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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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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对助手华生说!"你是在看#而我是
在观察$这有很明显的差别% &

在'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远远地指着一
个送信人道!)他是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
曹%&当华生证实后惊讶不已$我们那位大侦探却
淡淡地说!*我隔着一条街就看见这个人手背上
刺着一只蓝色大锚$这是海员的特征+ 况且他的
举止又颇有军人气概$ 留着军人式的络腮胡子,

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个海军陆战队员%他的
态度有些自高自大$而且带有一些发号施令的神
气--根据这些情况$我就相信他当过军曹% &

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尝试用福尔摩斯的这
种方法$来探究背后的经济规律$比如观察人的
举止% 他们发现路人行走速度和经济密切相关%

市民的步行速度和道路是否平整有关$这体现了
政府城市管理和经济水平%漫无目的行走的失业
者和行色匆忙的商务人士的多寡对比$体现了城
市的失业率水平%

经济学家也同样通过穿着来推断经济走向%

比如美国人埃拉.考伯雷发现!女性裙摆越长$股

市就越低迷,相反$女性的裙子越短$资本市场则
越出现昂扬的牛市趋势+ 玛丽莲.梦露在地铁出
风口以手掩短裙的照片就显示了3456年股市的
繁荣+在3478年+本来当年的流行款式是超短裙$

但是当3*月来到的时候$ 短裙忽然不流行了$而
当年秋天美国股市迎来了第二次巨幅下跌+

除了举止和穿着$ 经济学家还和福尔摩斯一
样注意到人的外形特征$ 比如身高体重和经济的
关系+ 有经济学家甚至观察女性的胸围$ 他们认
为$女性的胸围和经济指数存在密切关系+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列出的用以观测英国
经济复苏的六项指标里$除第一项"新车大卖&之
外$其他都与人本身有关$最有趣的还是第六项!

女性做隆胸手术者与女性胸围尺码俱增+ 日本经
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日本女性胸围近年来
的增长情形$反映了经济景气的荣枯+ 他们相信$

日本女性的罩杯尺码$ 基本上在3443年日本泡沫
经济破灭以来二十余年里$ 随着两度复苏同步地
向上抬升+

如果柯南道尔今天重写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那位大侦探或许会趴在露台上对华生说!"华生你
看$那些市民肤色白皙$已经很久没钱去海边度假
了$而那边银行里的家伙$开着新款豪车$眼睛里
露着贪婪$我猜金融风暴也许不远了+ &

#12$

DEF'GHI

有一位影剧界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生
活小插曲!

某次录影她打电话叫了无线电计程车
回家$ 下车时计费表上显示的是37*元$她
拿出)**元给司机$司机默默地收了+ 以台
北市的计费标准$表上加36元$等于车费+

她稍微等了一下$ 以为司机会找6元给她$

但司机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想$算了$才6元
嘛$就拉开车门下车了+合上车门的那一霎
那$她才恍然想起自己是叫无线电车的$按
规矩需要再加叫车费3*元$是她还欠司机6

元才对+ 于是她又敲敲前车窗$赶紧把6元
再递给司机+ 司机冷冷地摇下前车窗来$

说!"哼$亏你想到了$不然我还以为$连你
这样一个名人$也想贪我五块钱小便宜9 &

虽然误会是化解了$但我这个朋友心
里老大不舒服+她说!"他为什么不直接告
诉我$我少给了他6元呢:要是我没想到我
还欠他6元$赶快把钱给他$我可能会莫名
其妙地损失我的名誉$他大概会告诉他的
每个乘客$某某人坐他的霸王车吧9 &$在
日常消费中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6元钱$

却给我很大的启示!是不是有些时候+ 我
们像那个司机一样$无声地在忍耐着某个
人的作为+ 而事实上$我们的沉默反而误
解了那个无辜的人$让他根本不知道哪里
得罪了你+ 你心里因为这样不舒服$他的
名誉也因而受了损$至少$你莫名其妙地
为他扣了分+ 为什么你不说出口呢:

再比如说$女友会告诉男友$情人节
她不要花没关系$花很贵$卖花的人是骗
子+男友信以为真$结果在情人节那一天+

大家都收到礼物$只有她没有$气得她跟
男友翻脸说!"你根本不关心我9 &把脾气
发在别的地方+ 她不告诉男友原因$是因
为自己确实说过不要花///但男友误会
了#她没有说她不要礼物啊+

婆婆嫌媳妇洗的碗不干净#又怕变成
坏婆婆#隐忍不说#自行把媳妇洗过的碗
再洗一遍///媳妇当然老大不高兴,觉得
媳妇的菜不顺口# 硬把每餐揽来自己弄#

背地里又感到自己好委屈# 向儿子投诉#

说变成了家中的老佣人+

这样的事到处在发生#即使是在大学
宿舍内也一样+有位同学控诉他的室友很
讨厌# 每次听音乐都不戴耳机+ 我问他!

*你和他沟通过没有:0他说!*没啊+ 说了
怕他觉得我没品位+ 0

我说!*你不表示意见#他又不是你肚
子里的蛔虫# 他还以为你很欣赏他的音
乐+ 所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呢+ 0

办公室里亦然+ 你虽然喜欢助人#但
因为别人并不清楚你助人的尺度如何#常
提出你认为过分的要求+ 你默默做了#却
咬牙切齿在心里#在别的同事面前对他表
示不屑+ 这也是常有的办公室事情+

忍#不一定都是美德#除非你忍了就
忘了#但有几人能够呢:我们想认亏了事#

不愿表达自己的看法+ 却在无意间#以成
见伤害了彼此的关系或无辜者的名誉+古
人说*不知者无罪0#如果对方并不知道他
哪里得罪你#你的忍耐#只会造成他受损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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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

地位平等带来社会稳定# 流浪汉并非发展中
国家的特产#而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社会现象+即使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不例外+

不过#美国的流浪汉还是有其特色#更确切
地说#是美国社会对待流浪汉的特色+ 傍晚去超
市购物# 结账时前面排队的正是一位黑人流浪
汉+他挑了几样吃的#也就是饼干面包之类#随身
带的行李丢在地上#正从身上往外掏钱+ 我看到
除了(块钱纸币#剩下的都是零零碎碎的硬币+营

业员数了一遍说你的钱不够买这些东西#这位流
浪汉就慢吞吞地用脏手又把钱都装回去了#夹在
一份报纸里+

营业员以为他不买了#也帮他把那些硬币捧
起来奉还+ 等到把钱全部装回自己的土钱夹后#

流浪汉背起行李# 顺手抓起那几样食品就走#倒
也不像抢夺#而是大模大样#踱着步子出了大门#

一副旁若无人的派头+ 营业员也没吱声#扭头去
看一直关注着这里的黑人女领班+女领班既不阻
拦#也没招呼保安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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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过来掏出一张卡刷了一下#机器吐出了
结账小票#盛放钞票的抽屉退出来#她又推进去#

应该是摆平了账目+ 直到流浪汉出门以后#女领
班才拿来一瓶空气清新剂#在流浪汉待过的地方
狠命喷了几下#对站在旁边的我笑了笑#整个过
程就结束了+

回来后把这一幕告诉了自己的中国室友#他
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在我们这里#谁敢这样吃
白食#保安不拉出去一顿揍才怪+如此看来#美国

人似乎对穷人更包容+美国人也鄙视那些依靠政
府救助的生存者+但是#他们又如此的慷慨大度#

自己用不着的东西不是捐掉#就是贴上*免费0的
纸条放在家门口任人取用#有时还会在扔掉的电
器上贴张*可以工作0的条子#我见过有家人把不
要的玻璃器皿用报纸一个个包好后扔到教堂门
口#外面写上*易碎0的标签+

读者或许有兴趣自己去分析美国人的信念
中不同价值的关系#我个人对此的理解是#强调
个人主义并不妨碍社会契约#从理性上确保了对
所有公民个体的普遍尊重#而美国的宗教情怀则
进一步从感性上加深了其同情心+虽然美国和中
国一样存在贫富差距#而且还很严重+ 但美国基
本没有地位差别#不同身份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
都是平等的#他们不会感到受排挤#所以连穷人
也失去了革命的动力+据说有些州政府还给流浪
汉一张单程机票#鼓励他们去全年温暖的人间天
堂夏威夷去乞讨#这等待遇#连官员都享受不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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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世界
3JKLMNOPQRS

在我们的想象里# 失败是成功的反义词#失
败与成功绝缘#在失败的废墟里#不可能挖掘到
成功的金子+

从37=7年发明开始#塑料是绝缘体已成为人
们的定论+ 直到上世纪末#美国科学家艾伦教授
发明了导体塑料#才打破了这个百年定论#艾伦
教授也因此获得了>***年诺贝尔化学奖+

艾伦教授是怎样发明导体塑料的呢1

那是3486年# 艾伦教授到日本进行学术交
流#在一所大学实验室的墙角里#艾伦教授发现
了一堆废弃的塑料#日本的教授告诉他#这是一
个学生做实验失败时留下的废品+艾伦教授把这
堆别人认为没用的废品带回国进行研究+ 一次#

艾伦教授在这堆废品里加入微量的碘# 想不到#

它的导电性能竟然提高了3***倍#成了性能优秀
的导体塑料#从而打破了*塑料不能导电0的传统
思维#震惊了全世界+

本是一次失败留下的废品#艾伦教授只不过
在这堆废品里加入了一点点微量的碘#性能就发
生了根本的改变#从绝缘体的塑料变成了导体塑
料# 从毫无用处的废品变成了价值不菲的宝贝#

艾伦教授出人意料地从失败的废墟里挖掘到了
成功的金子#谁又能说失败不是通向成功的一种
导体呢1

失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失败并非与成功绝
缘#失败只不过是差了点火候的成功#就像你把3

度的水加热到44度#这其间看上去你都是*失败0

的#因为你并没有改变水的状态#水仍然是液态

的水#但这时只要你再加一把柴#再添一把火#让
水再升高3度#水的状态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从
液态而升华成气态+ 人生也是如此#失败并不是
最终的定论# 失败也并不是走到了人生的绝处#

此时你只要再添一点点热情# 再添一点点信心#

再添一点点勇气#这添加的一点点的热情2一点
点的信心2一点的勇气#就会像艾伦教授添加在
废塑料里的那一点点微量的碘#使失败成为通向
成功的一种导体#最终与成功接通#点亮人生的
辉煌+

当你身处失败时# 请别忘了艾伦教授的实
验#别忘了艾伦教授的实验给我们总结出的一条
人生定义!失败是差了一点火候的成功#失败是
通向成功的一种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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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