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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二嘎母親最近愁的睡不著覺，眼看著
兒子都二十八了，還沒能娶上個媳婦，想抱
孫子都想出病來。
但也沒辦法啊，丈夫死得早，除了撇下
她娘倆，其他一無所有，眼看著鄰居家蓋起
了高樓別墅，自己家還是幾間破瓦屋，現在
的女孩多現實，兒子每次和女孩相親見面還
好，看了家庭情況就告吹。
張二嘎的舅舅看著姐姐一天天愁眉不展
就問明緣由。張二嘎的母親倒出了緣由。
“姐，你先別發愁，我想想辦法！”
不幾日，有幾個不認識人帶了一大桶塗
料和一把大刷子。在張二嘎和幾家鄰居的房
子上寫了幾個大大的拆字，並聲稱是國家高
鐵建設從這裡過，這幾家需要拆遷！
很快消息傳開了，來張二嘎家提媒的人
絡繹不絕，多少如花似玉的姑娘第一次見了
張二嘎母親就阿姨長，阿姨短的喊著。張二
嘎母親高興的合不攏嘴，但她也是一頭的霧
水，難道我家張二嘎走了桃花源。
不久，張二嘎的親事就定了下來，並很
快要結了婚。張二嘎的母親別說多高興，甚
至高興的到丈夫墳上哭了一通，把兒子結婚
的事告訴丈夫。
結婚那天，婚禮也異常的熱鬧，親戚該
來的都來了，多年不走的親戚也來了！
張二嘎的舅舅看著姐姐高興的樣子，心
裡安慰了許多，但自己顯得心事重重，婚禮
結束後，舅舅把實情告訴了姐姐，張二嘎的
母親一臉迷茫。
一年一年過去，張二嘎家一直住著那幾
間破瓦屋，媳婦不時會去看看牆上的“拆”
字。
終於，媳婦說話了，“媽，我們家的房
子啥時候拆啊！”
“我——我——我也不知道，國家的事
，誰——清楚啊！”張二嘎母親吞吞吐吐的
回答。
紙包不住火，媳婦終究弄明白了，牆上
的“拆”字是張二嘎的舅舅花了五百塊錢讓
人寫上去了，並傳言國家修高鐵的事情。
接著，媳婦是鬧得滿天風雲，雞飛狗跳
，一紙訴狀把張二嘎騙婚告上法院。
經法院調解，最終離婚告終。
領到離婚證的那天下午，村裡幹部帶著
一群人，在村裡又是量又是測，最終在張二
嘎的幾間破瓦屋上寫了幾個大大的“拆”字
，並告訴張二嘎母親，“國家修高鐵，你家
的房子必須全拆，連房帶地估計賠償金額
100 萬！”
張二嘎的母親攤到在地上。

賀生肖是人民醫院的院長，這天
早晨，他去省城參加一個交流會議，
原定兩天，沒想到提前一天結束了，
於是當天他就返回了。到達本市是晚
上九點整，賀生肖走出火車站出口，
他沒有發現司機徐明和車子的蹤影。
經電話聯繫，得知五裡橋發生交通事
故，醫院配備給他的專車被堵了。好
在家離得不遠，賀生肖沒和司機多說
什麼，沿著僻靜的林蔭道回到家中。
進了社區，賀生肖無意中看到一
輛奧迪轎車在自家樓前緩緩停下，車
門打開，一個女人走下車來，她身材
窈窕，身穿蝴蝶蘭連衣裙。開車的是
個男的，他隨即也下了車。女人轉身
攬住男人的脖子，調皮地親吻了一下
他的前額……
就在這個時候，賀生肖不由得驚
呆了：這個女人居然是他的妻子蘇菲
！賀生肖蠟像似的站在黑暗中，腦子
裡一片空白，以至於蘇菲和那男人告
了別，腳步輕快地進了樓道，他都不
知道。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賀生肖才回
過神來，他回到家，開了門，浴室裡
響著“嘩嘩”的流水聲，很顯然，蘇
菲在沐浴。賀生肖義憤填膺，忍無可
忍，他一把拉開了浴室的雕花玻璃門
……
浴缸裡已經放滿了水，蘇菲正要
脫衣，而她的身上散發著一股濃烈的
煙草味道，這一定是那個開奧迪轎車
的男人留下的味道。賀生肖怒火中燒
，他一把揪住蘇菲的頭髮，將她按在
浴盆的水裡，窮凶極惡地喝道：“那
個男人是誰？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的？”
蘇菲竭力掙扎著，賀生肖強有力
的手讓她長時間地悶在水裡，窒息讓
她神志模糊，同時引發了她的哮喘，
她急於喘息，但是一股水順著氣管猛
然嗆進肺裡，她劇烈地顫抖了幾下，
然後無力地停止了反抗。賀生肖將蘇
菲的腦袋拉出水面，看到她口中溢出
鮮血，大吃一驚，試了試脈搏，已經
停止了跳動，作為一名職業醫生，他
斷定蘇菲已經氣絕身亡。
賀生肖望著猝然嗆死的蘇菲慢慢
冷靜下來，他必須離開現場，而且必
須製造一個假像，既不能洩漏自己回
家的確切時間，也不能暴露蘇菲的出
軌行為，以免節外生枝，引火焚身。
賀生肖和蘇菲都不吸煙，連衣裙
上的煙草味道一定會引起員警的注意
，賀生肖連忙脫下蘇菲的連衣裙，給
她換上浴衣，將她上身浸泡在浴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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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死了

“拆”碎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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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讓她看上去像是因為哮喘發作後
不慎滑倒而溺入水中嗆死的。賀生肖
又找出一件粉紅色 T 恤衫和牛仔短褲
放在更衣櫃上，製造了蘇菲沐浴前脫
下這些衣服的假像。
一切就緒，賀生肖將連衣裙丟進
洗衣機準備清洗，突然，手機鈴聲響
起來，是司機徐明的電話。賀生肖按
下接聽鍵，傳來徐明急促的聲音：
“賀院長，您現在在哪裡？”
“我在、我在……車站。”突如
其來的電話，令賀生肖極其驚訝，差
點脫口說出在家裡。
“賀院長，道路清理開了，您稍
等片刻，我很快就趕到車站。”
電話戛然而斷，這個突如其來的
電話使賀生肖有點慌亂，他第一個念
頭就是必須趕在徐明之前回到車站，
讓他做自己不在場的證明。賀生肖急
於趕去火車站，情急之下一個疏忽，
竟忘了洗衣機裡的連衣裙，匆匆離開
現場，返回火車站。
沒多久，車子到了，司機徐明恰
到好處地接上了賀生肖。幾分鐘後，
賀生肖回到住處，示意徐明提著他的
旅行箱進入客廳。片刻之後，他們很
自然地發現了浴室裡蘇菲的屍體，於
是撥打了 110 報警電話……

員警來了
員警趕到現場勘察，錄完口供不
久，警官老陳坐到賀生肖對面，掏出
一包玉溪牌香煙問道：“家裡有煙灰
缸嗎？”
“沒有，我和妻子都不吸煙。
”賀生肖儘量平靜地回答著。老陳輕
輕地“喔”了一聲，皺著眉頭撫弄著
香煙，說：“我們在洗衣機裡發現了
死者的一條連衣裙，上面有濃烈的煙
草味，應該是死者剛剛脫下來的。可
是你說過，你們都不吸煙，這很奇怪
，不是嗎？”
賀生肖一聽，心裡不覺一個“咯
噔”：哎呀，我怎麼忘了洗衣機裡的
連衣裙呢？他強作鎮靜地問道：“連
衣裙上的煙草味？我不明白這與我妻
子的死有何聯繫？”
老陳拿來了一個證物袋，裡面放
著一件連衣裙，說：“連衣裙被丟在
洗衣機裡，顯然是為了隱藏某種資訊
，比如吸煙。連衣裙上的煙草味氣息
，可以幫助我們找到那個可疑的吸煙

者。”老陳說著，順手將證物袋扔到
了賀生肖面前的桌子上。
不愧為刑警，一丁點兒蛛絲馬跡
也不會遺漏。連衣裙上有奧迪轎車司
機的氣息與指紋，如果員警查出他和
蘇菲的情人關係，一定會懷疑蘇菲之
死屬於他殺，比如奧迪車司機為擺脫
情人而殺人滅口，更可怕的是員警也
會懷疑賀生肖因發現蘇菲出軌而過激
殺人。賀生肖心頭禁不住微微一震，
大腦快速轉動起來，思考著對策。
昨天晚上，賀生肖和蘇菲在燒烤
店就餐，周圍的顧客都是煙鬼，搞得
餐廳裡烏煙瘴氣。而且，一個醉酒的
顧客不慎打翻了煙灰缸，弄得煙灰四
處飛散，尚未熄滅的煙蒂在蘇菲的連
衣裙下方燒出了一個小洞。回家之後
，蘇菲換下了那件連衣裙，順手丟在
了臥室的掛衣架上。今天早上，賀生
肖離開家的時候，蘇菲還沒有起床。
一定是他離開之後，蘇菲又穿上了那
條裙子，然後去和奧迪轎車司機幽會
。
與其處處被動，不如主動出擊，
打消員警調查連衣裙的念頭。想到這
裡，賀生肖跟老陳講述了昨晚在燒烤
店裡的事，只不過他撒了一個謊，沒
有說妻子將連衣裙丟到了臥室的掛衣
架上，而是說自己親手將它丟進了洗
衣機。
老陳輕輕地“喔”了一聲，然後
他又在現場查看起來。經過一番勘察
，綜合其他情況，老陳最後表示，關
於蘇菲的死，警方傾向於意外事故死
亡。
期望的效果終於來了，賀生肖暗
暗竊喜，但他仍舊裝出一副傷心欲絕
的樣子……

馬腳露了
這時候，賀生肖的手機突然響了
，一個陌生的號碼出現在螢幕上。賀
生肖猶豫著，當他接觸到老陳疑惑而
銳利的目光之後，他還是鎮定自若地
按下了接聽鍵，並且有意使用了免提
，一個女人溫柔的聲音響了起來：
“您好，請問您是賀生肖先生嗎？”
賀生肖疑惑地問道：“是的，我
是，您是哪位？”
“我是咪咪達網店的客服人員，
幾天前您購買了一件蝴蝶蘭連衣裙，
因為某種原因，您給了我們一個差評
。”

賀生肖平時經常逛網店，妻子看
中什麼，也由他下單。和店主打交道
多了，他漸漸地有了經驗，時不時地
給對方一個差評，目的是為了繼續壓
價。上星期，賀生肖從咪咪達網店給
蘇菲買了那件蝴蝶蘭連衣裙，按照慣
例，他給了對方一個差評，這個差評
讓對方十分不安，這不，急著打電話
來了。
賀生肖的臉上沒有露出絲毫笑容
，而是淡淡地回答道：“是的，那件
連衣裙確實有問題，所以我給了貴店
一個差評。”
“不管哪裡有問題，我們都向您
表示歉意。我們是一家新店，為了避
免差評帶來的影響，決定送給您一件
同樣的蝴蝶蘭連衣裙。據快遞公司反
映，今天中午十二點已經送達，所以
，現在請您履行您的諾言，給我們刪
除差評。”
客服小姐悅耳的聲音在屋內回蕩
著，賀生肖突然臉色大變，因為他看
到證物袋裡的連衣裙上露出了沒有剪
掉的商標，而昨天晚上，蘇菲穿的連
衣裙是剪掉了商標的。賀生肖並不知
道今天快遞公司已經送來一件新裙子
，他以為蘇菲是穿著那條舊裙子去和
情人幽會的，現在看來，蘇菲所穿的
，是快遞公司剛剛送來的新裙子！
賀生肖的破綻暴露了：他告訴老
陳，他親手把那條燒了一個洞的連衣
裙丟進了洗衣機，那是昨天晚上的事
，而事實是，他丟進洗衣機的是一條
沒有被煙蒂燒出小洞的新裙子，這裙
子，剛才網店客服的電話明確無誤地
說是今天中午十二點送來的，今天中
午十二點送來的裙子，怎麼會在昨天
晚上扔進洗衣機呢？這對賀生肖而言
是個不能自圓其說的謊言，賀生肖恍
然醒悟，他斷然關閉了電話，但是，
警官老陳已經快步向臥室走去了……
很快，老陳拿著另一條蝴蝶蘭連
衣裙走到賀生肖面前，他查看了被剪
掉的商標接合處，然後指著裙擺下方
的小洞，鐵青著臉嚴肅地說：“按照
你的證詞，你妻子昨晚穿的應該是這
條連衣裙，可是，在洗衣機裡的卻是
今天快遞公司送來的新裙子。賀院長
，你把今天快遞公司送來的新裙子扔
進了洗衣機，這說明，在快遞公司送
來新裙子之後你到過家裡。我現在懷
疑是你殺死了你的妻子，為了掩蓋某
種真相而脫下了她的新裙子，然後丟
進了洗衣機。”
賀生肖徹底崩潰了，他萬萬沒有
想到一個差評，不僅可以毀了咪咪達
網店的信譽，而且能毀了自己的生命
……

別墅牆下的野番茄
西山腳下，連綿不斷地分佈著一片片別墅區，古今中西
風格兼具，歐羅巴地中海樣式雜陳。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徵
：透著一股高不可攀的高貴、大氣。也許，僅僅高貴、大氣
這樣有點俗的詞彙還不足以傳達它們的氣質，怎麼說呢？
嗯，神秘！
可不是嗎？每片別墅區儘管風格不同，圍牆外邊一般都
圍著鐵絲網，就是那種佈滿鐵刺、一匝匝環繞著的防護設施
，大多見於軍事警戒區，哦，監獄高牆上也有。還少不了數
不清的監控探頭，像一隻只警惕、傲慢的眼睛，不分白天黑
夜，監視著一切敢於覬覦高牆和高牆內幕的閒散人等。保安
說，經常拍攝到試圖闖入或闖出禁區的阿貓阿狗。 不少過
路人悄悄猜測：該不會是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公寓或者軍事禁
區吧？
“嗨！什麼党和國家領導人啊？！什麼軍事禁區啊？！
就是有錢人住的地兒！”
住在周邊村中或附近安置樓房裡的
當地人總會這樣提醒初來乍到的好奇者
。 北京人啥沒見過，不是說嗎，北京
一名公車司機的政治敏感度抵得上外省
一個縣委書記。他們這樣滿不在乎，到
底是什麼心理，沒必要去琢磨。不過，
經他們這麼一提醒，相信不少不明就裡
的外來者、鄉下人會多少消減一些對西
山別墅區的神秘感、恐懼感。
話又說回來，無論有錢有權還是權
錢皆備，反正都是有道行的主兒。能夠
安居在這美麗的西山腳下優雅大氣的別
墅裡，誰說人家沒道行誰就是吃不著葡
萄說葡萄酸。
據說，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等地，也有一種類似的中國別墅村。金
碧輝煌的別墅裡住的不是金髮碧眼的外
國當地人，是一種特殊身份的中國人。
什麼特殊身份的人呢？還真不好隨便把
人家罵作攜款潛逃的大玩家。總之，他
們是一群特殊身份的人，既不同於當地
土著，也不同于名正言順的移民。他們
也像北京西山腳下別墅區裡的寓公們一
樣，是一群有本事的人，有道行的人。
與北京西山腳下心安理得安居的別
墅人不同的是，他們中間許多人，整天
提心吊膽，深居簡出，睡覺都睜著一隻
眼睛，深恐深更半夜疏而不漏的天網撒
下，像抄起一條條漏網之魚漏網之蝦一
樣，將他們赤條條地拋到光天化日之下
。
這些濃縮人生精華、將一輩子的快
樂濃縮在十年八年中揮霍淨盡的有道行
的人啊，哦，這些人生賭徒們啊，他們

與西山腳下、皇城根下逍
遙自在的同行們、真正的
大玩家相比，淺薄得多，
上不得大席的狗肉啊！
在別墅區外邊幽靜的馬路
上行走，一名小兄弟眼饞
地不願把目光從別墅房頂
、鐵絲網和監控探頭上轉
移到不遠處的西山紅葉上
。其時，正值深秋霜降時
節，西山爛漫的紅葉在山坡上如清涼的
鮮豔召喚著如織的遊人。
在北京漂了幾年的小兄弟眼饞了半
天，突然一語驚人：“有什麼了不起的
？！同樣都是個人兒，他們能住上別墅
，等著吧，遲早有一天，兄弟也能住上
別墅，甚至住上比他們更牛的別墅！等
著吧！”
呵呵！我輩小老百姓被這樣的宏圖
大志折磨著，是不是有點太過沉重了？
且不說此方業主世代打下的深厚根基遠
非大多祖宗八輩兒貧下中農的屁民們所
不具備，即便此方曾經如我輩這樣平民
出身的業主，也許他們也曾為一日三餐
東奔西走，為房奴身份壓抑糾結，不過
，他們所具備的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在
某種環境中如魚得水的天賦，如這滿牆
鐵絲網般兇險，想必絕大多數人也是不
具備的。
造物主就是這樣地不公平，或者說
，如此地公平！不怕你不服氣！ “我
還真有點兒不服氣！都是個人兒，都是
倆鼻子倆眼兒，他們能*到的，我為啥
不能*到呢？”

呵呵！ 其實，諸如此類的少年意
氣，幾乎每個少年人都曾經在心底激情
澎湃過無數次、許多年。這樣的少年意
氣往往會被當*胸懷大志的正氣心理。
即便對此質疑，也許會被一些比較敏感
的人士視作對平民的蔑視，甚至還有妄
自菲薄的嫌疑。

露天番茄秧早已頹敗，此處的番茄秧卻
依然生機盎然，肥厚油綠的葉片，在北
方深秋的瑟瑟寒風中精神抖擻，似乎還
要繼續*花結果。仔細看看，的確有一
兩串淡黃的小花掩藏在枝葉間，鮮嫩欲
滴。顯然，它們不是哪個人栽植在這裡
的蔬菜，它們應該是野生出來的植株。

然而，總是覺得，平民們首先要具
備的，不是如此的“雄心壯志”；平民
們首先應該具備的，是發自內心的自尊
。伏在草叢中的平民們類似項羽那樣
“彼可取而代之”的“天下”雄心，固
然不見得生發自真正的自尊，以能夠住
進西山別墅為成功人生的標準，也不見
得就是自尊的表現。

尤其誘人的，是一串串果實。這是
那種俗稱櫻桃番茄的小番茄，還有人稱
它們*聖女果——這樣一處垃圾堆上的
小番茄，就別用那麼高雅的名字了吧？
累累的果實中，有幾個已經自然熟透，
紅豔豔的果實，掛在枝葉間，不見一個
被蟲齧的，也比大田裡的番茄果實更加
結實飽滿。儘管灰塵拂面，但總能看出
，它們顯示著一種健康的氣色。如果不
是生長在垃圾堆上，真可以將它們稱作
地道的全天然純綠色食品的。 一名中
年婦女拎著一袋麵條走過。從衣著和神
色上不難看出，她是一名外來務工人員
。她身後，一名看上去五六歲的小男孩
跟著，一步一跳。小男孩的衣服上沾滿
了污漬，不知道是灰塵遮面還是天生的
，他的小臉蛋黑黑的。 “喲！這麼多
的櫻桃番茄，這麼紅，熟透了！”哦，

豪華的別墅區牆外，到處是垃圾堆
，有建築垃圾，有生活垃。猙獰的殘損
水泥柱、支離破碎的舊傢俱，足以作為
恐怖靈異電影的素材。
一堵足有十幾米高的圍牆下邊，有
一條水溝，同樣填滿各種垃圾。一個水
嘴處，雨水將更多的垃圾沖積到此，形
成了一個垃圾堆。垃圾堆總是富含養分
的，於是，幾株番茄秧茁壯生長在垃圾
堆上。 時令已屆霜降，菜農們培植的

河南普通話，河南人。 她停下腳步，
和我們一起打量這幾株番茄。一邊打量
，一邊驚喜地叫著，“我天天從這兒路
過了，咋就沒注意到呢？嗯，可能是原
來沒長紅的時候，綠油油的一片，看不
清楚。”
“移到咱家吧，媽媽，以後就不用
給我*番茄了。”小男孩像他媽媽一樣
，驚喜地喊道，並給媽媽出了這麼一個
主意。 “咱才不要這野番茄哩！這是
從垃圾裡生出來的，咱才不要哩！”
“管它是野的還是垃圾上的，它也
是番茄啊，它也好吃啊！”小男孩和媽
媽爭辯。
“咦，沒想到，我兒子還有這個心
思哩！不過，咱還是別動它們了，讓它
們在那兒好好長著吧！”
母子倆又看了兩眼番茄秧，繼續往
前趕路。媽媽手中拎著那袋麵條，小男
孩一步一跳。走了十幾米遠，他們隱身
在別墅區外邊的一片窩棚裡。 這時，
小男孩從一堵木板牆後探出腦袋，沖我
們喊：“喂，你們兩個，可別毀壞那些
番茄啊！”接著，小傢伙黑黑的小腦袋
鑽進了建築木板圍起來的院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