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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哭泣的窗户
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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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易蓉蓉天生丽质，

口才很好， 出现在任何一个演讲

场合， 都不会让听众失望。 现如

今， 能说会道的女人很多， 像她

这样有学问， 又漂亮， 又谦虚，

又能说话得体， 又能讨巧卖乖，

实在凤毛麟角。 她的演讲很有听

众缘， 广告一打出来， 立刻有人

奔走相告， 到时候走廊上、 过道

上、 窗台上， 都是听众。

易蓉蓉喜欢说自己像条漫步

在岸边的鱼， 这是经常要举的一

个例子， 她喜欢这样的形容， 一

条能靠鳃来呼吸的鱼， 这条鱼并不

是一直待在水中， 它喜欢在岸边

散步。 易蓉蓉喜欢把自己形容成

一条有超自然能力的鱼， 经常在

岸边行走， 她可以用那双鱼一样的

眼睛， 凝视水中的太阳， 欣赏水中

的月亮和星星。 水草旺盛， 水流中

鱼群在游， 在她脑海里穿梭。

在一次演讲中， 易蓉蓉又一

次提到这个意象， 又一次以河边

散步的鱼为例， 滔滔不绝侃侃而

谈。 终于， 演讲快结束， 到对话

环节， 有位年轻听众举手请求发

言， 问易蓉蓉这种听上去有些诗

意的形容 ， 是不是有点不伦不

类， 可以不可以简单理解为 “脑

袋进水了”， 而且还不只是进了

一点点水， 是进了很多的液体，

多到了可以养鱼， 所以有鱼群在

里面游来游去。 这个提问显然是

在挑衅， 有些无礼， 顿时引起哄

堂大笑， 手上拿着话筒的主持人

很尴尬， 一时间， 不知道应该如

何应对。

“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提问，

问得好， 问得很好， 有时候， 我

确实觉得自己脑袋进了水。”

易蓉蓉并不觉得提问有多突

兀， 笑着做了回答。 这样的场面

很容易应付， 她早已经习惯， 非

常认真地强调一句。 说， 有个叫

郑板桥的老家伙曾经说过， 人生

嘛， 要 “难得糊涂”。 什么叫难得

糊涂呢， 说老实话， 就是在适当

时候， 要让脑袋进点水。 谁也免

不了脑袋进水， 所谓脑袋进水，

其实就是难得糊涂一回， 关键在

于这个 “难得”。 什么叫难得， 难

得就是不容易， 也不只是我， 还

有大家。 有时候， 我是说有时候，

我们的脑袋都可能会进水， 我们

会突然变得有点傻， 变得很傻。

傻就傻吧， 进水就进水吧， 大家

好好想想， 如果我们的脑袋里都

能养鱼， 这多好。

听众一片笑声， 气氛立刻变

得轻松欢快。 易蓉蓉是个聪明的

演讲者 ， 热情奔放 ， 知道如何

掌握尺度 ， 作为一名女性社会

学家 ， 通常只谈女性问题 。 她

的聪明就在于先让听众觉得她

并不聪明 ， 然后再从容不迫地

谈些女性敏感话题。 她知道自己

说的有些话， 在听众耳朵里， 尤

其要让女性听众的耳朵， 能够听

上去很出格 ， 很可能是奇谈怪

论 。 结果总是这样 ， 有些听众

喜欢， 一定会有另一部分听众不

喜欢， 易蓉蓉久经沙场， 知道怎

么对付， 知道不能激怒那些不赞

成她观点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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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易蓉蓉有一位大学同学在此地当

?领导， 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

演讲主办方有好几家， 既有当地

妇联挂名， 又有银行赞助， 晚宴

由当地最著名的房地产商买单。

因为有?领导参加， 有八项规定，

竟然不敢拿酒出来。 易蓉蓉的那

位同学目前还是副职， 不过已经

传说他马上就要转正了， 因此，

虽然是老同学见面， 事先说好，

酒一滴都不能碰， 菜的规格也不

能超标。

只能以茶代酒， 大家举杯 ，

易蓉蓉笑着说： “这年头， 跟领

导见面， 不能喝酒， 真煞风景，

我曾经听人说， 你过去很能喝。”

老同学说： “那是过去， 现

在谁还敢喝。”

“为什么？”

“过去当领导， 是不能不喝；

现在当领导， 是不能喝， 绝对不

能喝， 酒是根本不能碰了。”

老同学出身农村， 当年读书

的时候十分腼腆， 都不太敢正眼

看女生。 现如今完全变了个人，

身材保养得很好， 不胖也不瘦，

头发梳得光亮， 亲切和蔼， 领导

派头十足。 因为公务繁忙， 只能

很亲民地陪易蓉蓉坐一会儿， 随

时准备告辞。 有限的时间里， 老

同学回忆了一番当年， 说起易蓉

蓉当年如何漂亮， 说她那时候绝

对是属于校花， 当时男生包括?

领导本尊， 如何有贼心没贼胆，

想追都不敢追， 害怕别人说癞蛤

蟆想吃天鹅肉。 大家听了狂笑，

易蓉蓉也不脸红， 说， 你真要敢

追， 说不定就追上了， 不过话说

回来， 你要是跟了我， 恐怕也就

当不上这个?领导， 那可损失太

大。 大家听了又狂笑， 哄堂大笑，

老同学同样不脸红， 谈笑风生，

说， 也不一定， 癞蛤蟆真吃到天

鹅肉， 说不定我就住到月宫里去

了。 然后很快， 说告辞就告辞，

向易蓉蓉拱手致歉， 连声说怠慢，

连声说不好意思， 照顾不够周到，

晚上还有个重要会议不能不到场。

一行人众星捧月般送他出去， 易

蓉蓉也不得不站起来， 一本正经

涮了他一句， 说：

“你今天跑来干什么呢， 就为了

接见我一下， 给老同学一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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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一走， 大家重新坐下

来， 继续吃。 氣氛开始更加活跃，

红酒白酒全拿了上来， 问易蓉蓉

准备喝什么， 易蓉蓉也不推辞，

拍了拍手， 说， 什么酒我都能喝，

今天什么酒好， 我就喝什么。 主

人听了高兴， 说， 易老师爽快人，

女中豪杰， 我跟你说， 我们今天

喝白的， 这个茅台绝对是真的，

而且还是过了期的， 我们都喝过

期的茅台。 易蓉蓉听了笑起来，

说， 过期好， 过期的酒要赶快喝

掉， 不喝浪费了， 咱们不能浪费，

领导不喝， 我们喝。

于是就喝， 痛痛快快地喝 ，

易蓉蓉是那种既有酒量， 又有酒

胆的女人， 不仅敢喝， 而且还真

懂酒， 知道什么是好酒， 知道今

天这个好酒， 未必存心招待她的，

人家是准备招待她的老同学。

易蓉蓉渐渐意识到自己喝得
有点多， 好在好酒不上头， 人觉

得晕乎乎的， 有些酒意， 感觉非

常好，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她是

个喜欢喝点酒的女人， 一开始，

只是无意中发现自己有酒量， 宴

会上别人让她喝， 她糊里糊涂也

就喝了， 喝多了， 不仅发现自己

能喝， 而且还真喜欢喝， 喜欢闹

酒。 出门讲演， 正式开讲前， 一

般还能控制， 尽量不喝酒， 即使

喝， 也只是喝一点 。 讲演完了，

活儿干完了， 就难免失控， 喝着

喝着， 就喝多了。

喝多了，不代表着易蓉蓉已

经喝醉， 只是走路有些踉跄，有

些话多。 不想再坐车，离住的酒

店也不远 ，散步过去 ，主办方派

了一男一女两个工作人员陪同。

很快送她到酒店大堂，发现一名

下午听过讲座的年轻女性还在

等候，手上拿着一本易蓉蓉的新

作，要求签名。 年轻女性染了亚

麻色的头发 ，浓妆艳抹 ，指甲涂

成了深蓝色 ， 看上去有点怪怪

的。 她远远地冲过来，两名陪同

的工作人员连忙阻拦 ， 不让接

近。 易蓉蓉说，没关系，不就是签

个名吗 ，我给她签 ，签了不就没

事了。

（《爱好哭泣的窗户 》 叶兆
言/?，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0

年 8 ?版）

以新作 《爱好哭泣的窗
户》，作家叶兆言写的是流动
在当下的情感纠葛， 人物带
着年轻人特有的懵懂的任
性，整体呈现出清新、轻盈的
面貌， 在叶兆言庞大的文学
世界里别具一格。 而其内核
则是具有永恒性的 “爱与困
境”的话题，作家细腻描绘了
主人公在三角恋中的心理变
化， 以及由此被激发的对性
别认知等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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