深，这一生恐怕是无

望了。

“哼，借

口！”

吃了蛋糕，李察先走出酒

店退押金。淑仪在后面跟上来。

外面下雨了，有些潮湿。淑

仪从包包里掏出一把伞：“给你

吧，你要赶去市区上班。我走两
步就到学校了。”

“我还是先送你到学校再

去上班吧。”就这样，不等淑仪
说什么，李察就把伞罩到两人

头顶了。李察觉得一切都像是

在做梦。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

实际上他多么兴奋啊！

把淑仪送到学校大门口，

淑仪说：“就到这里吧，被老师

们看到不好，办公室这么近，我

跑去就可以了。”李察说：“好

吧。”淑仪把围巾弄好，李察还

能闻见上面熟悉的气味。

她跑得很快，跑了一段路

又回过头来说：“原来你睡觉有

磨牙的习惯啊，哈哈！”李察不
由自主地舔了舔自己的牙齿，

而那个女孩在小雨里奔跑的背

影后来一直在李察的脑子里回

应着。

“六神合体的雷霆王，呜呜

呜呜……”他边走边哼。李察觉

时间还早，就走到学校对面的

一个小咖啡吧里叫了一小杯焦

糖玛奇朵。迎面推门走进来一个

小小的人，竟是朱色。她依旧披
散着散乱的头发。她的鼻子旁还

打了一个小小的银钉，典型的朋
克女。李察心里想。然后眉头小

小地皱了下。

朱色坐在李察的斜对面。

李察边喝咖啡边偷偷观察她。

朱色左手拿烟，抽得很自然，姿势

却很牵强。她的手太小了，那根烟
大约是她手指的两倍长。李察看

见朱色注意到他在看她，就一
下低下头去，他自觉这是很不
礼貌的。

她这么早也到这里来，是

不是正如大家所说是与某个男

人回来的呢？

他想到她前天写在博客里的

话。谁都有秘密，秘密以一个弃婴

的方式存活在我的痛经里，经血
从来不是子宫的眼泪。我的秘密

在深处脱落的黏膜里游泳攀
爬，变成粉红色的血镌刻在我

的内裤上。

——— 人人网·肺结核夫人

虽然早就在人人网上注意
她，但李察并不真正认识这位“肺
结核夫人”，只知道她的真名叫朱

色，是F学院管理系06级的，因为
休学一年，变成了07级的学生，学
院里“赤兔之死”COS剧团的风云

人物。他注意朱色真的太久了，在

学院里也经常会与朱色碰面，只

是从未上去讲过话。

朱色是F学院里众所周知的

“妖女”，听说朱色的妈妈是泰国

人，在边境被中国家庭收养。听说

朱色“吸毒”很严重。听说朱色是

个早产儿，听说她有点神乎有点

神经质，听说她脑残，听说无论哪

个男人叫她出去她都会去……不
过，都只是听说。她个子好小，头
发好黄好长，有的时候在上课的

路上与朱色碰面，就只觉她脸色
好差。

不过她还是个才女。文笔很

好，还会绘画，自己开了个小刺青
店。李察在网络上一天又一天地

看朱色的博客更新。他觉得这样
就挺有意思，他觉得朱色很特别。

朱色啊，我知道，她“以前”

是我朋友，吴当说。那个时候吴

当和李察在一家娱乐公司实习。

吴当在F学院里是管理班的学
生。“有一次，朱色和我说，有个

男生叫她出去开房，进不去，她

就帮他××，哈哈哈哈。”吴当还

说，“她就是个疯子，女疯子。”李

察听后笑笑。在众人口中肮脏

的朱色，他并不了解，也与他无

关。

他起身，路过朱色。意外地

看到朱色那张哭泣的脸，那双

戴着红瞳隐形眼镜的眼睛带着

无限隐忍和悲伤。

真的是兔子吗？心被一个

小小的尖尖戳了一下。震耳欲聋

的布莱尼兔子舞音乐在F学院的

小剧场里回荡，旻京眯着眼睛，所

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那个
COS兔子的女孩子身上。她的造

型很夸张，两只直挺挺的长耳朵，

下胯处5厘米下有香蕉造型的裙

子。乍一看，还以为是蔡明亮电影

里的舞台剧。“你看啊，发什么呆
啊？”旻京看得兴致勃勃眼睛直

直的，用胳膊捣着李察。李察正

处于游离状态，生日过完之后，他

所期待的效果完全没有实现，他

还没回过神来呢。

淑仪对他明显比以前要好多

了。事后旻京曾安慰他说，你要知

道，两个人肌肤相亲，关系总会变

得比之前密切，因为她身体的弱

点被你发现了。一个人最重要的

就是装载灵魂的身体。打个比方，

就是生育我们的父母，也并不完

全对我们成年后的身体知情。可

是——— 李察似乎还是没有从那个

状态中反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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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女儿拿来家许多地瓜。

我见数量不少，便嘱妻给邻居家

送些去。未想到她瞅了我一眼：

“留着你自己吃吧，看你那凸起的

腹部，超标的腰围，整天介就爱吃

肉，多吃点粗粮吧，这东西减肥
呢”。

遭到妻的抢白，我并未生气。

心想妻的话不无道理，这些年光

吃大鱼大肉了，营养价值倒是挺

高的，可身体也渐渐发胖了，赘肉

多了起来。平时咋就不想着买些

粗粮吃呢？

地瓜粥熬好了，白生生的大
米和黄澄澄的地瓜掺在一起，煞

是好看。我咬了一口地瓜，呵，真

是又香又甜，我可是好多年未吃

地瓜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两大碗

地瓜粥，也未吃其他主食，但胃里

却暖暖的，也未感到饿。看来用它

来减肥真是挺合适的。

说起地瓜我并不陌生，虽说

人至中年的我并非是从小吃地瓜

长大的，但有一年吃地瓜实在是

吃多了，伤了我的胃和“心”。记

得，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小学刚

毕业学校就全面停课了。没学可

上的我整天呆在家里，真不是个

滋味啊。说来也巧，这时老家的大

伯来看望我父亲，见我无事可做
便说，跟我回老家吧，保你有事可

做心情愉快。就这样我跟着大伯
回到了胶东农村。

在老家我过得挺快乐，不仅插
班跟着上了学，还认识了不少小伙

伴，空闲时和他们一起上山玩，有

时也帮着大伯干些农活。心情是舒
畅了，可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也常

常使我皱起眉头。那时一天三顿的

主食基本上都是以地瓜为主，上顿
地瓜，下顿地瓜面饼，再不就是地

挂面面条。偶尔的吃点玉米面饼

子，只有年节时才能吃上点白面。

地瓜虽好吃，可整天吃也就倒胃口

了。有一次我不太舒服，可午饭还

是地瓜面面条，也没啥菜可就，那

东西甜腻腻的直吃得我胃里发酸

有些恶心。我借口上厕所，到了外

面胃一翻腾全吐了出来。心里就

想，啥时候能不吃地瓜了呢？那时
候生活真是穷啊！说起对地瓜的感
受，我大伯说：“这一辈子不吃地

瓜，我也不会馋它”。

四十多年过去了，时代巨变，

餐桌上的食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吃够了膏粱厚味营养过剩的

人们，又在寻思着吃些粗粮了。在

许多人为减肥犯愁的时候，地瓜

又渐渐走俏，成了餐桌上的佳品。

地瓜又名红薯。因其含丰富
的淀粉，营养学家称其为保健食
品，它能降低血液中有害的血脂

和胆固醇，保持血管弹性，常食它

对防止老年性便秘也十分有效。

据本草纲目等古代文献记载：红

薯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
肾阳的功效，常吃能使人长寿少

疾。而日本癌症研究中心公布的

二十种抗癌蔬菜排行榜，红薯排
在首位。原来是这样，难怪我老家

老一辈人中，没听说谁是得癌症

去世的，地瓜立了大功呀！

地瓜的走俏，不仅是如今生

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人们对
保健的重视。四十多年前我吃腻

了的地瓜，如今吃来又香又甜，真

的是让我难以忘怀，别有一番滋

味啊！

那年我养了六只公鸡和一只

鸟。鸡散养着。鸟关在笼子里。

几个月的时间，鸡很快长大
了，常去吃邻居菜园里的菜。邻居

有一天对我说，把你的鸡关起来

吧，看把我的菜吃了不少。

我早有圈起来的意思，又苦

于多年没养鸡，没有现成的笼子。

就想布上点篱笆也行，一个多人

高鸡肯定飞不出来。圈好这些鸡

以后，他们静静地呆了大约一个
小时。可是等快到中午的时候，那

些自由惯了的带有野性的公鸡，

开始骚动起来。它们左顾右盼，用

头探探这个缝隙，试试那个缝隙，

感觉没指望钻出去，便静了一会。

但只过了十来分钟，一只鸡瞅准

一个大一点的缝隙，拼命往外钻，

还是没有出去。可能它觉得没有

出去的可能，便停止了挣扎。但是

不久它们又有了新想法。一只鸡

昂起头，打量着篱笆的最高点。他

站着的双腿向下用力一蹲，随之

展开双翅用力往上飞。它要飞出

去，它要它原来的自由！

第一次它失败了，它没有飞
得超越这个高度。但接下来它一

次一次地拼了命地试。它肯定明

白只要努力地飞就会有飞出去的

希望，它肯定知道第一次没飞出

去，下一次要再加点力度。试了七

八次之后，这只公鸡终于飞到了

篱笆顶端，高傲地神气十足地站

在那，拍了拍翅膀，然后昂起头，

朝天长长的啼鸣了一声，这声音

悠扬响亮，仿佛在向世界宣布它

的胜利。

有了第一只鸡的带领，其余的

五只鸡，在经过一次一次的努力

后，也都飞了出去。我一直在旁边

看着。我没有因为它们的行为而气

愤，却在心里暗暗佩服它们的勇

气。因为这时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养
的那只鸟。这是朋友送我儿子的一

只鸟。很漂亮，很小巧，很迷人。送

来之前，它就被关在笼子里养了一

年。我常想，这样一只轻巧美丽的

鸟，要是飞在天上，绝对是一幅美

妙的图画。可是怕它飞了再也不回

来，就从来没把它放出来。

有一天六岁的儿子对我说，

你看别的鸟都在天上飞，而这只

鸟却被关在笼子里多可怜啊，还

是放了它吧。我对儿子说，放飞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儿子说，不回来

就不会来吧。我怔了一下，不为别

的，就为满足儿子这么一个小小

的愿望，放了就放了吧。儿子慢慢

地打开鸟笼，等待着看小鸟自己

飞上蓝天的情景。然而十几分钟

过去了，小鸟也没有飞上蓝天，更

没有从笼子里走出来。倒是儿子

急了，把它从笼子里拿出来，慢慢

的放在地上。可它在地上怯怯地

转了一圈之后，又不慌不忙地走

回笼子里。我们没再关笼子的口。

可是直到那天傍晚，那只鸟也没

有飞走。那时我就想它已经习惯

了笼子里的生活，它已经不知道

自己有一双会飞的翅膀。那时候

我的心里是酸酸的感觉。这时候

我的心里是酸痛的感觉。

香甜的地瓜难忘怀
文/孙秀斌

同有一双翅膀
文/刘香平

金虎辞岁，玉兔迎春，2011年农历是
中华民族传统生肖中的兔年，母亲早早

地就送来了她亲手做的两双兔头鞋。

在中国兔子一直被认为是瑞兽，

在我的故乡人们把兔头鞋看成是一

个吉祥物，长辈说农历新年前小孩穿
上兔头鞋，来年就会更加聪明伶俐，

同时兔头鞋还能避邪、祛祸，保孩子

健康平安。母亲是个手巧的人，儿时
我们兄妹几人穿的兔头鞋都是母亲
亲手做的。兔头鞋承载了我们童年幸

福的回忆，到现在时过境迁，商场里

已经鲜有兔头鞋出售了，做兔头鞋这

门手艺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母亲做的兔头鞋看着就暖和，特别

是鞋子前的布兔头机灵可人，让人爱不

释手。做兔头鞋需要细致和耐心，兔嘴、

兔鼻靠针线和布缝制，兔子的眼珠要用

红色的塑料珠做才俏皮又传神，兔子的

耳朵采用白色羊毛绒面料，做得又细又

长，灵气逼人。母亲做的兔头鞋不仅样式
好看，种类还很多，早已成为小区邻居们

的“抢手货”，兔年就要来了，向母亲“求
鞋”的人也越来越多，母亲因此愈发地忙

碌。

昨天我去看望母亲，母亲正坐在

客厅的沙发上一针一线缝制着兔头

鞋，橙色、黄色、白色的布料，针线、塑

料珠、羊毛绒等做兔头鞋的辅料摆满

了一茶几。母亲常常从天刚亮一直做

到太阳下山，中午也顾不上做饭，只

喝一点八宝粥。母亲说做兔头鞋是个

细活，要静下心来，做饭太耽误时间

了。我怕母亲累着了，劝她少做兔头

鞋，多休息，母亲笑着说：“你不懂，做

兔头鞋对我来说就是放松和休息，闲

着才叫累呢！”

女儿已经穿上了母亲做的兔头

鞋，兔头鞋的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
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女儿特别

喜欢惟妙惟肖的兔头，每天晚上都抱

着兔头鞋睡觉。

兔头鞋让母亲的晚年不再寂寞，

也给女儿带来了欢乐，母亲说她要在

兔年做更多的兔头鞋，不但送给晚

辈，还要拿到淘宝网上去卖，愿母亲
的新年愿望能成真。

母亲的兔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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