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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灰姑娘的故事
看不厭的景色，對蔡安安來說是
世貿大廈的夜景，蔡安安喜歡站在陽
臺，看著世貿大廈時明時暗的燈光，
一看就是半個多小時。“霓虹漫漫，
夜燈閃閃，白月如霜。”突兀地，冒
出一句俗氣到家的詩，這就是我的室
友蔡安安。
蔡安安一定是生錯了家庭，要是
生在有錢人家，一定是送去練鋼琴或
者學文學，何至於在麵館裡打工，浪
費她那顆蓬勃跳動的文藝心。
是的，蔡安安只不過是一個在餐
廳裡來回奔跑的服務員，大多數的時
候都是低著頭等客人點餐，偶爾還要
去後廚幫忙洗碗，甚至在收銀員不在
的時候還要替補。她有時候忙得像只
陀螺，但這並不妨礙她站在陽臺，對
著遠方的高樓賦詩。
我每次都被她弄得起一身雞皮疙
瘩。
但不得不說，這樣的蔡安安有光
，在逆境裡，她活成了我們都羡慕的
樣子。
如果忽然有一天，她不再文藝，
只是沮喪地望著遠方的大廈說：“我
一年的工資，或許只夠在那裡買一件
衣服。”我一定覺得她不正常。可是
這天，真的發生了，她趴在陽臺上，
望著遠方的大廈，眼神裡是無盡的沮
喪。從前儘管生活再心酸，但她總是
憑藉著那麼一點點小樂觀，在浩瀚的
生存海洋裡撐著孤舟行走，可是那天
的她失去了划船的槳，她迷失了。
讓她迷失的人，是周森林，是她
在面店裡碰到的一位顧客，他永遠只
點炸醬麵，他一坐下就向她招手，說
一句還是照舊，這就是他們之間的交
集。周森林說，不是他喜歡吃，而是
那樣最節省時間。
對於蔡安安來說，最富裕的就是
時間，她無法理解周森林的做法，時
不時地觀察他，後來她知道他在世貿
大廈的一間投資公司工作，他吃飯的
時候電話不斷，他身上穿的一件襯衫
要三千六百塊，這一切的一切，都是
蔡安安不熟悉的世界。
她開始每天等周森林來面店，仿
佛成了一種習慣，周森林微笑看她的
時候，她的大腦就空白好幾秒。
直到那天，他身邊站著一個精緻
妝容的女生，在他耳邊低語，蔡安安

第一次沒有搶著去替他們點單，她只
是遠遠看著他們，失了神。
她問我：“熙熙怎麼辦，我好像
喜歡了一個不可能的人。”
我當時只是隨意說了句：“說不
定你能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出於八卦的目的，我去蔡安安工
作的餐廳瞄了一眼周森林，的確是有
點帥氣出眾，但哪有蔡安安說得那麼
一眼萬年，情人眼裡出西施罷了。
按照蔡安安平日裡勇往直前的勁
兒，我以為她會按耐不住性子找機會
去搭訕，可是她沒有，只是默默地在
一旁瞧著。
後來的她，忙得跟陀螺似的。
七八點下班，還揣著一遝書跑到
夜校去學服裝設計。她說不能一輩子
在餐廳當端盤子的，總得要積極向上
一點，不然等她有機會跟周森林做朋
友的時候，她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的職
業。
“不就是喜歡一個人，不至於這
麼拼命吧？”
“可是不到他的高度，他憑什麼
看到我。”
看到她篤定的眼神，我才清楚，
她對周森林是真的動了感情，可她知
道這世間的愛情童話大多都是虛假的
，精英人才與餐廳小妹的愛情，只能
在電視劇裡上演，想要成為真的，她
只能一點點爬上去，爬到他所在的那
個世界。
她奉他如神祗，每一個在暗戀情
緒裡的人，似乎都把自己埋到塵土裡
，那樣卑微，卻又那樣努力。
很多人都笑蔡安安，一個在餐廳
端盤子的，卻奢望給人做衣服，那衣
服上一定沾著油膩味吧。我曾想打抱
不平，蔡安安攔住我說沒關係，只要
不是周森林嘲笑她，都沒關係。
周森林沒有嘲笑過她，倒是給了
她莫大的動力。
那天她送餐時，放在口袋裡的畫
稿不小心掉了出來，飄到了周森林腳
邊，他低頭去撿，蔡安安的心臟都快
跳出來了，那拙劣的畫筆連她自己都
吐槽，更何況是周森林呢。
可周森林只是笑著說：“這衣服
畫得挺好看的，以後能做出來嘛？”
蔡安安說，那一刻感覺時間都是

靜止的，就看到周森林泛著溫柔的眼
神。我說蔡安安你花癡啊，被花吃了
還給花兒埋化肥呢是嗎？蔡安安嘻嘻
笑著，也不惱，沉浸在她的小世界裡
。那張被周森林摸過的畫稿，被她夾
在床頭那本《紀伯倫詩選》裡面，時
而翻到就會傻笑。
她從舊貨市場買來縫紉機，又淘
了一大堆布料把並不大的臥室填得滿
滿當當，她開始做衣服。只不過剛開
始，她的那些成果實在讓人看得有些
反胃，線條七歪八斜，褶皺沒有層次
感，更像老太太們臉上的皺褶，不僅
難看，充斥著滄桑感。
當她把淘來的布料全部用完的時
候，她的技術還是沒有一點點提高，
儘管她腦袋裡有多棒的創意，那也只
能是紙上談兵，沒辦法變成漂亮的華
服。
換成別人一定氣餒放棄了吧，可
她是蔡安安啊，是憑著一股傻勁就能
勇往直前的人啊。她一針一線地縫紉
，一寸寸地量，裝上一顆顆配飾。
我也忘了到底在第幾個月的時候
，蔡安安終於做成功她的第一條裙子
，放在鏡子前對比來對比去，沒錯，
就是那張被周森林看到過的畫稿上的
那件，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讓周森林看
到成品。
其實那個時候，周森林已經好久
不來他們餐廳吃飯了，但蔡安安總穿
著那條裙子去，後來偶然的機會，她
在另外一間餐廳的落地窗外，看見有
女生親昵地給他餵食，蔡安安滿心的
期待，猶如多米諾骨牌，瞬間倒塌了
。
蔡安安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天
她到世貿大廈去工作，然後偶遇周森
林。那個時候的她，可能是服裝公司
的採購，可能是剛入道的設計師，總

之，不是像現在這般狼狽的餐廳服務
員。有一個美好的遇見，才會有浪漫
的愛情。
可願望說得再好聽，沒有實現的
時候還是一個夢，她在夢裡疼得要哭
。
我說安安你放棄吧，周森林說不
定沒有你想像的那般好，只是看起來
好而已。安慰失戀的人，總是習慣地
貶低她喜歡的那個人。
蔡安安看了我好幾秒才認真地說
，他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歡他
以後，我變得更好了。
我想起來網上的一句話，有時候
看起來執著的愛情，或許愛的不是那
個他，而是拼命愛上他時那個努力的
自己。
蔡安安乾脆辭了工作，她把自己
關在房子裡，發了狠地踩縫紉機。
後來，她抱了一堆自己做的成衣
，在社區旁邊的夜市擺攤，四五十一
件地叫賣，因為每件衣服她都用了心
思，願意買的人絡繹不絕，漸漸有了
口碑，做衣服的速度也趕不上賣衣服
的速度了。
蔡安安拉著我，抱著她的設計圖
，穿梭在街頭巷弄，從城東到城西，
一間間地找加工廠詢問價格，有些地
方嫌她的訂單太小不肯接，有的嫌棄
她的訂單太複雜也不肯接，終於有個
大叔說可以試試，她抱著大叔的胳膊
差點就哭出來了。
從大叔那兒出來的時候，蔡安安
拉著我去周森林後來跟女朋友去的那
家餐廳，她心裡大抵是希望偶遇的，
可是我們從五點坐到了七點鐘，周森
林沒有出現，蔡安安的眼神暗淡下去
。
“如果喜歡他，直接去公司堵他
不就得了。”我覺得她對感情的態度
實在太拖遝，忍不住吐槽。

“還不到時候。”她尷尬笑笑。
後來，蔡安安的願望實現了一半
，她去世貿大廈工作了，在那裡的十
二層，租了一間屋子當工作室，彼時
的她，品牌服裝在網路和線下都有投
放。
蔡安安再遇見周森林，是在工作
室入駐世貿大廈的第三周，在電梯裡
偶遇。其實說不得是偶遇，蔡安安不
好意思直接去他的公司，為了假裝偶
遇每天要坐十幾趟電梯。
他低頭一邊看手機一邊走路，抬
頭說幫我按下八樓的時候，蔡安安的
手已經按在了 8 的數位按鈕上。他吃
驚地望著她，仿佛在記憶裡搜尋著什
麼，許久，他露出疑惑的表情：“你
不是那個七號服務員嗎？”
周森林還記得她，蔡安安都快高
興瘋了，她跟小雞啄米似的點頭。
從前羞愧于談起自己的職業，此
時終於有了底氣，甚至鼓起勇氣邀請
周森林去十二樓坐一下，雖然不再有
可口美味的麵條米飯，但還是能提供
香醇咖啡的。
蔡安安說當她提出邀請的時候，
其實害怕極他會拒絕，可他只是很簡
單地說了句，好啊。
我就嘲笑她說：“你看，其實跨
出第一步也不難啊。”
蔡安安意味深重地說：“可是我
在跨出這第一步之前，已經走了九十
九步。”
蔡安安和周森林在一起，是很久
之後的事了。關於蔡安安的那段笨拙
的追逐歲月，我們都一致緘默，誰不
想在愛情開場的時候，有一個絢爛一
點的背景。
我只想說，蔡安安，你真的很棒
。

暴怒犯罪
陳斂，一家大公司的老闆，為人
十分易怒，軍人出身，能混成這樣，
也有一定的運氣使然。他平時對員工
要求十分嚴格，雖然不到動不動就大
罵的程度，但也沒給他們什麼好臉色
，因此員工們對這個老闆印象很不好
。
他平時愛開著他那輛炫酷的，佈
滿羽毛的跑車，全黃市就他一個人有
，所以這也成為了他身份的象徵。凡
是見到這輛跑車開在馬路上，大家的
心裡都會不自覺地冒出一個念頭：
“李老闆又開著他那輛跑車出來瀟灑
了。”
當然，陳斂對這些人的想法不怎
麼在意，倒不是知道，而是猜出來的
，因為他到底是軍人出身，這點本事
還是有的。他開車在街上轉悠的時候
還會跟別人揮個手，打著招呼什麼的
，沒什麼，就是想讓別人注意他。
他喜歡晨練，老習慣了，每天一
個半小時，在綠山半山腰的一件房子
，有他需要的一切。當然，幾乎沒什
麼人知道，因為他不想讓別人打擾到
自己。他覺得每天當他在山中鍛煉，
看著遠處的景色，是他讓他放鬆身心
的唯一方法，他也不是很喜歡這喧鬧
的城市，總覺得有點污穢。
這些時日，他公司出了點事。他
讓員工們加班了一個月，搞一個大項
目，還許諾了好處，但是事情搞完之
後，他並沒有履行約定。員工們有點
發火，因為他拖欠工資，還拖欠獎金
。可是他們不知道，陳斂發不出錢的
原因，是因為叫他們搞專案的對方沒
給錢，陳斂的資金一下子周轉不過來
，就沒能把這錢發上，而員工們也不
聽他的解釋。
其中有三個人，因為內心的不痛
快，想做出一些極端的行動來維護自
己的權利。當然，也是因為他們最近
遭遇了“經濟危機”，急需用錢。他
們一個叫黃三，一個叫李桂，還有一
個叫錢孫。他們彼此叫對方老三，老
桂，老孫。
其中他們計畫由老孫跟蹤陳斂，
其他兩個等消息，計畫行動。可這一
跟蹤，他們就發現了陳斂的健身習慣
，和他的健身地點。這讓他們喜出望
外，簡直是瞌睡了就送枕頭。綠山偏
僻，非常利於他們做案，所以他們再
也壓抑不住內心邪惡的衝動，準備明
天明早動手。
此時，正值上午，陳斂在公司處
理事宜。秘書：“老闆，您的行程安

排明天要到香州出差，請問沒什麼問
題吧？”“額，明天不行啊，推到後
天，但不用他們重新安排了，你們先
出發，對外邊說我還是明天出發，我
會趕過去的，你們在那邊幫我拖一拖
。”說完陳斂擺了擺手，讓他下去
…… 第二天清晨，陳斂照常鍛煉，
不知道危險就要來臨。而躲在一邊的
那三個人在偷偷地交談。
“老孫，你的消息沒錯，真是太
好了，等下我們上去綁了他，狠狠敲
一筆，然後遠走高飛，他也奈何我們
不得。等他一鍛煉完，體力消耗得差
不多了，我們就動手！”
“好！好！”兩人輕聲應道……
“呼呼呼……”此時陳斂已經鍛煉完
，他把頭上佈滿汗水的頭巾拿在手裡
，另一隻手拿著水瓶，正在喝水。可
突然沖出三個人，將他按倒在地，他
也狠狠地嗆了一口水，很不好受，頓
時不知所措，但也很快反應過來。他
拼命反抗，幾次差點就掙脫了，帶還
是因為四肢無力的緣故，被重新按在
了地上。四人糾纏著，但陳斂可是軍
人出身，又是幾次掙扎之後，陳斂抓
住了機會，掙脫了出來，立即跑出了
外面，上車，跑了！ 三人中的一人
拿起那個頭巾，狠狠地道：“讓他跑
了，該死！”其中一人安慰道：“還
好他不知道我們是誰，也沒什麼證據
來找我們的麻煩，這次不行，還有下
次……”三人各自想想，也只好無奈
地歎了口氣，往山下走去…… 在下
山的路上，陳斂開著那輛跑車飛快地
行駛，心裡一陣恐慌。但沒過多久，
他的心平復了下來，放慢了車速，思
考了一陣，似乎想到了什麼，只聽他
狠狠地說道：“你們做初一，我就做
十五！”隨機調轉車頭，開足了馬力
，向山上駛去…… 沒過一分鐘，他
就看到了正在路上邊走邊談話的那三
個人，那三個人見到了他的車，感到
十分驚訝，但隨即化為了驚恐。沒等
他們有所反映，陳斂的車就狠狠地朝
他們撞了過去。那可不是開完玩笑的
，那種車，在開足馬力的情況下，足
以撞死他們三個。事實也是如此，他
們三個人一瞬間就被無情地撞下了山
，掉進了無盡的“綠海”裡，只來得
及慘叫一聲。
“別怪我了，要怪就怪你們自己
好了。”陳斂此時一副兇神惡煞的表
情，心裡想到：“這裡地處偏僻，沒
有人會知道的，算你們倒楣，而我，
此時還在香州開會呢，你們的死，跟

我一點關係都沒有！”隨後掉轉車頭
，一踩油門，出了山。果然，當過兵
的就是狠，做起事來都不要命。
當然，事情也不是完全隱秘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半個
月後，就在陳斂出差回來之後，他已
經追回了債款，立即發了下去，公司
上下到處一片歡呼雀躍，對於少了幾
個人這件事絲毫不以為然。可此時，
黃市的公安局接到了一個在綠山遊玩
的“驢友”的報案……
整個黃市都因此震動了，上級領
導決定狠狠地調查一番，一定要找出
兇手，將其繩之以法，以安撫市民心
中的惶恐。 毫無疑問，經過一番調
查之後，陳斂被警局來人請過去問話
。陳斂並沒有終止他的晨練，否則這
就是明擺著告訴別人人是他殺的，他
現在做賊心虛了。也正是因為他沒有
終止晨練，所以他成了主要嫌疑人，
另一個，是哪位報警的“驢友”。
在警局裡的詢問，被他毫不費力
的應付了過去，陳斂認為這件事不可
能存在任何與他相關的證據，只要他
一口咬定不是他幹的，這件事只能不
了了之。他這麼理直氣壯的原因還有
一個，他有不在場證明，他那天可正
在香州“開會”呢！
警局的調查人員對此事也是無從
下手，一番詢問無果後，只能將他放
了回去。而那位驢友怎麼看，怎麼查
也都不像是兇手，此案暫時成為一件
“無頭無尾案”，無從下手。受害者
的家屬也以討公道為由，來局裡鬧市
。接管此案的人叫王超，在警局裡很
有名，但也是對此無可奈何，頭痛無
比。 “小英，你說這件事怎麼就那
麼蹊蹺啊，這三個人好像是無緣無故
死掉的一樣，除了胸口處有被撞擊產
生的骨折傷，其他的就都看不出來了
，因為屍體都已經嚴重腐爛，看不出
其他了。”王超在對警局裡的一位女
同事道，想聽取點看法。可她對此也
是直搖頭，毫無頭緒只能這樣對他說
：“現在檢查成果並沒有完全出來，
我們只能等，看看還有什麼新發現。
”……
一個星期後，檢查的結果完全出
來了：死者的身份已經確定，就是黃
三，李桂和錢孫。因為不久前黃市公
安局就接到了三起失蹤報案，這無疑
很容易讓別人將這兩件事連起來。一
經過 DNA 對比，結果就出來了。還有
，他們在死者身上找到了一根很長的
紫色羽毛，不像是自然的，應該是被

加工過的。還有一條頭巾，因為太久
沒洗的緣故，散發著一股濃烈的臭味
。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發現。
王超望著手裡這兩個袋子裝著的東西
，心裡一番思索，但由於線索太缺乏
，思考了一上午，還是沒有什麼結果
。
“王大隊長，今晚跟我去逛街好
不，反正你這也沒什麼頭緒再弄下去
也沒什麼用，就跟我去散散心好吧？
王大隊長……”在小英的軟磨硬泡下
，王超也是無奈答應了，一方面他也
覺得放鬆一下很有必要。
到了晚上，小英倒是有些沒心沒
肺，自顧自地玩得很開心。一路上，
小英去了一個又一個商場，挑挑揀揀
地，但不知為何，總是覺得都不滿意
，總是問王超她該買哪件好。但王超
跟在她身邊心不在焉，依舊不停地在
思考什麼…… 可一切來得有點突然
，就在小英玩夠了，拉著王超回去的
時候，他們看到了一輛紫色的跑車從
他們前面的馬路上飛馳而過，惹得眾
人一陣羡慕。只聽小英無所謂道：
“陳老闆又出來瀟灑了。” 王超對
此感到很詫異，隨即靈光一閃，就不
忍不住地問她怎麼回事。小英被問煩
了，就有點不耐煩地說：“那是陳斂
，陳老闆的跑車，全市只有那麼一輛
，他沒事就喜歡開著它出來瞎轉悠，
真是……”
小英邊說還邊抱怨生活不公什麼
的，說什麼自己要能過上這樣的生活
就好了之類的。 可王超可不管那麼
多，沒聽完就飛快地跑回了局裡，小
英叫他也都不理會。他回到公安局後
，拿出那兩件東西，仔細地端詳了一
會兒，就立即對正在加班的人說：
“拿著這條頭巾上的 DNA 和陳老闆的
做一下對比。還有，把這跟羽毛和陳
老板車上的羽毛做一下對比，看看是
不是同一種，要快！”…… 對比結
果很快就出來了，他看著調查結果，
臉上微微一笑，隨機播了一個號碼：
“陳老闆，是我，王超，王警官。上
次有些事沒有完全調查玩，現在想請
您來一趟局裡，做最後的調查，把這
件事做一個了結……”就在陳斂的詫

異中，他飛快地說完了他想說的話，
不給他時間反應，就掛了電話。
半個小時後，陳斂來到了局裡，
開始了詢問…… “陳老闆，您那輛
跑車真拉風，一定要不少錢吧？說實
話，我倒是挺羡慕你的。”
陳斂見他聊到了自己的跑車，興
致一下就上來了：“對啊，這輛車是
很不錯，我也是廢了很大的勁才搞到
的，整個黃市就這一輛，絕對不會有
第二輛。我平時對它可是很愛護的
……” “真的？整個黃市只有這一
輛？”王超繼續問到。
“當然……” “您平時很愛運
動吧？”…… 在陳斂的眼中，王超
並不問關於案件的問題，只是好像和
自己隨便聊一些其他的瑣事。但是陳
斂也不覺得不耐煩，都一一回答了。
“好了，陳老闆，我知道了我想
知道的資訊了，這次詢問結束了，你
可以等著法院的審判了！”王朝拿起
一隻錄音筆對他說道：“你所說的一
切，都會成為一把把審判的利劍，將
你制裁。來人，把陳老闆拘起來！”
“什麼？”陳斂感到十分錯愕，
可立馬就被扣上了…… 隨後，沒有
任何意外的，陳斂被管制裁了。不管
他在法庭上如何地怒吼，狡辯，都顯
得無比的蒼白，沒有絲毫的用處。他
不斷地強調他有不在場的證明，但一
通過調查，也很快被證實是假的。倒
不是因為他不夠小心，而是他的員工
對他不太忠心，還有就是警方詢問技
術過硬的緣故。那些在死者身上找到
的證據，且不說那條頭巾，就是那根
羽毛想來也是十分有力的證據。
陳斂公司的員工也感到十分的驚
訝，本以為老闆回心轉意，開始對他
們關心起來了，但現實總是猝不及防
，他們頓時不知所措起來。但很快的
，新的老闆又選出來了，一切又回到
了正常的“軌道”上，一切仿佛沒發
生過一樣。
事後，小英忍不住問王超：“你
怎麼知道陳斂就是兇手啊？明明沒有
什麼線索的案子，你是怎麼破的？”
王超只是笑了笑，便道：“要想
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