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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代代 价价
□葛会渠

非洲青年菲利特， 在欧洲一个发
达国家求学。 那晚， 他去一家超市购
物，挑好日常用品，走到收银台前准备
付账时，却发现钱包不见了！

来之前， 钱包明明放在上衣口袋
里的，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菲利特
赶紧放下物品， 沿着货架在地上来来
回回地仔细寻找了一遍， 还是一无所
获。 看来，只有一种可能了，那便是遭
遇到了窃贼。

就在这时，店堂经理走了过来，亲
切地问他怎么了。菲利特苦笑着，把事
情如实地叙述了一遍。

经理的眉头紧蹙了一下，旋即，拿
起电话报警，却被菲利特拦住了。

钱包里只有50美元， 虽说菲利特
家境并不富裕， 但这点钱也算不上什
么。 他不想为此耽搁太多的时间与精
力，况且，如果因为这点小事日后遭到
小偷报复，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怎能不报警呢？ ”经理一脸严肃
地说：“这可不是在做生意， 不是钱多
钱少、讨价还价的问题，只要有人触犯
了法律，就应该受到严惩……”

很快，警察赶来了。由于超市里装
有监控设备，所以没费多长时间，他们
就从录像带里发现了小偷的踪影。 临
走时，警察告诉菲利特，他们会通过电
视台反复播放录像带， 相信用不了几
天，就能抓住小偷。

果然，三天后，经群众举报，小偷
落网了。得知消息后，菲利特并无高兴
之感，他甚至有点想不明白：在电视台
播三天录像的成本少说也得上千美元
吧， 仅仅为了抓住一个偷了50美元的
贼，是否太不划算了？ 虽然这个国家很
发达，法制也很健全，但做事如此教条
却实在让他不敢苟同。

数年后，菲利特学成归国，凭着自
己的聪明才智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生
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他
也成了知名人士。

那回，菲利特谈成一笔生意，但对
方坚持要付五万美元的订金， 而且要
现金，他不得不去银行提款。当菲利特
独自拎着密码箱跨出银行大门， 冷不
防，从旮旯里蹿出两个蒙脸的大汉，一
把夺去了他手中的箱子。 菲利特本能
地抓住了其中一人， 那个大汉见难以
脱身，猛地掏出尖刀，对准他狠狠地刺
了下去……菲利特倒在了血泊中。

在一个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的国
度，5万美元绝对堪称巨款， 这件案子
轰动了全国。 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搜
捕劫匪， 可由于所有交通道口都没有
安装监控探头，一个月过去了，案件仍
然毫无头绪。

死里逃生的菲利特躺在医院里，
想起了若干年前留学时被盗的事情。
50美元与5万美元， 整整一千倍的差
距，还有血的教训，让他终于明白了：
在法律面前，只有不计成本，才能避免
付出更大的代价。

散文

“冰雪为容玉作胎 ,柔情合傍琐
窗开。 香从清梦回时觉 ,花向美人头
上开。” 这是古人赞赏茉莉花的诗句。

在夏天的所有花卉中， 茉莉是我
最喜爱的一种， 虽说它没有绚丽的色
彩， 没有妩媚的姿态， 但是， 它朴素
自然、 清雅纯洁。 特别是在静寂的夜
晚 ， 当它舒展开那洁白如玉的花蕾
时 ， 默默地给人们送来一缕缕的芳
香， 那么浓烈， 又那么清新， 那么幽
远， 又那么持久， 常使我陶醉在其馥
郁的花香之中。

我家阳台上就有一盆盛开的茉
莉。 因为妻子爱花， 不足十平方的阳
台上摆了大大小小十几盆， 虽无奇花
异草， 却也赏心悦目。 茉莉花只是其
中普通的一盆， 前几年刚种下它时 ，
细瘦的枝干上挂着几片黄绿色的叶
子，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没想到这
两年竟长得枝繁叶茂， 十几条长约数
尺的花枝在其它花卉间恣肆穿插缠

绕， 一副孤傲倔强的模样， 但是花开
得却不多， 一年顶多几朵， 在碧叶间
显得寥若晨星 ， 即便如此 ， 花儿一
开， 阳台上也是一片芳菲。

茉莉花开时间很短， 因留恋那缕
花香， 妻子决定今春好好修剪一番。
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妻子便操起剪刀
煞有介事地站在花盆前开始修剪， 摸
摸这枝， 拉拉那枝， 却不忍下剪。 前
前后后几天痛下杀手后也只是把每条
长枝掐了个尖， 再弯个圈埋在盆里，
连个叶片也没舍得剔除， 整盆花却愈
见蓬勃， 茉莉依然在恣肆地生长。

到了六月初， 点点花蕾在枝间悄
然闪现。 花儿似亦有情， 从第一朵花
开至今， 一直绵绵延延， 花开不断，
点缀着整个夏天。 茉莉一般多在晚间
绽放， 花蕾没有香味， 一待花瓣舒展
开来， 便香风冉冉， 清芳飘荡了。 其
香浓可透远， 清可涤尘， 沁人心脾，
令人忘忧。 “一卉能熏一室香， 炎天

犹觉玉肌凉”， 在这炎热的夜晚， 茉
莉花香不仅香气浓郁， 而且 “幽芳清
彻骨， 爽致消烦暑”。

望着阳台上这一朵朵凝姿约素、
冰肌玉质、挺粹含娟的玲珑小花，闻着
这清芬浓烈的芳香，身心的疲惫、生活
的烦忧瞬间都化作一缕轻烟在这醉人
的花香中缓缓消逝了。闭上眼睛，感觉
心在花香的慢慢浸润下显得一片宁静
空灵， 疲惫的心灵仿佛在花香中也得
到了安然的休憩， 在这炎炎盛夏的夜
晚倍觉润心畅怀，清爽惬意。

夜渐深沉， 清香袅袅。 不觉间想
起了宋人许棐咏茉莉的诗句： 荔枝乡
里玲珑雪， 来助长安一夏凉； 情味于
人最浓处， 梦回犹觉鬓边香。 心有所
动， 于是匆匆起身摘下一朵刚盛开的
小花放到枕边。 梦乡一枕玲珑雪， 于
是， 原本燥热的夏夜也因这花香而变
得恬静如梦了。 今夜， 我要枕着这清
新的茉莉花香入眠。

梦乡一枕玲珑雪 □徐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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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到超市转悠， 本来想买袋咖
喱 块 ， 无 意 中 看 到 旁 边 的 货 架 上
摆 着 一种叫油条膨松剂的小袋子 ，
想到传言中早餐店里的油条加了什么
粉， 用的油烧过N次， 便决定试着在
家做油条。

正好第二天是周六， 老公和女儿
还在睡梦中 ， 我就在厨房里忙活起
来。 按照袋子上的说明， 在面粉中加
了50-60℃的热水和适量的膨松剂 ，
特意将面和得软了些， 盖了保鲜膜醒
了半个小时， 就迫不及待地把面拉开
放入热油中。

没想到看似轻松的事儿， 到了我
这儿却变得困难起来， 面太软， 抹了
油又只能拽成细得如同筷子一样粗的
条儿， 还不能保证均匀。 所以炸出来
的油条也是长的、 短的、 粗的、 细的
什么样子都有， 好在吃着味道还比较

香脆。
一会儿， 那两位起来， 看到桌子

上 的 油 条 颇 感 奇 怪 ， 女 儿 更 是 发
表 议 论 ， “妈妈 ， 你这油条也是没
谁了， 是我见过颜值最低的了……”
说完三人都笑了起来 。 不过看着父
女两人的吃相， 一种小小的成功感
油然而生， 一个早晨的付出有了最好
的回报。

暑假期间， 女儿想恶补下英语，
不过她没有报补习班， 而是在手机上
加了个英语听写的公众号， 每天用半
个小时的时间， 跟着老师一遍遍念英
文短句， 还用个本子记下了生词。

有天我和她到小公园里遛弯， 我
随口说了句 ： “你看这些好好的花
草， 不知被哪个熊孩子给弄得乱七八
糟的， 真是不应该。” 女儿就用刚学
到的英文版的 “乱七八糟” 造了个句

子， 听起来还蛮像那么回事呢。
我立即给予了大力表扬， 女儿有

些羞涩， 不过看起来也挺受用。 我想
这也是个小小的 “微成功” 吧。

老公一番折腾 ， 又是上网查资
料， 又是出去买东西， 终于修好了漏
水很久的水笼头； 母亲改进了包饺子
工艺 ， 父亲又学会了一点电脑小知
识， 和我做出了 “家庭式” 的油条，
女儿秀出了刚学会的英文句子， 这些
都是点滴的成功， 比起那些考进名牌
大学、 做出下载率超高的APP、 发明
了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新东西来说，
显得太微不足道。 但是我们普通人，
在平凡的生活中， 又有几个能做出惊
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倒不如这些细小的 “微成功” 来
得具体可感。 享受 “微成功”， 便是
享受生活给予我们的小美好。

享受“微成功” □胡云霞

□郭任坤 摄醉夕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