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在云南蒙自旅行时，我
曾看过在云南运营了百年的一米
宽铁轨。为什么当年法国人在云
南修的一米轨要比普通铁路窄？
表面的说法是因为云南山高路不
畅，一米轨易修，也好和他们在
越南造的一米轨接轨。

我揣测法国人其实有独霸独
享当地资源的私心。想想看，如
果他们也修跟国际通行的铁轨，

接轨太轻松，好东西岂不容易被
别人抢走？从另一面看，地球的
大地上如果到处跑的是轨道宽度
不一的火车，每天发生交通事故
的概率必定大增。

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规矩
也像是宽度不一的轨道，不同的

“火车”跑的轨道不大一样，也因
此而生出许多悲欢离合。

这些年来，有关封建帝王的
宫廷剧就算是故事老旧，只要换
一拨演员，同样可以热播，并被
众人津津乐道，眼下走红的 《武
媚娘传奇》 便是例证。何故？鄙
人认为，人们对古时候的道德双
轨制一直有“偷窥”情结，总想
弄清楚不同道德标准下的帝王将
相们的任性最终是何结局。

封建时代，古人发明了道德
双轨制，女人要从一而终，贫民
无法多妻，皇帝却有三宫六院；
百姓的女儿要是有出了轨，是要

进猪笼沉塘入井的，妩媚娘嫁了
皇帝老爸还嫁皇帝儿子，至少从
二而终，到了晚年依然不守“妇
道”，养了不少小白脸。这一点
上，同样是皇帝专业户，男皇帝
和女皇帝的道德体系也是双轨
的，男皇帝找多少老婆都名正言
顺，妩媚娘私下里再荒唐，都不
敢公开究竟有多少“野老公”。妩
媚娘心里那个恨，一想就明白。

再说说皇帝女儿高阳公主，
她都嫁人了，依然口味重，还找
和尚当“小三”，地下情也就罢
了，竟还让和尚情人出现在热闹
的诗会上。高阳公主的“荒唐”
会受到惩罚吗？皇帝怎么处置放
肆的女儿？这系列问题百姓们都
想重复“窥视”清楚，看到他们
也倒霉了，和咱一般脆弱，或捏
一把汗、流两滴泪，或暗自幸灾
乐祸……不禁在剧情中迷醉，醒
来之后该干嘛干嘛。 （叶海声）

窥视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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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因为动迁，我们家在江
畔街平房区租了房子，这样，我们就
同杨爷爷成了邻居。

爸爸喜欢下象棋，每逢休息日，
他都应邀去隔壁杨爷爷家玩，两个
人坐在一起，“杀”得昏天黑地。

我也常到隔壁的杨爷爷家玩。
时间长了，我发现杨爷爷和杨奶奶
总是“吵嘴”，杨爷爷对老伴特别粗
鲁。杨奶奶说，杨爷爷一辈子就这
样，有好话没好说，她已经习惯了。

她还常对我们这些晚辈们说，
她非常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卿卿我我
的，多甜蜜啊！她从来没享受过爱人
这样的呵护。她还说每次看见大街
上牵手而行的夫妻，羡慕得不得了，
可当她把这些话讲给杨爷爷听的时
候，换来的却是：“人老了，倒多了些
花花肠子，跟着我知足吧，你！”

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杨家小妹
突然过来敲我家的房门，说杨爷爷
请我爸爸马上过去，杨奶奶突然得

病了。听了杨家小妹的话，我们一
家三口急急地穿衣，全部出动。

爸爸凭着多年当大夫的经验，
看过杨奶奶，遗憾地对杨爷爷说：

“老人家怕是不行了。”
听爸爸这么说，杨爷爷的脸一

下子就白了。他俯下身颤着声问杨
奶奶，还有什么话要说？杨奶奶喘
息了一会儿，忽然定定地望着杨爷
爷说：“请你亲亲我。”

杨奶奶的话，把在场所有的人
都惊呆了，好像这话是来自另一个
世界！

我本以为杨爷爷会拒绝杨奶奶
的要求，令我意外的是，杨爷爷没有
丝毫犹豫，低下身子，深深地拥吻了
奄奄一息的老伴。杨爷爷在拥吻老
伴的那一刻，心疼的泪水夺眶而出。

杨爷爷和杨奶奶最后拥吻的心
情，我不得而知，但我能理解，这一
定是他们一生中最深的爱的表示。

（李沫本）

请你亲亲我

举家外出用餐，点了酱烧鲥
鱼，热气蒸腾的鲥鱼端上来时，
香气绕鼻，大家都急不可待地举
箸品尝。就在这时，餐桌上突然
同时响起了两个声音，说的是一
模一样的话：“妈妈，小心鱼
刺！”说这话的是我，还有我亲爱
的女儿。我这话是对着我妈妈说
的，而我女儿这话，却是对着我
说的。大家同时愣了愣之后，爆
出满桌欢愉的笑声。

妈妈爱吃鱼，但是，在吃鱼的
同时，又常常喜欢与一家大小闲

聊，我和姐姐都很担心母亲为鱼骨
所鲠，所以，每每鱼一上桌，我们
便自然而然地提醒母亲：“小心鱼
刺！”女儿耳濡目染，便也对我同
样地生出关切之情，因此，鲥鱼一
上桌，她便出言提醒。

当“小心鱼刺”这句话通过两
代人的口响起于饭桌上时，一种贯
穿于三代之间的温暖亲情、一种代
代相传源远流长的孝道精神、一种
东方家庭相濡以沫的天伦之乐，也
圆满、充实、温馨地展现了出来。

（尤今）

小心鱼刺

那时我喜欢书
十多岁时我最喜欢书。每当学

校图书馆里有新进的装在硬封套里
的图书，我就请求女图书管理员把不
要的空书套给我，使劲嗅着它的气
味。仅仅这样便感到很幸福。就是
如此疯狂地被书吸引。

当然不单单是嗅嗅气味，也读了很
多书。只要是纸上印了字，几乎什么东
西都会捧在手上阅读，各类文学全集也
逐卷通读下来。整个初中和高中时代，
我从未遇到过读书比我多的人。

可是30岁时，我成了一个被称
作“作家”的人，打那以后，就不再像着
魔般读书了。喜欢的书自然会熟读，
但不再像从前那样，碰到什么算什
么，拿起来就读了。也没有什么收藏
书的兴趣。读过的书，除了看似日后
有用的，都随便处理掉了。

尽管如此，我偶尔还是环视自己
的书橱，望着历经一次次搬迁后幸存

下来的旧书书脊，心中便涌出一种真
实感：“是吗，我这个人说到底是由书
本塑造出来的呀。”要知道在整个多
愁善感的青春时代里，通过书籍摄取
的信息量压倒了一切，一个人才姑且
成形。假如能轻飘飘地甩出一句“是
女人们塑造了我这个人”，那该多神
气！可惜不是。在我而言，就是书
本。当然，我也可以说：“女人给我增
添了些许变化。”

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地区有个叫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城市，
这里的高中生每年选出一本“今年读
过的最有趣的书”，邀请作者来校。
数年前《海边的卡夫卡》获选，我得越
洋出席颁奖典礼。高中生自然不可
能有这么一笔钱，是另有他人赞助。

颁奖典礼在高中的礼堂里举行，
然后大家围着桌子用餐。我跟高中
生谈天说地，一谈到小说，大家便双

目炯炯放光。然而不管男生女生，绝
大部分学生考进大学后都不打算学
文学，准备专攻医科或工科。

“加利西亚不是个富饶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产业。得到外边去找工
作，所以应该掌握实际的专业技术。”
一个高中生告诉我。真是脚踏实地。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在如此遥
远的地方，热心地（有时还是如饥似
渴地）读着我的小说。一想到这里，
便喜上心头。如此说来，自己念高中
时也曾经看书看得两眼放光，甚至忘
记了时间的流逝。

高中时代，我想都没想过自己居
然会成为小说家，甚至从未想过自己
竟然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来。只要有
书读，就很幸福了。不，只要嗅一嗅
装书的封套就很幸福了。尽管现在
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面孔，说着装模
作样的话。 （村上春树）

短语
△心情是一条河，它的状态取

决于它的深度。人生需要有自己
的奋斗目标，没有树立目标就没有
前进的动力。而对于目标的决定
不是与人攀比，而是根据自己的能
力。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

△路，不通时，选择拐弯，心，
不快时，选择看淡；人不是物品，不
需要何时何地都得陈列在他人面
前，供他人一览无遗。留一点空间
来属于自己，在快乐或忧伤时，把
自己的灵魂安置在自己的这一片
纯净的空间，让时间和智慧继续绽
放快乐或慰藉心伤。

△要欣赏自己，无论你是一棵
参天大树，还是一棵小草，无论你
成为一座巍峨的高山，还是一块小
小的石头，都是一种天然，都有自
己存在的价值；只要你认真地欣赏
自己，你就会拥有一个真正的自
我；只有自我欣赏才会有信心，一
旦拥有了信心也就拥有了抵御一
切逆境的动力。

新时代“励志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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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让你
无家可归吗

科学，是双刃剑，这地球人
都知道！但是它是怎样的双刃，
却鲜为人知：

物理：铁棍，可以开山撬
石，也可以撬人房屋，关键在于
掌握它的是不是人；

化学：炸药，可以炸开矿
山，也可以炸掉矿井，关键在于
掌握它的是不是人；

提纯技术：可以提炼精品，
也可以提炼毒品，关键在于掌握
它的是不是人；

生物化学：添加剂，可以增
加美味，也可以掩盖臭味，关键
在于掌握它的是不是人；

教育学：可以培养人才，也
可以培养奴才，关键在于掌握它
的是不是人；

心理学：可以治愈智障，也
可以培养脑残，关键在于掌握它
的是不是人；

医学：可以治疗病人，也可
以灭掉活人，关键在于掌握它的
是不是人；

地理学：可以为保护河山献
策，也可以为葬送国土建议，关
键在于掌握它的是不是人；

生物学：可以让生物降解垃
圾，也可以让人降解垃圾，关键
在于掌握它的是不是人；

建筑学：可以建造宏伟的大
厦，也可以建造一堆废渣，关键
在于掌握它的是不是人；

艺术：可以使人陶醉，也可
以使人疯狂，关键在于掌握它的
是不是人；

体育：可以使人强健，也可
以使人被强健，关键在于掌握它
的什么人；

管理学：可以使众人协调，
也可以使众人被协调，关键在于
掌握它的什么人；

经济学：可以给你指出创富
的道路，也可以向你设置破产的
高墙，关键在于掌握它的是些什
么人；

法律学：弄出来的东西是规
则，还是规定，结果大不一样；

政治学：能够让人自愿的集
聚在一起，和使用某种手段将人
强制捆在一起，那是天壤之别。

科学就是你的羊，你辛勤喂
养，它最终会给你产奶，不过你
原本是养狗照管羊群的，可别把
它换成狼！

他比你还有理
古时，一官最贪。两人打官司，

原告送他五十两银子，被告知道了
加倍送贪官银子。上堂时，贪官大
喝：打原告二十大板。原告伸出手
作五数说：“老爷，小的是有理的。”
贪官一只手放在额头，一手伸开作
十状，说：“他比你还有理哩。”

最直接的操作方法
家里养的金鱼又一次死了，老

公在网上求助怎样使鱼活的更长。
有勤换水的，有买充氧泵的，但更多
的答案是一个通俗易懂，易操作的
绝招：勤换鱼。

那一百块是我掉的
昨天下班回家走在路上，往回看

了一眼，看见地上有张100元大钞，
但碍于面子就没回去捡，结果回家以
后发现，MD，那一百块是我掉的！

小娃这智商爆了
妈妈：“孩子这是你奶奶的家。”
孩子：“妈妈这不是个坟墓

吗 ，怎么是奶奶的家呢？”
妈妈：“这是你奶奶离世后的新

家。”孩子：“妈妈那你的在哪里呢？”

你为什么没死？
有一天在上电脑课，电脑突然

死机了，同学报告老师说：“老师，我
们的电脑死机了”。老师说：“还有
人没死机的吗？”小明站了起来说：

“老师我没死。”老师说：“其他人都
死了，为什么你没死？”

密码
我看到饭店的Wi-Fi密码是

ZLYGDLX，觉得很复杂，就问服务
员：“你家密码怎么这么难记？”服务
员笑着说：“不难记，是再来一个大
龙虾。”我一边读一边输密码，于是
服务员帮我点了一个龙虾。

卖胶水
今天去菜场买菜，看到地上有

一枚硬币，弯腰去捡却怎么也抠不
起来。这时旁边一老头笑呵呵地对
我说：“小伙子，胶水质量还可以吧，
买一瓶吧。”

家有极品老妈
我带室友回家吃饭，看到老妈

正在看电视便说：“妈，我同学来了，
你去做饭吧。”

老妈开心地对我说：“家里来客
人了呀，我来招待，你去做饭吧。”

冤家路窄
今天在街上和个妹子照面，我

往左让，她往右让。我往右让，她就
往左让。

来来回回几次，我就对她说：
“我们这是缘分啊，要不留个电话？”

妹子冷笑一声：“什么缘分！我
们这是冤家路窄！”

猜我英语考多少分
一同学英语不好，一天考完回

家高兴地跟他妈妈说：老妈，你猜我
英语考多少分？他妈说：5分？他
说，这次两位数。他妈妈说：10分？
他说，你大胆猜，他妈妈一狠心说了
20分。他说：老妈，再给你最后一次
机会，他妈妈高兴地说，多少多少？
他说：7.5分。他妈从客厅把他揍到
卫生间，再从卫生间揍到阳台。

大叔好机智啊。

终于找到原型了。

图说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