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笔记

2010年11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曲是捷 美编/组版：贺妍妍

C24 今日烟台

应朋友之邀，在本市最

豪华的酒店吃饭。

席间，服务员上来一

大盘螃蟹，那可真是肥

硕，个个都珠圆玉润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

个的螃蟹，每只足有半斤

重。我心里直乐：今天开

洋荤了，第一次尝鲜。

服务员把螃蟹分到

在座的食客碗中，一桌十

人，正好每人一只。大家

纷纷剥蟹壳，啃食蟹肉，

吃得津津有味。

我把螃蟹拿在手里，

解开捆绑的皮筋准备食

用，忽然想起女儿。心想：

她也没吃过这么大个的

螃蟹呢，何不把这只省下

带回家给她吃，反正螃蟹

已经放在我的碗里，现在

不吃别人也不会抢走的。

于是，我把解到一半的皮

筋放下了。

邻座的一个朋友问

我：你怎么不吃啊？这蟹

肉很鲜嫩特别好吃的。因

她是个小姑娘，我小声透

露：女儿喜欢吃这个，留

下带给她呢。她冲我一挤

眼：真是个好母亲！

席间，东道主的一个

朋友临时有事提前退席，

东道主喊来服务员：再加

两只螃蟹来。

螃蟹上来了，东道主

对那个朋友说：把这个带

回家给孩子，孩子都喜欢

吃这个。

服务员在打包时，一

个朋友看见我碗里的螃

蟹没动，于是好意提醒：

还有她的那个螃蟹没吃，

你也一并打包带走，免得

弄浪费了，毕竟三四十块

钱一只呀！

我还没反应过来，干

活麻利的服务员就把螃

蟹从我碗里给拎走了。

邻座的女孩准备解释，

我朝她使眼色不要说了。

你想，再要一解释，

宾主彼此多尴尬啊！算

了，就当我吃下去了吧。

就这样，煮熟的螃蟹

还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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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熟的螃蟹飞了
文/凡怡

上海某街平康里的破落子弟王

康才和几个兄弟伙去城隍庙闲逛，

看到两个小瘪三在欺侮一个女学

生。他把那两个小流氓打跑，并勇敢

地护送这个女子回了家。那家人姓

吴，是一个小康之家，他们对王康才

的侠义行为大为感激。后来王康才

就入赘到吴家，做起上门女婿。

他在这个小店里守了两年，正

好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正在招生，

他就去投考中央军校。毕业后，不几

年的工夫，就当起连长来。一混就到

了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三七

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沦陷，他

的老婆下落不明。这时候，他索性脱

下戎装，穿上长袍短裤，解甲从商，

现在王康才——— 不！他应经改名为

王聚财了——— 现在王聚财是重庆国

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

近来总经理对于那些在跳舞场

里出够风头的交际花，那些能歌善

舞的“明星”级的“歌星”、“舞星”，都

没有兴趣了，转而向往端庄娴静的

小家碧玉。不久以前，他参加了一次

他的商业系统办的商业职业学校的

毕业典礼。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很留

心看了一下他的那些未来的下属女

职员，其中有一个，个子长得苗条，

脸盘长得漂亮，总是那么低眉不语

的样子，他一见就心动了。

手下马浪当马上替他去做了

“工作”，请她来家里当家庭教师。

这个女子叫张小倩，来总经理

府上教的对象是总经理的一个小小

姐，今年还不满六岁。可怪，王总经

理天天在外边忙得不可开交，回来

以后，总不忘到书房来向张小倩了

解孩子学习的情况。有时总经理甚

至还会对政府不积极抗日、收复失

地，以及小老百姓的痛苦生活，表示

有分寸的愤慨和一定程度的同情。

张小倩和总经理的关系，从雇佣的

家庭教师发展到伯伯和侄女的关

系，再进一步又发展到干爸爸和干

女儿的关系。

八月中秋节来了。总经理不

知道凭什么神通，居然能够从上

海运来阳澄湖的大螃蟹。张小倩

是从来不会喝酒的，干爸干妈再

三劝她喝一点，她才勉强喝了两

盅甜葡萄酒。但是她喝了不多一

会儿，却感觉天旋地转起来。

下半夜张小倩才醒过来。她忽

然发现她的身边睡着她的胖干爸。

张小倩动弹一下，大为吃惊。她明白

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一个才十七岁的孤苦无告的

弱女子，在这种场合怎么办呢？干

爸爸又在她面前表示那么虔诚的

忏悔，对她又是更加体贴，他提出

来的建议又是那么切实可行。她

自暴自弃，越陷越深了，从此和胖

干爸做了露水夫妻。两个月之后，

张小倩不仅易瞌睡，而且嗜酸。大

家都看出是怎么一回事。干爸爸

娶她做了四姨太太。

四姨太太张小倩给总经理生了一

个取名叫“胜利”的小少爷。她的

妈妈到重庆来看她，见到了女儿，

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母女两人正

在说话，总经理忽然回来了，闯到

张小倩的房里来，张小倩就给他

们两个介绍。总经理笑了一下，很

客气地说：“丈母娘，您好。你们谈

吧，我还有事。”

妈妈忽然觉得天旋地转，低

声地自言自语：“难道他……”

“妈妈，你怎么啦？”

妈妈脸色煞白，几乎站不住

了，“难道是他……他的名字真是

叫王聚财吗？”

女儿点一下头。

“王康才，王康才。”妈妈几乎

无声地自言自语。

“妈妈，你到底怎么啦？”女儿

抱着妈妈的颈子。

“没有什么，小倩。我真怕呀。”

“怕什么？妈妈。”

娶妾记(1) 破落子弟发迹史

叶子已经答应我了，烛光晚餐

跟我单过，生日PARTY由我买单。

一个月前我就已经想好，要送给叶

子一对钻石耳钉。每个耳钉上都有

两颗呈水滴形的钻石，不大，但与

众不同，跟叶子的气质很相衬，价值

人民币11500元。就算打个九折，也要

一万块钱。晚上可以在凯宾斯基的西

餐厅订两个位子，饭后在“钻石人间”

订个KTV，加起来所有的花费需要

17000元。而我只有5148块钱，加上钱

包里的1820块，也还不到7000块。还不

到一半儿，怎么办呢？

我把保险拿回保险公司退了。

除去各种扣掉的乱七八糟，我拿回

到手的是两万元出头。我挺满意，

这样不仅可以风风光光地给叶子

过个生日，就连过春节的费用啊零

花啊也都足够了。春节以后说什么

也得去找个工作了。

我在西餐厅等她，看到叶子的

表情，我就知道她很喜欢耳钉上的

那两滴“水”，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我向叶子举起了杯，结果小玉这时

候来电话了。

叶子放下电话后说：“没事了，

亲爱的，不用担心了。小玉她回了东

北，反正过两天春节了嘛，等过完节

她才回来。她说给我准备了一份特殊

的生日礼物，等过了节会补给我……

我听不出来她有怪你的意思。”

那天晚上的PARTY很热闹，

除了隆重出席的小云、雪儿、青青

和忆婷，KTV里满是女孩子。

第二天叶子说她回家过春节，

在大年初九回到了北京。叶子回来

的第二天下午接到雪儿的电话，雪

儿说：“叶子你来我们家吃饭吧，把

海涛哥哥也带上。”

吃饭时雪儿的男朋友耿直就

随口问起我的情况，听完后说：“我

认识云海公司的王总，我明天给他

打个电话，你去试试吧。”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耿直的电

话，他让我明天早上9点带上学历

证明和简历去一趟云海公司，面试

出奇顺利，人事部当时就通知我下

星期一到销售部上班。

半夜12点，叶子打来了电话说

感冒加重，嗓子也疼，要是今晚不

吃药怕明天会发烧，但太晚了不知

去哪儿买药，问我能不能买了给她

送到家里去。我拿了药过去，奇怪

的是今天叶子那个单元从1楼开始

灯就没亮，我还想是不是这栋楼今

天停电了，于是就想象着叶子烛光

下的妩媚模样。我按住手机的“C”

键，让手机微亮的绿光照着楼梯。

到了3楼，继续往上。忽听见楼上有

什么动静，好像是……叶子的声

音！5楼？！脑子里立刻闪出些不好

的画面，不太对头！

结果听见叶子带了哭腔说：

“大哥，别伤害我，我在找啊……钱

你们可以都拿走……”叶子被绑架

了！我在楼梯上停留了20秒，悄悄

下了楼，去了派出所。

我们闯进去时屋里的灯全开

着，叶子被绑在客厅里的椅子上，

我们将歹徒制服。随后我赶快去松

开叶子。

我们跟着警车一块到了派出所。

我和叶子是分开录的口供。

警察也问了关于叶子职业的问

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合适，干

脆就说不知道，其他的如实禀报。

我说：“警察同志，我朋友能走了

吗？”“走？走不了，你也别等了，

她是三陪，都已经说了，这个我们

必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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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同学邂逅
文/何如平

单位附近开了家餐厅，

据同事们说那里的粤菜做

得很地道，下了班后我就兴

冲冲地去那家餐厅品尝美

味。

进了餐厅，里面环境挺

优雅的，我正准备挑个位置

坐下来，忽然看见不远处的

餐桌旁有个女孩朝我招手。

我走了过去，她面如桃花，

笑着问我：“老同学，这么

巧，你也来这里吃饭。”我同

学多，一时想不起来她是哪

位了，但又不好意思问，只

得随口敷衍道：“是啊，真是

巧。”“你知道吗？咱们班

长开公司了。”老同学说。

我点点头说：“早看出他

将来肯定有出息。”老同

学笑了，指着满满一桌菜

说：“咱们别只顾着说话，

吃菜，算我请客。这家餐

厅粤菜做得不错，我是慕

名而来的。”我一看，桌上

摆着皮片乳猪、百花鱼

肚、椒盐虾、凤梨烩排骨、

炸子鸡、五彩炒鲍鱼，每

道菜都让我口水直流。

这顿饭对我来说有

些奢侈了，但今天既然是

老同学请客，我就心安理得

地享用了。庆幸的是，老同

学再也没提我们同窗时的

往事，我连人家的芳名都想

不起来，肯定要出洋相的。

老同学和我一样喜欢美食，

谈起中国各大菜系滔滔不

绝。吃到兴起我们频频举

杯。“你真是女中豪杰，今天

喝了这么多啤酒！”我极力恭

维她。“老同学，你过奖了，这

次真喝多了，我要去卫生

间。”她面露尴尬，起身往卫

生间走去。

二十分钟过去了，老

同学还没有过来，我正觉

得奇怪，这时候来了个服

务生，他客气地对我说：

“先生，您的女朋友要我

转告您，她有事先走了。

她希望您以后请她吃饭再

不要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

了。”说完，服务生递给我

一张600元的帐单说：“请

买单吧！”

我晕倒了。

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我

坐在电脑前认真地玩斗地主游

戏，突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我

房间的座机电话，只有我家人

知道，肯定是母亲打过来的。

于是，我拿起了电话，电

话里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

的声音，喊着我弟弟的名字，

说是找他的。我疑惑了一下，就

模模糊糊地听电话里人说：“×

老师，他说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我收到了。”

是的，我弟弟最近是出

了一本书。看样子，这个人确

实是找我弟弟的，于是，我把

我弟弟的手机号告诉了这个

人，这个人很慎重，号码告诉

他之后，他又重新读了一遍，

问我有没有错的，我连忙说：

“对的，没错。”

没想到，电话刚挂不到

半分钟，我的手机就“嘟嘟”

地响了起来。顿时，我反映了

过来：“我把我手机的号码，

当成我弟弟的号码告诉了那

个人，因为我的手机号码和

我弟弟的手机号码只有两位

数字不同。

我连忙从包里拿出手

机，摁下接听键，连声说对不

起，这次我是把心完全完全

放到接电话中去了，并且开

始细心地询问对方是谁个，

对方很客气，说他是我弟弟

大学时候的老师，刚刚收到

我弟弟邮寄给他的书。

原来是弟弟的老师。老

师教过的学生，现在出书了，

他肯定是高兴的，人家打来

电话祝贺，我却是那样的粗

心和毛躁，顿时，我觉得不好

意思起来了。

电话
文/赵熙

前段时间，我应聘一家

公司，在填写个人资料表时，

我犹豫了，因为我听说现在很

多公司都不愿意招收已婚女

性，想来想去，为了事业前途，

我还是咬咬牙，写上了“未婚”

二字。过了几天，我顺利地被该

公司录取了，但之后却发生了

几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首先就是办公室同事对

我个人问题的关心，有几位

大姐级同事，看我年龄也不小

了，总是隔三岔五地想帮我介

绍男朋友，我只好告诉她们我

已经有了，这下她们就更着急

了，时不时地劝我早日结婚，

拖太久了没好处。

公司里对未婚的员工有

个伙食补贴政策，每月大概

100元左右，刚开始领到这钱

的时候，我还喜滋滋的，过了

些天我才知道公司对已婚员

工虽然没有伙食补贴，但每月

有房租补贴300元，当时闻听此

消息，我真有一种哑巴吃黄

连——— 有苦说不出的感觉。

又过了几天，我和老公

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

迎面撞上了一群办公室同

事，我只好硬着头皮给她们

介绍道：“这是我的男朋友某

某某。”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打

着哈哈，这时候有个平时就关

心我个人大事的大姐忍不住

对着我说了句：“你看你们俩

个多般配呀，走在一起像老夫

老妻似的，赶紧结婚吧。再不

结小心有人看上你的女朋友

啊！”弄得我们俩当时除了尴

尬还是尴尬。

隐婚
文/殷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