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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间， 像是戏剧性的变化一般，
众学员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一边是志
愿者， 一边是退缩者， 九对一， 九个
兄弟， 对着一个人： 余罪。

不少人回头看着， 都眼巴巴等着
余罪上来。 余罪不时地皱皱眉头， 面
露难色， 发展得太快， 时间又过短，
在取舍之间， 实在让他踌躇。

“出列的注意， 仔细听好下面的
安排， 你们将会从这里开始， 被戴上
铐子送走， 路上会有人安排该怎么做，
关于你们新的身份的资料已经制作完
成， 给你们每个人三分钟， 记熟资料
上嫌疑人的姓名、 年龄、 籍贯， 提醒
一点啊， 把自己当成谁都成， 千万别
把自己当成警察， 否则进了看守所，
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 许平秋道， 招
着手， 林宇婧把一叠资料分发给了众
人， 那上面是警用格式的户籍资料，
除了照片， 全部被嫁接过了。

比如鼠标一看他的资料， 名字变
成了康大勇， 居然有前科， 惊得他嚷
了句： “啊， 怎么把我的照片贴成诈
骗犯的名字了。”

众人哄笑， 都乐了， 危险很远尚
不足虑， 可互相对比一下乐子不少，
张猛是伤害罪， 熊剑飞是聚众滋事，
孙羿是非法窝藏枪支， 鼠标是诈骗，
豆包是盗窃， 几人看李二冬时， 李二
冬死活捂着不让看， 可不料越不让看
越勾引兴趣， 被众人硬夺了， 一看都
笑喷了： 涉嫌强奸、 猥亵妇女罪。

这罪行和这货的贼眉鼠眼说不出
的契合， 其他人忘了自己的罪行了，
笑得肚子直抽搐。 李二冬可怜巴巴求
着许平秋道： “许处， 能给换个罪行
吗？ 这太折磨人了， 我还没饥渴到这
种程度。”

“下次一定换， 不过这次时间来
不及了， 先凑合着啊。” 许平秋笑着
道。 这都能凑合， 听得林宇婧和高远
差点憋不住严肃的表情了。

再看许平秋时， 许处长却是踱步

到了最后留下的余罪身边， 余罪被
这么多人看得很不自然， 低头乱瞅，
像是要瞅个地缝钻进去， 许平秋道：
“需要给你现在订一张机票吗？”

要送走了， 看表情没有一点可
惜， 余罪为难地看了眼许平秋， 落
在最后了， 那是不好意思走， 也不
好意思站出去， 难以回答时， 许平
秋像故意嘲讽一般， 对着众人说道：
“你明明很平常， 为什么老是标新立
异呢 ， 难道这样会显得你卓尔不
群？”

对着众人， 可目标却是余罪，
一干学员闻之， 哧哧笑了， 站着的
余罪成了全场的焦点， 反倒全身不
自在了。 这时候， 如果刺激得过一
点， 也许他会拂袖而去； 可刺激的
力度不够， 他又会踌躇不前， 这是
最伤许平秋脑筋的。 他在斟酌着恰
到好处的方式和力度， 可脸上又是
一种根本不以为然的随意。

想了想， 他还是采取了置之不
理的方式， 随意地看了眼， 像无关
的风景一样， 扭过了头， 又回到了
那群学员中间， 这时候， 鼠标和豆
包在交流着， 两人一摆头， 说定了，
直上前来， 一左一右， 架着余罪，
鼠标说： “走吧， 没有你我们该多
寂寞， 是不是啊兄弟们？”

豆包也道： “兄弟都堕落了，
都有罪行了， 凭什么你旁观呀？”

众人大笑， 看样子余罪就算出
局也没路可走了， 其实豆包和鼠标
拉着他并没有怎么费劲， 那说明他
还是倾向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
到了前台， 余罪稍一犹豫， 许平秋
在一旁笑着道： “余罪同学， 这个
难度是很大的啊， 和上次不同的是，
只要进去， 中途想退出来的可能性
不大， 上次你都是靠别人接济过来
了， 这次行吗？ 这次可没人去接济
你呀。”

“哼……” 余罪一扬头， 鼻子

哼了声，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随手
将招聘书一扔。

许平秋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一
切到此， 圆满了。

余罪从林宇婧手里接到了为他
准备的新身份， 豆包凑上来一看名
字， 噗嗤笑了， 名字叫 “余小二”。
鼠标笑着一瞅他的罪行， 牢骚上来
了： “呀呀呀， 给我们扣这么重的
罪， 凭什么他是抢夺， 这么轻？”

“去去……” 余罪轰着这两人，
他扫了眼个人资料以及犯罪经过，
很简单， 闭着眼强行记着， 等睁开
眼时， 各人将全新的身份都记得差
不多了。 此时下面窃窃私语起来，
新身份、 新任务、 新环境， 要是一
个人受难肯定恐惧， 但这么多人陪
着， 兴趣就压过恐惧了。 许平秋此
时看了看时间， 再喊集合时， 那些
人一股脑起来， 又站成了一列， 资
料是不能留的， 被林宇婧又收回去
了。 许平秋这时候不和蔼了， 吼了
一句： “张山， 出列。”

（明日关注： 疑惑）

有效的陪伴(14）

裴玄静也累得不行了， 颓然坐倒
在地上。

“娘子……静娘……” 突然， 她
好像听见有人在呼唤自己， 声音极低，
却又近在咫尺之间。 裴玄静从地上一
跃而起， 在屋里团团转地找， 可是声
音又听不见了。

“娘子……你看脚下， 我在你下
面……”

裴玄静连忙趴到地上， 光线太暗，
她只能一边摸索着一边叫： “是谁？
谁在叫我？ 是崔郎中吗？”

“正是在下啊， 娘子！”
她终于摸到了一个凸起的铁钩，

钩下是一块圆形的铁盖板， 类似窖井
盖的样子。

“我找到了！” 裴玄静惊喜地叫起
来， 把脸贴在铁盖上， 从下面传来的
话音果然清晰了许多。

“真是娘子你来了！” 崔淼的声音
中满是惊喜， “这底下是个窖井， 我
就给关在里面呢。 娘子， 你能放我出
去吗？”

裴玄静提了提盖板， 纹丝不动。
她很懊丧， 力气只是一个小问题，
她还可以想办法找根撬棒什么的来
解决， 但挂在铁钩上的巨大铜锁就
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了。

“不行。” 她难过地说。
地下静默片刻， 又传来话音：

“娘子， 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是那面铜镜。” 裴玄静无力地

回答， “有个磨镜子的人拿着那面
镜子找到我， 我便跟着他来了。”

木门“咣当” 一声敞开了。
有人说： “隔着个铁盖子喊话

累不累？”
是个女声， 听不出年龄大小。

门外赤日炎炎， 阳光挟带热浪涌入
狭窄的门框， 令她的周身仿佛环绕
一层紫烟。 因是逆光， 看不清她的
相貌。

顷刻之间， 裴玄静的脑子里蹦
出若干疑问： 怎么有个女人？ 她是
谁？ 和那个磨镜汉子是什么关系？
他们为什么要关我们？ 她认识王义
吗？ 她认识王义的女儿吗？ 她会不
会就是王义的女儿？！

裴玄静马上自己否定了最后一
个猜想。 王义的女儿尚未及笄， 年
纪不会超过十五岁。 眼前这个女子，
虽判断不出年龄， 但绝对不是一名
少女了。

裴玄静道： “请问这位娘子，
为何无缘无故将我关押在此呢？”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吧。” 女
子的口吻寒气逼人。

裴玄静试探： “不知娘子与那
磨镜者是……”

“他是我的夫君。”
“哦。” 裴玄静又问， “那面铜

镜怎会落到你们手中？”
女子冷笑一声， “真是侯门千

金， 不识柴米油盐人间事。 每个磨
镜者在磨完铜镜后都会留下自己的
记号， 以便他日辨识。 你说的这面
镜子， 正是我夫君磨的。”

原来如此！ 裴玄静明白了， 崔

淼肯定是知道这个名堂的， 所以才
以镜为线索找了过来。 她干脆直截
了当地问： “你们认识王义吗？ 这
面镜子就是他的。”

女子尚未回答， 又从外面跑进
来一个人。 借着开门的刹那， 裴玄
静看清了女子的面孔。

五官精致， 皮肤光洁。 但冷若
冰霜的神情中却透露出另类的沧桑。
好似在青春常驻的躯壳里， 住着一
个看破红尘的灵魂。 裴玄静更纳闷
了， 这女子气质高贵， 可夫君却形
容猥琐， 只是个走街串巷讨生计的
手艺人， 身体好像还有残疾———她
的人生究竟有过怎样的跌宕起伏？

“你来干什么！” 女子质问新来
者。 她的声音中掺入怒火， 更显得
杀气凌人了。

新来者凑到女子的耳边说了些
什么。 从举止来看， 此人对女子颇
为敬畏。

“娘子可想回家？” 等新来者耳
语完， 女子突然对裴玄静来了这么
一句。

裴玄静忙道： “当然。 我现在
可以走了吗？”

“可以 ， 但你要答应一个条
件。”

“什么条件？”
“朝廷刚刚抓捕了成德进奏院

的武卒张晏等若干人， 污蔑他们是
刺杀武元衡的凶手。 你回去后给你
叔父带个信 ， 让他把张晏他们放
了。”

怎么又扯上了武元衡刺杀案？
裴玄静十分意外， 想了想说： “你
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为什么？”
“武相公被刺乃当今朝廷第一

大案， 圣上亲发诏书抓捕凶犯， 轮
不到旁人说三道四。 就算我将话带
给叔父， 他也绝不会听从的。”

“如果用侄女的命来交换， 他
会听吗？”

（明日关注： 聂隐娘）

我有个好朋友，是位忙碌的爸爸，他的儿子 6 岁
之后，每周日下午雷打不动是“父子三小时”，他们一
般一起去滑冰，然后路上各种交流。 有一次，和他儿子
聊天，8 岁男孩竟然给我讲白宫是谁盖的、欧洲建筑的
特点什么的，我好诧异谁教给他的，他骄傲地说都是爸
爸。 爸爸喜欢各种建筑，所以送给孩子好多建筑模型，
后来儿子也上瘾了。 那一刻， 我由衷地敬佩我这位朋
友，虽然他很成功、很忙，虽然每周只有三个小时和儿
子在一起，但是我相信这三个小时是非常有效果的。很
多爸爸看上去经常在陪孩子，可是拿着手机打着游戏，
孩子问个问题老大不耐烦，这样的陪伴是无效陪伴，不
如不陪。

我们的早餐时间也是这样，虽然短暂，但是内容丰
富。有的时候我真是爬不起来啊。大家想想晚上两点进
家，早上那个点正是困得最狠的时候，但是我每天都是
把闹钟提早五分钟，然后自己和困乏斗争五分钟，最后
时刻必须起来， 谁让我是妈妈呢？ 谁让我平时没时间
呢？ 因为我去工作了，我得到的比一般人多，所以我就
得比别人付出得多。 我的很多同行都是把孩子送到父
母那边，有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这样自己倒是轻
松了，可是孩子的成长完全错过了，我不想做那样的懒
妈妈，每天早餐，就成了我们的会谈时间。

我经常和女儿说，早上一定要开心，因为早上不开
心，一天都会受影响，所以早上我们一般都会高高兴兴
的。偶尔女儿也会由于红领巾找不到之类的事情噘嘴，
但是我一提醒：“宝贝，早上不能噘嘴啊，要不然一天
运气都不好！ ”女儿一听就笑了。

其实每个妈妈情况不一样， 未必要选择时间这么
紧张的早晨和孩子交流， 但是我最不喜欢那种早上就
开始唠叨的妈妈，什么起晚了啊，什么吃饭慢了啊，一
早这么多抱怨，多影响孩子一天的心情啊！有的时候送
孩子上学，看到一些妈妈都到学校门口了还在抱怨呢，
我就在想，这妈妈唠叨完这一天自己舒服吗？肯定也不
痛快，所以为啥不能克制一下，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开始
呢？ 我期待，每个家庭都有一顿美好的早餐！

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在您结婚之前，经历过隆重的
求婚仪式吗？ 可能很多中国情侣都觉得只要我们俩幸
福，弄那么多仪式感干啥，都是虚的。

这篇文章我就要说说这仪式感的重要性。
就拿求婚举例，如果先生要准备求婚，一定得事先

准备下，哪怕是突发奇想的，也肯定得有个场合，有个

神秘女子的要求（18）

新的身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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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而这些都代表了这个男人有多爱这个女人。 先
生们说了，我很爱我太太，但是我未必要说出来，这
样说话的人我常常觉得有点儿自私，您既然很爱她，
为什么不能说出来让她心里舒服。 在一定场合勇于
表达自己的爱，这需要勇气。

我们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含蓄，不要张扬，
但是对于孩子，我们古代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
妈妈的爱、爸爸的爱从来就不缺乏，所以更应该及时
表达出来。 有些妈妈说， 我们家所有成员从来不过
生日，有啥意思啊，现在不缺吃不缺喝的。 这样的说
法也好无趣啊，生活本身就是一天天过来的，如果我
们能赋予其中一些有色彩， 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
情。

我经常说，活着就是要找乐的，仪式感就是其中
一乐。 更重要的是， 仪式感可以让人更好地约束自
己。 尤其是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仪式感越庄严神圣，
越能让孩子心灵成长。

我录制《大王小王》节目，曾经经历过很多关于
戒酒的故事。

一个女孩，因为 23 岁那一年失恋了，从此开始
喝酒， 从一天二两演变成了四年之后的每天两斤半
白酒，酒后她就完全失忆，打父母、砸东西，几乎每个
夜晚，妈妈都是在心惊肉跳中折腾到 3 点才睡，到后
来，母亲绝望了，都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女孩清
醒的时候特别好，什么都知道，也给爸妈道歉，就是
一到晚饭之后，就开始闹酒，不给就像疯了一样。 有
一次，她说自己下楼买两只笔要写字，结果妈妈给了
10 元钱，从窗户上一看，女儿在小卖部买了小瓶二锅
头，一饮而尽，那感觉就像在喝矿泉水，妈妈真的无
奈了。

（明日关注：不可缺少的仪式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