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小小說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聖路易新聞 Thursday  Feb  23  2023

金角寨位於南北通商要道，常年被一夥強

盜佔據。這天，大富商沈萬三和隨從途經此處

，便被這夥強盜給攔了下來。

沈萬三一行人被押到大頭領金角大王面前

，只見金角大王怒目橫眉，逼問沈萬三：“看

來你是個掌櫃的，交出銀子放你們活路，否則

，別怪我這刀下無情。”金角大王邊說邊掂了

掂手裡的鬼頭刀。

“別傷害我們家沈老爺！”一個隨從朝金

角大王喊道。

“沈老爺？莫非你就是沈萬三？”金角大

王兩眼放光。

沈萬三淡定地點了點頭。

金角大王如獲至寶，對著眾強盜哈哈大笑

起來，說：“咱們弟兄今天是劫到了個聚寶盆

啊，天下誰人不知，沈萬三的錢要多少有多少

！”

“大王，我沈萬三有些積蓄不假，可是，

今天身上偏偏沒有帶銀子。”沈萬三淡淡地說

。

“沒帶銀子不怕，我派人到你家去取啊！

有你在，還擔心沒有銀子嗎？”金角大王說完

，又大笑了一陣。

金角大王對身邊的銀角大王說：“賢弟，

此事非同小可，勞煩你親自走一趟。”銀角大

王答應一聲，便要出發。

“且慢！”沈萬三叫住了銀角大王，“大

王，我家的銀子都由我老婆掌管，沒有我的親

筆書信，任何人別想從她那裡支出銀子來。家

裡的那些護院也會認為大王是去敲詐的，非把

大王送交官府不可。”

金角大王聽了，立刻吩咐：“準備紙墨，

讓沈老爺給家裡修書一封。”

沈萬三從容地鋪開了紙，刷刷點點，畫了

幾幅畫。

金角大王不解地問：“讓你寫書信，你畫

這麼多張畫幹什麼？”

“大王，實不相瞞，我那老婆鬥大的字不

識幾個，我只能用畫告訴她該怎麼做，她看了

畫，便會按照我的指示，把銀子拿出來。”

金角大王聽沈萬三這麼一說，半信半疑道

：“你先給我解釋一遍，你這幾張畫都是什麼

意思？”

沈萬三拿起第一張畫，上面畫的是一匹馬

拴在槽頭。沈萬三說：“這是告訴她要給來人

的馬喂好草好料，吃飽喝足後，來人要騎它往

回趕路。”

金角大王又拿著第二幅畫，問：“這上面

畫的衣服帽子是何意？”

沈萬三解釋道：“這是告訴她，客人遠道

而來，風塵僕僕，讓她給客人換一身嶄新的衣

服。”

金角大王聽了，滿意地笑

了，又拿起第三幅畫，問：

“這畫的是一張點燃的銀票吧

？這又是何意？”

沈萬三說：“這是讓她快

點把銀票拿出來，十萬火急。

”

金角大王指著最後一幅畫

不解地問沈萬三：“沈老爺，

這張上面畫了一副棺材，棺材

前面擺著兩個碗，每個碗裡各

有一個包子，這是什麼意思？

”

沈萬三立馬解釋道：“這

是警告我老婆，用好吃的招待

來人，按照要求把銀票交給來

人，否則，她只有用棺材裝我

的屍體了。”

金角大王聽沈萬三解釋得

合情合理，態度也十分配合，

便放心地讓銀角大王速去速回

。銀角大王信心滿滿地說：

“大哥放心，我騎的是千里馬，不出一日准保

將銀子帶回來。”

送走銀角大王后，金角大王給沈萬三賜了

座，吩咐嘍囉端上來好酒好肉，和沈萬三邊喝

邊聊。沈萬三也不客氣，像是在自己家裡一樣

，和金角大王並肩而坐，舉杯暢飲。

過了兩天一夜，銀角大王竟光著腳，周身

上下只穿了一個褲頭，十分狼狽地跑了回來。

金角大王忙問：“你這是遇上強盜了？”

銀角大王差點哭出來，委屈地說：“大哥

，他們家那惡婆娘看完畫，號啕大哭啊，說咱

們已經把他們家老爺做成人肉包子了，別說有

好吃好喝、給換身新衣服了，她指使護院搶去

我的馬，扒了我的衣服和鞋子，還給我一頓好

打！”

金角大王馬上把臉一沉，掀翻了酒桌，質

問沈萬三道：“你不是說你老婆看了畫後，會

明白你的意思嗎？”

沈萬三一臉無辜的樣子，說：“大王息怒

，都怪我那老婆沒有文化，錯解了我的意圖。

看來還是我親自回去取來銀票送給大王為好。

”

金角大王怒氣未消，說：“你甭想耍花樣

！我不可能輕易放你回去，萬一你去報官征討

我們山寨怎麼辦？”

沈萬三急得兩手直搓，說：“我不回去你

們就拿不到錢，我回去你們卻不放心，這可如

何是好？”

眾強盜也都眉頭緊鎖，苦思良策。

沈萬三在大廳踱著步子，忽然想到了辦法

，對金角大王說：“大王，你們劫我無非為了

一個‘利’字，你看這樣可好，我把你的寨子

買下來開發做生意，你可以留下幫我，也可以

拿著銀子到別處另立山頭。你把山寨賣了，金

角寨就是我的了，報官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

金角大王聽了沈萬三的主意，覺得有些道

理；再聽沈萬三出的銀子數額，著實嚇了一跳

，這些年打家劫舍，也沒搶到這麼多銀子啊。

眾強盜都慫恿金角大王，把山頭賣給沈萬三。

雙方達成協議，只等著第二天天明，一起

去沈萬三家拿銀票，這樁生意就算是談成了。

沈萬三對金角大王說：“金角寨馬上就是

我的了，我想大擺宴席，請所有弟兄暢飲一個

通宵，怎麼樣？”

金角大王一想，一個晚上的時間，官兵不

可能來征討，於是，吩咐把所有站崗放哨的人

都給叫回來喝酒。

天還沒亮，眾人已經喝得酩酊大醉。官兵

包圍了金角寨，輕而易舉地把眾強盜給擒獲了

。

銀角大王對金角大王抱怨道：“大哥，咱

們讓沈萬三給耍了！”

金角大王仍然不相信是沈萬三引來的官兵

。他問沈萬三：“咱們一直在一起喝酒，你是

怎麼把消息送到官兵那裡的？”

沈萬三哈哈大笑，說：“大王，還記得那

幾幅畫嗎？第一幅畫槽頭拴馬，拴在槽頭它還

走得了嗎？你也不仔細看看，馬槽裡沒有畫草

料，怎麼可能是讓夫人用好草好料喂馬呢？那

是我要夫人把馬給扣下，讓來人徒步返回，給

官兵以足夠的調遣時間。”

沈萬三接著說道：“第二幅畫，衣帽齊整

整地擺放在那兒，我是授意夫人扒了他的衣服

好好教訓這個打家劫舍的強盜。至於第三幅畫

，沒什麼深意，就是糊弄你們的，銀票被火點

燃了，最後只能剩下灰，夫人當然啥也不會給

你。”

眾強盜像是聽故事一樣，都入迷了。金角

大王問：“那第四幅畫，一個棺材，前面放了

兩碗包子，是什麼意思？怎麼就把官兵給引來

了？”

沈萬三接著向大家解釋：“這棺材和包子

是指報官，一共兩碗，意思是兩個晚上，我是

讓夫人通知官兵，在第二個晚上來圍剿山寨。

”金角大王和銀角大王聽完都垂下了頭，他們

不得不服氣。

其實這次被綁上山寨，是沈萬三事先計畫

好的。原來，往來金角寨的商人經常被這夥強

盜侵擾，弄得沈萬三的生意也不好做。官兵曾

經多次征討，無奈這夥強盜熟悉地形，幾次圍

剿，都損兵折將，無功而返。這次，沈萬三和

官兵研究好了對策，當官兵接到沈萬三老婆的

資訊後，便與沈萬三裡應外合，一舉將金角寨

給拿下了。

沈萬三協助官兵清剿強盜有功，得到了官

府豐厚的獎賞。老百姓知道這件事後，都讚歎

說，難怪沈萬三能富甲一方，他的生意經都念

到強盜窩裡了！

富商的生意經

阿P在離家不遠的街上開了個書店，店面

不大，生意慘澹，特別是現在盜版猖獗，網店

發達，來買書的人很少，阿P都快堅持不下去

了。阿P對門鄰居關大媽，是居委會主任兼廣

場舞總隊隊長，熱心潑辣人脈極廣，她看著阿

P怪同情的，生意沒起色，老大不小的，還單

著呢，就給他介紹了個女朋友，叫小白。

第一次相親，小白就到阿P的書店裡“視

察”了一番，她說阿P的書店生意不好，是因

為裝修上顯得沒什麼品位，格調不是太高，僅

是有些小商業氣。

阿P很珍惜這個剛見面的小白，以前親戚

朋友給阿P介紹過很多女孩子，小紅小黃小青

小橙什麼的，都沒有成功，阿P覺得那都是因

為他太聰明了，而且把那種“聰明勁”過於張

揚了，討人嫌了。這次，阿P想努力把自己的

聰明才智隱藏起來，傻一點，再傻一點，表現

出很低調、很虛心、從善如流的樣子，於是，

他就虛心請教小白：品位和格調怎麼才能儘快

地提升上來？

小白問阿P有沒有去過國外，有沒有去過

國外的藝術館，阿P心虛地說：“內心深處倒

是一直有個那樣的小想法在慢慢生長，因為各

種忙，沒空去，以後總是會有機會的，到時候

我倆不妨一起去。”小白撇了撇嘴，說不喜歡

阿P說得如此露骨。

小白走到書店中間，雙手比畫著牆壁說：

“國外的藝術館、圖書館、書店等，白白的牆

上總是掛一些名畫、鹿頭、牛頭、羊頭一類的

，品位、氣氛、境界立馬就上去了。當然了，

你這個小店，也不可能買名畫，嗯，你不妨買

個羊頭骨掛上，效果也是一樣的呀！”阿P連

聲說好，恭維小白渾身上下洋溢著高貴的藝術

氣息，果然比普通女孩子強好多；還說馬上就

去網上找店家下單買羊頭，買回來再請教小白

怎麼掛，接受小白的現場教誨。

小白打斷阿P肉麻的讚譽，不以為然地說

：“這種東西怎麼能到網上買呢？品質根本無

法保證。我接觸藝術家、藝術品比較多，回頭

給你打聽一下，發你微信。”說完，小白對阿

P甜蜜地一笑，擺了擺手就走了。

不久，阿P的微信就收到了小白髮過來的

資訊，本市就有一家專門賣羊頭骨藝術品的，

位址、電話也一併發了過來。阿P屁顛屁顛地

跑了過去，一打聽，一個公羊頭骨竟然要七八

百，阿P覺得有點貴，猶豫半天捨不得買，突

然靈機一動，有主意了。

阿P到菜市場買了個生羊頭，撿了個個頭

最大的，老闆稱了稱，才要了三十多塊錢。把

羊頭煮熟了，肉剝下來吃了，不就剩下羊頭骨

了嗎？阿P很滿意，拎著袋子，吹著口哨就回

了家。到家放下羊頭，打開電腦就要搜索羊頭

骨的製作方法，就在這時，爸爸老P回來了，

他聞到了生羊頭的氣味，扒拉開袋子看了看，

把手一揮，對阿P說：“你別管了，讓老爸給

你露一手。”

老P以前是單位的廚師，賦閑在家以後，

天天一味養生、素食，再加上阿P也不怎麼吃

肉，所以好久都沒有做過像樣的大菜了，手癢

癢得很。老P把阿P趕到店裡，就挽起袖子大

幹起來。等阿P回到家，一開門，淡淡的羊膻

味和羊肉香味就撲鼻而來，老P端出一大盤白

水羊頭肉，蔥絲打底，香菜點綴，青花的盤邊

，還用蘿蔔雕刻了幾隻山羊圍著，白白的煞是

可愛。

阿P不關心羊肉，忙問羊頭骨在哪兒，老

P說放心，羊頭骨上的肉都剔得乾乾淨淨了，

已經把骨頭扔了。阿P大驚失色，趕緊到垃圾

桶那邊一看，羊頭骨被老P砍得七零八落、四

分五裂，都成了碎片。老P催著阿P嘗嘗手藝

，阿P氣憤地說：“我說你這個老同志能不能

有點長進？能不能有點品位、有點格調？除了

吃，還能有點其他追求嗎？”

老P氣憤地說：“有，我的追求就是把菜

做得更香、更好看、更安全、更營養！”阿P

氣得用手直比畫：“誰說要吃你的肉？我是要

羊頭骨做藝術品！”說完，他摔門而出，接著

買生羊頭去了。

老P端著白水羊頭，自言自語地生著悶氣

：“不吃我的肉？那我就把羊肉喂了狗！”老

P端著盤子出了門，準備把肉送給對門關大媽

的狗。敲開了門，關大媽屋裡有一屋子的大媽

們，原來是廣場舞總隊骨幹在開會。關大媽問

老P來幹什麼，老P看見一群大媽便口吃起來

：“我、我做了白水羊頭，想送給你……”話

沒說完，已經有吃貨大媽接了過去。關大媽去

廚房拿筷子回來的當口，盤子裡的肉已經被大

媽們用“空手道”的功夫消滅光了。

大媽們意猶未盡，紛紛咂吧著嘴，讚不絕

口，強烈要求老P給定制一批，老P得到大家

這麼高的讚譽，當即拍著胸脯答應下來。很快

，阿P又買了一個羊頭回來，老P告訴他鄰居

大媽們要定制一批白水羊頭，讓阿P再去多買

一些。阿P心想做得多了，可以選一些好的羊

頭掛一排，多氣派，也滿口答應下來。

就這樣，老 P做完了一批白水羊頭，阿 P

也收集了十幾個羊頭骨，用漂白粉漂得白白的

，找了喜慶的紅繩，一個個掛到了小書店的屋

簷下，然後興奮地給小白打了電話，請她來檢

閱。小白來了一看，臉色立馬沉了下來，她問

阿P從哪兒弄來的這些濫東西，這和藝術品簡

直不搭界！阿P剛想解釋，身後有個留著長辮

子的女孩插嘴問道：“老闆，您這裡是賣白水

羊頭的嗎？多少錢一斤？”小白一聽，瞪了阿

P一眼，二話不說，轉身就走了。

阿P趕緊追了過去，問小白怎麼了，小白

氣憤地說：“本來想讓你品位提高一點，誰知

道你爛泥糊不上牆，掛了那麼多羊頭，那不成

了賣熟肉的啦？而且，那些藝術品都帶著長長

的公羊角，何等氣派，瞧你的那些……不是給

你介紹了個藝術品店嗎？你怎麼沒去買？”

阿P連忙解釋說：“那家店的羊頭太貴了

，一個七八百，網上一個才一兩百；況且，他

們的公羊角，我仔細看了，都是假的。我買的

才三十，還帶著肉。老爸做成白水羊頭，一隻

羊頭還能賺三十，十個就是三百，多合算的生

意！”小白擺了擺手，制止了阿P，一扭身，

氣呼呼地走了。

阿P垂頭喪氣地回到小書店，那個長辮子

姑娘還沒走，正在給阿P看店。阿P問她怎麼

還沒走，姑娘指著屋簷下紅繩掛著的羊頭說：

“你掛了這麼多羊頭做廣告，我就是來買羊頭

肉的。”看在幫他看店的分上，阿P說：“那

你跟我回家吧，我家裡有。”姑娘一聽，高興

地舔了舔嘴唇，“刷”地從腰裡抽出一把鋒利

的小刀，對著阿P晃了晃，說：“那就快點走

吧，我的口水快要流出來了。”

阿P在路上指著姑娘手裡的刀子，小心翼

翼地問：“那個——你是從草原上來的吧？用

刀子吃肉？”姑娘甩了甩她的長辮子，笑著說

：“是啊，我叫烏蘭，你就叫我小蘭好了。”

到了家裡，阿P端出切好的白水羊頭，遞過一

雙筷子說：“你會用筷子嗎？”小蘭把刀子掖

回腰裡，接過筷子笑著說：“我當然會用筷子

，刀子是專門嚇唬你的，怕你是壞人。”

小蘭嘗了嘗老P做的白水羊頭，驚呼“好

吃”，她告訴阿P，自己從小在草原長大，酷

愛羊頭，到內地想吃一回好羊肉，真不容易。

小蘭還說，那個小白姑娘其實是做羊頭骨藝術

品生意的，曾經到他們那裡收過羊頭。阿P腦

瓜一轉，直截了當地說：“要不咱們合夥吧？

你們家有好羊頭，我爸有好手藝，再加上我的

店，肯定生意興隆，最起碼每天都有羊肉讓你

吃。”阿P為找回面子，還厚著臉皮說，“我

其實早就發現那個小白不正常，一直要和她分

手呢。”

沒過幾天，果然，阿P的書店改成了白水

羊頭熟肉店，阿P負責採買清洗，老P負責煮

制，小蘭做店長，還負責銷售。阿P在小店外

面掛了整整一排羊頭，用紅繩系著，書店的一

些書也成了裝飾品，來吃羊肉的顧客都說店裡

的品位很高，以前滯銷的書反而賣了不少。

這天，關大媽來了，她問阿P書店怎麼不

開了，阿P悄悄指了指小蘭，得意地說：“做

白水羊頭沒有網店競爭，還有這麼漂亮的合作

夥伴，前途更遠大呢。”關大媽笑著推了推阿

P，小聲說：“搞了半天，你惦記的是姑娘，

原來也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

阿 P 掛羊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