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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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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乔治的烦恼》

出版社：百花文艺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简介：年届六十的乔治

正在踌躇满志地迎接自己
的退休生活。生活却丢给
他一点烦恼：女儿要结第二
次婚，新郎不是适当人选；儿
子打算带一个男人回家参加
婚礼；自己身体上出现了疑
似癌症的肿块；意外撞见了
妻子与前同事的婚外情⋯⋯

作者：（英）
马克·哈登

译者：熊娉婷

《撕裂》

作者：丁捷

出版社：中国文联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简介：一部现实主义小

说，用剧情式的 60 个篇章，
描写某市一群名流和产业
大鳄的奋斗与矫情，对这群
看似高傲其实卑微的灵魂，
他们浅显而焦躁的生态，他
们精神撕裂的人生，进行强
有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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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嘉不让老同学再喝了，
叫服务员小姐泡了两杯浓茶，以
茶代酒喝起来。

两人越喝越清醒。醉意消
去六七成，张一嘉不知怎么，突
然想起下午李天武与邬娜的事，
马上就觉得这酒劲涌上来了，烦
得很，一刻也待不住。以前听别
人议论过，他们两个关系暧昧，
今天也算被看穿和证实了。虽
说有些预料，但这事真的发生在
自己眼皮底下，张一嘉还真有些
不舒服。本来下属这点隐私也
用不着当老总的操心，但这点隐
私的当事人，一旦是同事，而且
有上下级关系，这就有可能埋下
隐患了。

张一嘉就站起来，说明天一
大早集团要开会，先告辞。顾
东岳一把按住他，说：“你以为
我 吃 饱 了 撑 的 ，就 想 找 你 叙
旧？不是啊，兄弟。大家都是
忙人，快二十年了遇一次，我没
有大事不登门的。”说完，从随
身携带的提包里，掏出一沓装
订成册的文件。

张一嘉耐着性子坐下来，翻
看文件，是鲁南大学传媒系的毕

业生实习和就业推荐表。材料
显示：姜萌，女，二十二岁。籍贯
干水。鲁南大学，新闻学院传媒
系，广播电视主持专业，应届毕
业生。志愿：干洲，国有文化产
业单位，对口行业求职。

“是老兄的什么人啊？”张一
嘉说，“现在我这里早就满编了，
实习可以，正式进来不行，我们
已 经 三 年 没 有 进 一 个 毕 业 生
了。毕业生进来，生意做不起
来，我这是个企业，要挣钱养活
大家的，一个吃闲饭的都容不下
啊。”

“哎呀哎呀兄弟，别把话说
得这么死。”顾东岳说，“这人对
我重要，你得帮忙。她是我拐七
拐八的亲戚，这件事情你帮我搞
定了，我一定重重报答，我不会
白占你的便宜。”

“嗨嗨，说什么呢，老兄！”张
一嘉下意识再去看材料上女孩
子的照片，果然是一张漂亮的
脸，就盯着顾东岳坏笑起来。顾
东岳说：“你小子也别坏笑，这是
亲戚家的孩子，受人之托嘛，谁
没有个三亲六故的，这可是有血
缘关系的。”

“那么远的亲戚啊，就别多
事了，这找工作的事情，现在谁

敢惹啊！”张一嘉说，“要是你自
己的孩子，我就是挨个处分，也
把她弄进来。”

“你小子，”顾东岳说，“这个
忙你必须帮。”

然后说了一大堆如何重要
的话：“女孩的父母，也是我顾东
岳的恩人，当年上大学，我们家
穷，两位老人给我顾东岳资助过
不少，要不然连大学都挺不下
来。”

这话把张一嘉说得心软了，
就答应努力帮忙，并把求职材料
收进了自己的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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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东岳松了一口气，用餐巾
抹抹额上的汗，给自己和张一嘉
分别点上一支烟，猛吸两口，神
秘兮兮地凑到张一嘉身边说：

“我也不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
我有大事要向我的大老总同学
禀报啊。”顾东岳一脸神秘的样
子，把椅子拉得靠张一嘉近一
些，再近一些，直到两人膝盖抵
膝盖。

这老同学一开口，把要说的
话一说，张一嘉还真吓了一跳，
马上把“李邬”的事情带来的烦
躁都忘得一干二净。

顾东岳说的是：
干洲市将作为全省的试点，

大力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打破条
块分割，整合文化资源，把全市
许多零散的文化产业单位、经营
性文化事业单位集中起来，政府
国投公司等注入数十亿巨资，发
展文化产业，组建一个大规模
的、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集团，据
说名字都有了，叫干洲国信文化
传媒集团，以此拉开建设文化大
市的序幕；全市最年轻的县市领
导干部、干水市委副书记、市长
关文水，将调到干洲市主管这项
工作。

张一嘉这会儿其实心跳加
快了许多，但是装作若无其事地
说：“兄弟啊，这跟我没有什么大
关系啊。我们经济传媒影视公
司，这些年虽然做得不错，但在
全市国有文化单位和其他企业
板块里，不足挂齿，块头不大啊，
论级别只是个处级单位，论规模
只是市电视台的一半吧。当然，
效益不比电视台和日报社差，合
并给人家就是了。我叫总经理
好听，但压力大；合并给人家，我
叫经理，名头小了，但压力也小
了啊。吃亏，占便宜，账一算都
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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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米回答前只不过稍一迟
疑，但仍显出迟滞，托尼怀疑地
挑起眉毛。杰米只好临时改变
策略说：“我真心希望不会出现
这种事。”

“如果出现呢？”
没必要为这事吵架，现在不

是时候。当耶和华见证人来敲
门时，托尼也会把他们请进屋喝
杯茶。杰米深吸一口气说：“我
老妈的确提到带上某人。”

“某人？”托尼说，“很好。”
“你不是真的想去，对吧？”
“为什么不去？”托尼反问。
“雷的工程学同事，我妈的

神经兮兮⋯⋯”
“你没听我说话，对吧？”托

尼握住杰米的下巴捏了一下，就
像对待小孩那样，“我想⋯⋯参
加你姐姐的婚礼，跟你一起。”

一辆警车尖啸着从死巷尽
头飞驰而过。托尼仍然握着杰
米的下巴。杰米说：“这事以后
再说，好吗？”

托尼手上一用劲，把杰米拉
过来闻一闻。“你刚才吃什么了？”

“紫雪糕。”
“天哪，那东西坏了你的心

情，是吗？”

“我把剩下的都扔了。”杰米
说。

托尼摁灭香烟说：“去拿根
给我吃，我上次吃还是⋯⋯天
哪，在布莱顿，大概是1987年。”

杰米走进厨房，从垃圾桶里
捡回一支紫雪糕，冲洗掉包装纸
上的番茄酱，然后拿回客厅。

如果他运气好，不到九月，
凯蒂就会拿烤面包机砸雷，到时
就不会有什么婚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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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在病斑上涂了很厚一
层类固醇软膏，然后换好工作服
下楼，正好碰上简从塞恩斯伯里
超市购物回来。

“医生怎么说？”
“还好。”
“那么⋯⋯”
“可能是中暑。脱水。不戴

帽子顶着大太阳干活，喝水也不
多。”乔治觉得撒谎更省事。

“哦，那我就放心了。”
“是啊。”乔治说。
“我打电话给杰米了。”
“怎样？”
“不在家。”简说，“我留言

了，说我们会给他发请柬，他如
果愿意可以带上某人。”

“好极了。”

简迟疑一下说：“你还好吧，
乔治？”

“很好啊，真的。”他吻她一
下，走向花园。

他把桶里的东西刮到一个
小桶里，冲水，搅拌成新鲜的灰
泥，然后开始砌砖。再砌两层，
他就可以考虑砌门框了。

他觉得同性恋本身没什么
问题，不就是男人和男人上床
嘛。困扰他的其实是男人一起
买家具这种事。男人和男人搂
搂抱抱，不知怎么，感觉比公厕
里的打闹更令人窘迫。这让他
不舒服，觉得世界构造存在缺
陷，就好比看男人当街打女人，
或者小时候突然记不起自己的
卧室。

不过一切都变了，移动电话
啊，泰国餐厅啊。你如果不适应
变化，就会成为愤世嫉俗的老顽
固。况且，杰米是个理智的年轻
人，带回来的人也应该一样。

雷会怎么想，只有老天知
道。觉得好玩，肯定是这样。

他又砌上一块砖。
“除非我错得离谱。”巴弗提

安医生说过。
藏起自己真正的想法就好，

毫无疑问。
戴维在冲澡，简脱下衣服，

套上他留在外面的便袍，慢慢走
到飘窗前，坐到椅子扶手上。

光是待在这房间里，她就觉
得自己光艳动人。奶黄色墙壁，
木地板，金属镶框大鱼图画，这
房间就像杂志里刊登的那样，让
你有种冲动想尝试不同的生活。

她望着椭圆形草坪。两边
各有三盆灌木，另有一张折叠
躺椅。她喜欢做爱，也喜欢这
样——待在这儿遐想，不受生活
琐事侵扰。

简很少谈到自己的父母。
别人只是不明白，他们还是十几
岁的孩子时，就知道隔壁的玛丽
阿姨是父亲的女朋友。大家据
此想象出种种狂热的肥皂剧，但
事实上没有私通，没有激烈的争
吵。她父亲在一家银行工作了40
年，喜欢待在地下室制作木头鸟
舍。不管她母亲对这种古怪的家
庭生活有何感受，她都从未提过，
就算在她父亲去世后也一样。

她猜她母亲在她父亲生前
也从未提过。事情发生。维持
体面。事情结束。

简就像常人那样，觉得羞
惭。你如果对此缄默不语，就会
有撒谎的感觉；你如果和盘托
出，又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混马戏
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