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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官场，总免不了憋屈（49）

责编:张妍 责校:卓玛 热线:

于是我只好偷偷在柜台后面， 将一些名称
不明的咖啡豆丢进磨豆机里胡乱搅一搅， 直接
冲热水后再用汤匙搅一搅， 小心翼翼地捧着味
道很香但颜色不对的咖啡，走到他的身边。

他看着我将热咖啡放在他面前， 嘴巴微微
张开。“你……你忘记过滤了吧？ ”他笑得很可
爱，但这一笑我可窘毙了。

咖啡渣渣有的悲伤地沉在马克杯底， 有的
哀怨地浮在咖啡上。“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是我
第一次上班，什么都还没学会，所以……”我的
耳根子在发烫，真想坐时光机回到一分钟前。

“没关系，但是……可不可以给我一杯热
水或热茶就好？ ”他看着发出沉重怨念的咖啡
笑道。

我当然赶紧点头， 匆匆将乱七八糟的怪东
西捧回柜台倒掉，热了杯白开水给他。

老板娘偷偷在笑，真是的。
半小时后救星阿不思终于回来了， 他的桌

上也终于有了杯像样的肯亚。
散发浓烈香气的肯亚。
我也莫名其妙地在短短的交谈中， 喜欢上

了跟肯亚一样浓烈芬芳的他。
玻璃杯实在被我反复擦到就像根本不存在

那样完美，我只好开始拖地。
“如果我拿到最佳辩士，我一定在致词时

好好感谢你。 ”他捧起拿铁，就像捧着女友的手
那般体贴细致，喝着。

“这算什么好好补偿啊？ 我要你写 30 封可
爱的道歉信一一寄给我的同学， 解释你为什么
不能来参加我的同学会。 ”他那女友装可爱嗔
道。 其实一点都不可爱，这种要求就像《辛丑条
约》一样糟糕，根本就是想炫耀她有个体贴到
家的男友。 所以泽于皱起了眉头。

“拒绝她吧，告诉她这样很不成熟。 ”我心
想，用拖把轻轻碰了泽于的鞋子一下，当作是精
神上的鼓励。

“好，但得等我比赛完了才有时间。 ”泽于
歪着头想了想，终于开口。

肯亚一样浓烈的泽于（8）

母亲失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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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春节假期， 母亲都在加班。 涂
自强倒是彻底休息。 他在家里做饭炒
菜， 等待母亲回家。 偶尔参加一下同学
聚会。 同学们依然像以前一样谈笑风
生， 个个都洋溢着勃勃朝气。 但涂自强
却觉得自己有一种无力。 他常有不舒适
的感觉。 可他又说不出这不舒适到底是
哪里。 他想恐怕自己这一阵的连轴转，
真是的有些累了。 赵同学在美国只待了
一年， 回来就说不走了。 还说看来看
去， 还是国内好。 赵同学回来没多久，
便进了银行。 他第一个月赚的钱就超过
涂自强半年的打拼。 涂自强听了心里闷
了一下， 但他很快释然。 赵同学对涂自
强说， 我真的觉得命运对你很不公平。

涂自强笑笑说， 我没这样想。
赵同学连声叹息， 说亏了是你。
几场细雨后， 春天又不动声色地来

临。 躺在床上便能看到外面的树枝在发
芽。

公司的业务要打到二线城市。 涂自
强主动申请下去开拓业务。 一则他想，
只有做开拓性的工作， 事业的步伐才能
上得更快， 二则每月的外勤费可使他的
收入增长不少。

回家与母亲说， 母亲说， 你
干大事要紧， 我一个人能行。 涂
自强觉得也是。 母亲来武汉快到
一年， 对这个城市也慢慢熟悉起
来。 何况她喜欢这里， 她愿意融
入这里的生活。 涂自强觉得自己
大可放心。 但是在出差前， 涂自
强还是把住家地址和自己的手机
号码， 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纸条
上， 让母亲放在钱包里收好， 且
说万一迷路， 就拿这个给警察。
又给她留了三百块钱。

母亲说， 哪要这么多钱？
涂自强说， 放在身上备个万

一哩。 不用回来就存着好了。
涂自强去的是宜昌。 忙碌之

中， 他还去看了三峡大坝。 早春
的峡江风光， 给他一种说不出的
迷惑。 峡谷中的江水， 混浊而平
静。 没人看见谁在推动它的水

势， 它却自己流淌得那样勇猛有力，
并且悄无声息。 涂自强想， 地势使
然。

就当涂自强在三峡大坝想着地势
二字时， 他接到环卫所的电话， 对方
问他母亲怎么没有去上班。 涂自强吓
一大跳， 说这怎么可能。 对方说， 已
经有两天没来了。 涂自强惊着了， 忙
打电话给房东， 请他看看他母亲在不
在家。 只一会儿， 房东回了电话， 说
家里没人。 而且邻居说， 好像晚上就
没回来。

涂自强简直吓蒙了。 他完全想象
不出来， 母亲如果不回家能够去哪
里。 他不顾一切， 立即买票回家。 同
行的业务员说， 你这一走， 好多事情
进展到半截， 怎么办呀？ 涂自强说，
我管不了那些了。 我妈失踪了。

没来得及上车， 涂自强便接到公
司电话， 经理希望他把手上的两笔业
务做完再回来解决家事。 涂自强叫了
起来， 这怎么可能？ 我母亲不见了，
我能安心留在这里吗？

经理说， 你要考虑后果。
涂自强说， 我妈要是出了事又该

怎么办？
经理说， 你母亲一个成年人， 或

许自己出门玩了。
涂自强说， 她虽是成年人， 但她

在这里没一个熟人。
经理说， 这个我不管。 可是公司

派你过去工作， 你却半途而废， 你怎
么向公司交代？

涂自强有些生气了， 说你没有母
亲吗？ 你要是遇到这样的事， 又该怎
么处理？

经理一字一顿说， 我妈永远不会
出这样的事。 说罢便挂了电话。

心急如焚的涂自强根本不愿去想
他此后将面对如何后果。 他只担心母
亲万一真的出事。 他赶到家时， 已是
晚上。 母亲仍然没有回来， 邻居也
说， 这两天似乎真没见到她进进出
出。 涂自强又赶到环卫所， 这里已经
下班锁门。 涂自强打了好几个电话，
找到环卫所长。 所长知道他何人后，
颇不高兴， 说你妈不来上班也要吱个
声呀。

涂自强急道， 我妈不是这种人，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她晚上也没回
家， 会不会出了车祸？

所长用坚定的语气说 ， 这不可
能， 如果有车祸， 我们应该会马上知
道。

这一夜涂自强到处寻找。 到了半
夜， 他有一种欲哭无泪之感。 无奈
中， 他打电话找赵同学求助。 赵同学
说， 你报警啊！ 涂自强这才惊醒。

夜色深沉中， 警察打着哈欠， 一
一询问姓名年龄外貌高矮特征衣着智
商口音诸如之类。 然后又开始对外打
电话。 他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打
着， 一遍遍复述涂自强适才说给他的
内容。 涂自强突然觉得自己透不过
气， 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然撑不到明
天。 得亏此时， 赵同学赶到。

赵同学说， 不会有事的。 绝对不
会有事。 涂自强， 你在我眼里， 就是
世上最坚强的那一个 ， 你得撑住 。

（明日关注： 失去工作）

高士奇也上前跪下， 做出诚惶诚恐
的样子：“回皇上，陈廷敬是从二品的重
臣，微臣不过六品小吏，怎敢拧着他 ！ 臣
只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 斗胆以下犯
上。 ”

陈廷敬不想接高士奇的话头，只说：
“皇上，臣还是就事论事吧。 山东幅员不
算太小，地分南北，山有东西，各地丰歉
肯定是不一样的， 怎么可能全省都丰收
了呢 ？ 纵然丰收了，所有百姓都自愿捐
粮十分之一，实在不可信。 退万步讲，即
便百姓自愿捐粮，爱国之心固然可嘉，但
朝廷也得按价付款才是。 皇上，底下奏上
来的事， 凡是说百姓自愿的， 总有些可
疑！ ”

高士奇却是揪着不放：“皇上， 陈廷
敬这是污蔑皇上圣明之治！ 自从皇上
《圣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各地官员每月
都集聚乡绅百姓宣讲， 皇上体仁爱民之
心如甘霖普降，民风日益淳朴，地方安定
平和。 山东前任巡抚郭永刚遇灾救助不
力，已被朝廷查办，山东百姓拍手称快。
而今富伦不负重托，到任一年，山东面貌
大为改观。 皇上，国朝就需要这样的干臣
忠臣！ ”

陈廷敬语气甚是平和，却柔中带刚：
“皇上，臣愿意相信山东今年大获丰收，
可即便如此，也只是富伦运气而已。 到任
不到一年， 就令全省面貌大变， 除非天
人！ ”

皇上冷冷地说：“陈廷敬， 你读了三
十多年的书，在地方上一日也没待过，怎
么让朕相信你说的就是对的呢？ ” 陈廷
敬回道：“皇上，只要有公心，看人看事，
眼睛是不会走神的！ 怕就怕私心！ ”

高士奇立马说：“皇上，臣同富伦，都
是侍奉朝廷的大臣，无私心可言。 ”

皇上瞟了眼高士奇， 再望着陈廷敬
说：“朕看陈廷敬向来老成宽厚，今日怎
么回事？ 你同士奇共事快二十年了，得相
互体谅才是。 ”

陈廷敬道：“臣不与人争高下， 但与
事辨真伪。 一旦富伦所奏不实，必然是官
府强相抢夺，百姓怨声载道，说不定会激
起民变。 皇上，这不是臣危言耸听哪！ ”

皇上望望明珠， 说：“明珠以为如
何？ ”

明珠道：“听凭圣裁！ ”
皇上问张英道：“你说呢？ ”
张英若不是皇上问起，从不多嘴；

既然皇上问他了，就不得不说，但也不
把话说得太直露：“臣以为此事的确应
考虑得周全些。 ”

皇上站起来，踱了几步，说：“既然
如此， 陈廷敬， 朕命你去山东看个究
竟！ ”

陈廷敬心中微惊， 却只得叩道：
“臣遵旨！ ”

皇上不再多说，起身回乾清宫去。
皇上似乎有些不高兴了， 步子有些急
促。 送走皇上，高士奇笑眯眯地望着陈
廷敬，说：“陈大人，士奇您是知道的，
肚子里没有半点儿私心，同您相左，都
因公事。 ”

陈廷敬哈哈一笑，敷衍过去了。 明
珠在旁边说话：“士奇， 我们都是为着
朝廷，用得着您格外解释吗？ 您说是不
是张大人？ ”

张英也只是点头而笑，并不多说。
天色不早了，各自收拾着回家去。

今儿夜里张英当值，他就留下了。 陈廷
敬出了乾清门，不紧不慢地走着，觉得
出宫的路比平日长了许多。 从保和殿
檐下走过， 看见夕阳都挡在了高高的
宫墙外， 只有前头太和殿飞檐上的琉
璃瓦闪着金光。 陈廷敬略微有些后悔，
似乎自己应该像张英那样， 不要说太
多的话。

陈廷敬出了午门， 家人大顺和长
随刘景、马明已候在那里了。 大顺远远
地见老爷出来了， 忙招呼不远处的轿
夫。 一顶四抬绿呢大轿立马抬了过来，
压下轿杠。 陈廷敬上轿坐好，大顺说声
“走哩”，起轿而行。 刘景、马明只在后
面跟着，不随意言笑。

陈廷敬坐在轿里，闭上了眼睛。 他
有些累，也有些心乱。 想这人在官场，
总是免不了憋屈。 大臣又最不好做，成
日在皇上眼皮底下， 稍不小心就获罪
了。

今儿本来幸蒙皇上大加赞赏，不
料却因为山东巡抚富伦的折子弄得皇
上不高兴了。 皇上派他亲去山东，这差
事不好办。 富伦的娘亲是皇上奶娘，自
小皇上同富伦玩在一处， 就跟兄弟似
的。 有了这一节，陈廷敬如何去山东办
差 ？ 况且富伦同明珠过从甚密。 陈廷
敬有些羡慕亲家张汧， 他早年散馆就
去山东放了外任，从知县做到知府，如
今正在德州任上，想必自在多了。 陈廷
敬同张汧当年为儿女订下娃娃亲，如
今祖彦同家瑶早喜结连理。

陈廷敬回到家里， 天色已黑下来
了。 他在门外下了轿，就听得壮履在高
声念诗：“牡丹后春开， 梅花先春坼。
要使物皆春，须教春恨释！ ”

又听月媛在说：“这是你爹九岁时
写的五言绝句，被先生叹为神童！ 你们
两个可要认真读书， 不要老顾着玩 ！
爹在你们这个年纪， 在山西老家早就
远近闻名了。 ”

陈廷敬听得家人说话， 心情好了
许多。 大顺看出老爷心思，故意不忙着
敲门。 便又听老太爷说道：“外公望你
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

（明日关注： 赴山东看个究竟）

◆
王
跃
文
��著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大

清

相

国

涂
自
强
的
个
人
悲
伤

�方
方
著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怎么可以？道歉信当然要在同学会之前就
寄给我的同学啊！ 你不知道事后道歉一点诚意
也没有吗？ ”他女友坚决地摇摇头。 我一边拖地
一边快气炸了，怎么会有这种野蛮女友？ 真是凤
凰叼着喇叭花。

“那好吧，把你高中同学住址写在纸上明天
拿给我，我后天就去寄。 ”泽于苦笑，笑得很有
绅士风度。我快昏倒。他们俩后来聊到一年后准
备研究生考试的事情，我就没兴趣听了，在柜台
后心烦意乱地背世界地理。 不久，泽于的野蛮女
友先走，只见泽于松了一口气，拿出他那台肥大
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小圆桌上，开始打字。

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冲了杯肯亚咖啡（这是
我冲得最好的咖啡），深呼吸，看了看老板娘。

老板娘正迷上做姜饼屋， 只是用眼神示意
随便我怎么做。 阿不思打了个哈欠，推推红色胶
框眼镜，她也没意见。 于是我捧着肯亚咖啡，走
到泽于的身边，有些慌张地坐了下来。

“请你喝的。 ”我说，小心翼翼地将肯亚咖
啡推到泽于面前。

“你知道我喜欢喝肯亚？ ”泽于有些惊讶，
但随即点头称谢。

“当然知道，因为你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
只会点一杯肯亚，最多再点一块小蛋糕，不记得
也记得了。 ”我尽量笑得温柔婉约。

泽于拿起马克杯，笑笑，喝着我亲手调制的
肯亚。 “你真是个观察敏锐的人。 ”

“这是在夸奖，还是在笑我？ ”我笑。
“当作聊天的起头，彼此认识的起点吧。 ”

泽于笑得很从容。
他真是个善于沟通的人， 不愧是辩论社的

社长。 “那敏锐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坐
在角落吗？ ”泽于抛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指着地上他笔记本电脑的变压器，笑笑。
泽于也笑了。 （明日关注：爱情还没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