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小丫去找了她公司的老板，老板
没听她的辩解，直接驳回了她的请求，
给了三天时间让她考虑清楚后回复，
否则当离职处理。

“离职？ ”何大伟听了唐小丫的叙
述， 干脆地替她作了决定，“还等他来
炒你鱿鱼啊？ 直接告诉他，你不干了。
把工作辞了，别受这个气，大不了，我
养你。 ”

辞职？ 目前为止，唐小丫还真没起
过这个念头。 她心里权衡两番，内陆市
场环境不比广州，发展前景渺茫，以自
己的工作经验，离开了这家公司，应该
也不难找到第二份工作， 最起码比去
贵阳靠谱。 唐小丫心里有了主意，心里
也踏实了许多，趴在何大伟的肩膀上，
点了点他的耳朵：“我说，唐老丫，如果
我真辞了，万一找不到工作，你真养我
啊？ ”

“当然了，你是我女人啊，我不养
你养谁啊？ ”何大伟拍胸膛保证，“唐
小丫的事就是唐老丫的事， 包在我身
上。 ”

“去。 ”唐小丫推了何大伟一把，
却在离开去抓响起的手机时亲了何大
伟一口。

何大伟也笑得喜滋滋的：“谁啊？
你最近老是有电话。 ”

“是小磊。 ”
何大伟脸上的笑意一下没了：“又

怎么了？ ”
“还不就是苏清要结婚的事。 我已

经让他跟苏清这周末过来聚会， 我劝
劝苏清， 小磊才刚毕业呢， 什么都没
有，拿什么跟她结？ ”唐小丫完全站在
了弟弟的立场去想问题，“苏清这人的
脾气我知道，她心里不踏实，就想要小
磊一句准话。 ”

何大伟一下把唐小丫揽到自己的
大腿上。

“怎么了？ ”唐小丫诧异地低头看
着把头伏在自己怀里的何大伟。

“小丫，我想过了，等我妈来了，我
们也把证给领了吧。 ”何大伟说。

“唐老丫？你说真的？”唐小丫欣
喜。

“唐老丫啊唐老丫！ ”唐小丫抱
住了何大伟，“没事，结婚的事，我不
急。 ”说这话的时候，唐小丫眼里有
雾气升了起来。 “我知道你对我好，
不然我也不会抛弃一切，就为了你这
只死老丫。 ”唐小丫脸上的肌肉抽搐
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冷静下来，声调
微微颤着，“我跟着你也这么久了，
也不差再多等几年，所以……”

“我知道。 小丫，是我欠你的。 ”
何大伟动容地把女人压在了身下，凑
在她耳边低语，“我以后一定加倍好
好对你，还有，我赚的钱，也全都是你
的，房子也是，车也是。 ”

唐小丫扑哧笑了：“可我都不稀
罕。 ”

“那你稀罕啥啊？ 钻石？ 金子？ ”
何大伟急了，撑起身子问。

“我就稀罕你。 ”唐小丫朝何大
伟眨了下眼睛。

“傻丫头。 ”何大伟松了口气，而
后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当然了，唐老丫要养唐小丫啊，
我不稀罕唐老丫还稀罕什么呢？ ”

“何大伟说要养你？ ”在这周的
聚会上，开饭之前，苏清在厨房帮忙
的时候说，“我已经听小磊说，何大伟
让你把工作辞掉了，所以你们打算结
婚，你要专心做家庭‘煮’妇了？ ”

“当然不是现在了。 ”唐小丫甜
蜜地笑着摇头，“不过，总有那么一天
的。 ”

唐小丫叫苏清过来主要是劝她
别逼得弟弟太急了，不想话题却总在
自己辞职的事上打转儿，“我们倒是
想结婚， 可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怎
么结呢？ 就比如小磊结婚，那更不现
实了，他才刚毕业，工作才没几天，连
第一份薪水还没领到呢，你就让他结
婚，可能吗？ ”

“没什么不可能！ ”苏清反驳，
“我都二十八了， 不是二八豆蔻的年

纪了，女人活到这年纪，不思量着嫁
人还能干什么？ ”

“我说，清清啊，最起码，你得给
小磊点时间准备才成吧？ ”

“万一他变心了怎么办呢？ ”苏
清追问。 “小丫，女人到了我们这个
年纪，已经等不起了，是，你漂亮，可
这世界上多的是漂亮还年轻的女
人，万一哪天，被小磊遇到个对他味
儿的，漂亮，还比我年轻的女人，你
能给你弟弟打包票他不变心吗？ ”苏
清重重地把盛菜的碟子放到了一
边，看着唐小丫盛菜，看看外面的何
大伟， 压低了声音，“你也是啊，小
丫。 你就等着何大伟成功赚大钱的
那天？ 他能成功吗？ ”

“你说什么呢？ ”唐小丫有点生
气了。

“好，何大伟能成功，到那个时
候，他可是有大把钱花了，那他见到
其他比你漂亮、比你年轻的女人，你
也能保证他不动心？ ”

“你， 你这嘴巴就是恶———
毒———” 唐小丫体内的天平似乎忽
然失去了平衡， 心脏一直往一边坠
了下去，好不容易复位后，唐小丫一
把将菜塞到了苏清的手里，“去，少
说话，多吃菜。 ”

（明日关注：给你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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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的闺密张蓝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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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常识： 智能电表当初进入千家万户时，
主打的宣传点是 “节能省电”， 这似乎已成了大
家接纳这个新鲜事物的最佳理由， 并约定俗成地
认为只要安装了智能电表， 它就可以像智能冰
箱、 智能空调一样， 自动调节日常生活的用电
量。

结论： 其实真相并不如此美好， 智能电表并
不是一安装就可见效的节能工具， 它在目前阶段
发挥的作用是让民众改变生活用电习惯， 优化用
电方式。

2012 年有新闻报道， 上海等地居民曝光安装
智能电表后电费飙升， 质疑电表质量和电力公司
从中作梗。 其实这一现象在英美等国早有前科：
安装智能电表并不一定意味着电费的下跌， 它并
没有智能到可以主动节省用电量， 目前阶段来
说， 它只是一个优化人们用电习惯的工具， 而充
分的使用知识普及才能确保智能电表推广成功，
中国电力公司缺乏普及使用常识， 只是简单粗暴
地“一安了之”， 却让本该节能的智能电表成为
电费剥削者。

与老式电表相比， 智能电表具有计量精度
高、 智能扣费、 电价实时查询、 电量记忆、 抄表
时间冻结、 余额报警、 信息远程传送等功能特
性， 能最大限度避免人为错误， 还能有效防止窃
电行为。

智能电表其实是为实现国家智能电网而推出
的计量设备， 是该系统建设重要环节。 所谓智能
电网 ， 就是电网的智能化 ， 也被称为 “电网
2.0”。 它建立在集成、 高速双向通信网络的基础
上， 通过先进的传感和测量等技术设备， 实现电
网安全可靠和经济高效的目标， 具有信息化、 数
字化、 自动化和互动化等主要特征。 “用电信息
采集系统” 的建设， 是实现电能信息全采集、 全
覆盖、 全预付费的基础， 是建设智能电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杜绝了原人工抄录出现的用电误读、误
抄、漏抄和抄表不及时等问题。

有关智能电表的错误认识（15）

“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 罗飞顿
了顿， 然后切入主题，“赵丽丽下午给
你打过电话，那是她生前打出的最后一
个电话， 我想知道你们通话的具体内
容。 ”

张蓝月回答说：“她就是约我晚上
一起去酒吧。 ”

“就是这个？ 没说些别的？ ”
“没有。 ”
“你怎么回复她的？ ”
“我没有答应她，因为我晚上……

另有约会。 ”
“另有约会？ ”罗飞猜测道：“是和

一个男人？ ”
张蓝月点点头，因为是和男人之间

的私会，所以即便是要好的闺密也不方
便带上。

罗飞继续问道：“那赵丽丽又是怎
么说的？ ”

张蓝月：“她就挂了电话， 没说什
么。 ”

“就这么简单？ ”罗飞有些不相信
似的。

“是啊。 我想她可能会约其他朋
友，或者自己一个人去吧。 ”张蓝月抿

了会儿嘴唇， 又再次问道：“她怎么
会死了呢？ ”

罗飞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赵丽丽和张蓝月通电话是在下

午四点零七分。 嫌疑男子下午三点二
十一分进入单元，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离开。 下午四点四十六分物业张经理
发现赵丽丽死亡。 也就是说赵丽丽和
张蓝月通电话就发生在前者临死前
的独处时间段。 不管嫌疑男子用什么
方法导致了赵丽丽的死亡，他作案的
过程此刻应该已经完成了。 然而赵丽
丽在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没显出异
常呢？ 一个要约闺密去泡吧的女人，
怎会在半个多小时后离奇死在自家
的浴缸中？

根据监控记录，自下午三点四十
五分嫌疑男子离开，再无可疑人员进
入过相关单元。 难道说早有人躲藏在
单元内部，在后来的半个多小时内有
所动作？ 可案发后警方已对整个单元
的住家进行过走访，并未发现可疑的
状况。

还有一种可能性，罗飞还是要探
询一下。

“你觉得赵丽丽有没有可能自
杀？ ”

“自杀？ ”张蓝月立刻抬起头，她
的眼睛瞪得很大，用一种完全意外的
声调反问：“这怎么可能？ ”

“为什么不可能？赵丽丽不是刚刚
失恋吗？也许她约你去酒吧就是想发泄
一下呢？ 结果你又拒绝了她……”

“失恋在她眼中根本不算什么，
她怎么会因为这事自杀？ ”这种说法
倒是和姚舒瀚的观点一致，随后张蓝
月又道，“再说了， 她给我打电话的
时候心情非常好。 ”

“哦？ 你能听出来？ ”
“当然了。她那种说话的语气，一

听就是很兴奋的感觉。 ”
罗飞从张蓝月的语气中嗅到了

一丝淡淡的醋意， 他便故意追问：
“她这个人很爱炫耀吗？ ”

“没错。 ” 张蓝月毫不犹豫地答
道，“她是一个非常自恋， 又非常骄傲
的女人。 为了更好地装扮自己，她不惜

一切代价。 甚至一次又一次地整容。 ”
“那你觉得你和她比起来怎么

样？ ”罗飞引导着话题的方向，“我是
说容貌方面，你们俩都是美女呢。 ”

“她可能比我更漂亮吧，但我比
她真实。 ”张蓝月停顿了片刻，又道，
“而且我有一个优势， 是她永远都比
不了的。 ”

“哦？ 是什么？ ”
张蓝月道：“我的皮肤比她好。 ”
罗飞特意多看了女孩两眼。 确

实，张蓝月的皮肤细腻白皙，柔嫩得
仿佛能掐出水来，算是无可挑剔。

张蓝月看出罗飞眼中的赞赏之
色， 自鸣得意的同时话也多了起来：
“赵丽丽的皮肤偏黑， 这是后天弥补
不了的。 用化妆品虽然可以把脸变得
很白，但身上还是掩盖不了。 ”说到
最后， 张蓝月的嘴角往上挑了挑，竟
掩饰不住一丝笑意。

罗飞凝起思绪，脑子里不知在想
些什么，片刻后他话锋一转，忽然问
道：“你不是说晚上有约的吗？ 这都
快八点了，还不去？ ”

张蓝月一愣， 随后解释道：“哦，
我在等他来接我。 ”

“那他快要失约了啊。 不打个电
话催一催吗？ ”罗飞问道。

“一会儿再打吧。 ”张蓝月有些
尴尬地笑了笑， 说：“等你们走了之
后。 ”

“现在就打吧，不用管我们。”罗飞
用建议的口吻说道，“对男人就得催得
紧一点，要不然他就不把你当回事。 ”

张蓝月看着罗飞，她似乎意识到
了什么：“罗警官，你是不是怀疑我在
撒谎？ ”

“这倒没有。 不过———”罗飞坚
持道，“我还是建议你尽快打个电话
催一催。 ”

虽然心中并不乐意，但为了避免
被警方怀疑的麻烦，张蓝月还是拿起
了面前的手机。 她按下了一串号码，
然后把听筒凑在耳边等待。 半分钟之
后，她耸耸肩膀，挂了手机说道：“没
人接听呢， 可能正在路上开车吧。 ”

（明日关注：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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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中，智能电表的好处很多：这种新型智
能电表使电力用户不用跑到屋外找电表查电量，
直接可以通过电表上的液晶显视屏查询电费、历
史用电、 实时电价及供电曲线等信息， 了解自家
在不同时间的用电情况， 在用电波峰的时候关闭
某些电器， 根据自己需求， 制订用电计划， 在精
打细算中节约用电。 还可以由电脑远程自动抄
表， 将大大提高抄表精确性和工作效率， 有效避
免人工抄表的误差， 并可远程分析电表数据， 帮
助供电企业掌握客户用电信息， 第一时间获取现
场故障和异常情况， 方便及时抢修， 减少停电时
间。

理论上， 智能电表确实能降低人们的电力开
支， 使电力消费更加合理。 但电表偶尔出现的技
术缺陷， 加之大部分情况下人们缺少智能电表使
用常识， 以及电力公司缺乏对消费者的服务， 导
致不少消费者面对智能电表不知所措。 2 月中旬
以来， 上海等地不断有网友表示更换智能电表，
导致电费飙升翻倍情况。 电费突涨的背后， 都有
更换智能电表的影子， 这也是智能电表在国外推
广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纽约时报》 曾报道美国有居民发现， 自从
安装了智能电表其用电费用一月比一个月高。 尽
管他用电已经非常节省， 但电费还是照涨不误，
他认为是智能电表将其剥削得 “一干二净”。
“智能电表增加电费” 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了美国
全国性的讨论。 2010 年美国各大电力公司在全美
境内共安装了约两百万块智能电表。 从那之后，
各大电力公司的噩梦便开始了， 各种投诉如潮水
般涌入， 在某些州工作人员甚至接到了群众的集
体诉讼。 投诉的主要内容是“新电表增大了用电
量”。 2009 年， 为使美国电网更加现代化， 奥巴
马政府从联邦刺激经济资金中拿出 34 亿美元， 其
中的一部分花费就用于安装智能电表， 然而没有
料到结局会是如此。

（明日关注： 智能电表也需要节约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