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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遇见你

识人用人话《通鉴》

刘半农与“她”

手机语文

读史札记 心灵小品

麦田情思

猫的事

纸 上 博 客 坊间纪事

嗨，这是送你的礼物时尚辞典

□ 傅绍万

司马光花了十九年时间写成《资治通
鉴》，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共三百
五十四卷，计三百余万字，可谓卷帙浩繁。
要读懂《资治通鉴》这部大书，须把握一个
要领，就是司马光说的“六言”。司马光给宋
神宗上疏，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
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
罚。司马光说，自己“获至三朝，皆以此六言
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修心三要，讲自身锻造。治国三要，讲
经世致用，交集点在用人。《通鉴》开宗明义
就讲用人，讲人才决定家国兴亡，讲德才关
系。开篇关于“三家分晋”的背景交代，用倒
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联合消
灭智瑶的故事，把人才观发挥得淋漓尽致。

智宣子执掌晋国政权，准备确定智瑶
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反对，认为如果立智瑶
为继承人，智氏宗族离灭亡就不远了。他
说，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但有一项
短处。仪表堂堂是第一项长处，精于骑射是
第二项长处，才艺双全是第三项长处，能言
善辩是第四项长处，坚毅果敢是第五项长
处。他的唯一短处是居心不仁。如果他以五
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事，谁
能控制得了他呢？确定继承人这样的大事
只能老大说了算，智果说了也没用。于是，
他一逃了之。找到太史，脱离智族姓氏，另
立辅氏。

智瑶掌权后，恶欲大爆发。刚愎骄狂结
冤树敌。一次宴会上，他戏弄韩康子，又侮
辱其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告诫说：主公您

不提防召来的灾祸，灾祸就真的会来了。智
瑶狂妄地说：我想叫谁有灾祸，谁就会有灾
祸，还有谁敢招惹我吗？家臣说，蝎子、蚂
蚁、蜜蜂还能伤人呢，何况君相！

贪婪成性招致智氏灭族。智瑶向韩康
子提出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想给。家相段规
劝道，不给会招来他起兵讨伐，不如给他。
他拿到土地后，必然更加狂妄，再向别人
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
我们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于是给了智瑶
有万户人口的城邑。智瑶又向魏桓子索要
土地，魏桓子也不想给。家相任章以同样
的道理相劝，魏桓子于是给了智瑶有万户
人口的城邑。智瑶又向赵襄子索要更大面
积的土地，这次遭到赵襄子严辞拒绝。智
瑶大怒，集合韩魏两家，前去攻打赵家。
大军围困，大水漫灌，赵襄子固守的晋阳
城岌岌可危。

贪婪者的人生轨迹，无一不是贪得无
厌，得寸进尺，利令智昏，最终走向败亡。面
对即将到手的赵家的大好河山，智瑶喜形
于色，他对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今天才知
道大水可以让人亡国。话一出口，韩、魏二
人不寒而栗：大水可以灌晋阳，难道绛河水
不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汾河水不可以灌
魏国都城安邑吗？智家的谋臣絺疵是个清
醒的智者。他对智瑶说：韩魏两家必反！理
由嘛，从利害分析，赵灭，下一个就可能是
韩魏。从他们的言行判断，赵灭后三家平分
赵家的土地，这么大的喜事，韩康子和魏桓
子却面无喜色，而是忧心忡忡，难道不是心
怀异志？智瑶听罢，怎么处理呢？他把韩康
子、魏桓子召来，把絺疵的话原原本本相

告。两人极力辩白，指斥为小人挑拨。韩康
子、魏桓子告辞，路遇絺疵，心有所愧，神色
慌张地匆匆离去。絺疵再次提醒智瑶小心
提防，智瑶仍不以为然。因为在骄狂自大者
面前，即便是金玉良言也是没有用的。这时
候，赵襄子派出使臣，讲明唇亡齿寒的道
理，联合韩魏，大败智瑶。智瑶被杀，智氏灭
族。那个智果幸免于难。那个絺疵也早就找
了个理由，请求出使齐国，一逃了之。

司马光就此写出长篇“臣光曰”，阐明
自己的用人观。结合他的上神宗疏，大致可
以理解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才是指
聪明、明察、坚强、果毅；德是指正直、公道、
平和待人。德有私德，更有大德，才也不是
小器小技。德才兼备之人，要修政治，兴教
化，益百姓，要有坚定的信念、定力、毅力，
有把握方向的本领，有判断决策能力，道义
所在，虽千回百折，斩伐立断。才和德的关
系要摆正，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用人
以德为重。人分圣人、君子、愚人、小人，无
圣人、君子可用，宁用愚人，不用小人，因为
小人才能越大，祸害越大。怎么识别君子与
小人呢？司马光讲了段李克论相的故事。论
相更是论人，“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
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读史至此，令人拍案叫
绝！

司马光的理论宝典，历经千锤百炼，决
非只从纸上得来。那是发忧愤之情，爬梳千
年历史，关照当下现实，千淘万漉，始得真
金。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认为这是祸国殃
民，国家和人民将陷入灾难之中。因此，宋
神宗委任他做枢密副使，他坚决不做，最后

当个闲官，躲到洛阳，著《资治通鉴》去了。
这本大书一写又是一十五年。当然，司马光
并没有做一个超脱的“出走”者。洛阳的司
马宅，成为另一个政治中心，民间则把司
马光看作“真宰相”。朝廷也没有将他忘
记。神宗死，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招
他回朝执政。这个时候，他真正是怀抱荆
山之玉，手握灵蛇之珠，可以大展宏图
了。朝野上下，对他充满期待，回朝之
日，万人空巷。但他的作为又如何呢？史
家讲：一言以蔽之，则当时熙丰所行之
事，无一不罢；于熙丰所用之人，无一不
黜而已。用人上，那个祸害大宋，导致靖
康之耻的蔡京，却是因温公赏其才，遂加
委任。《宋史·蔡京传》载，司马光要恢
复差役法，大臣们或认为不可行，或认为
推得过急，而蔡京在五天内就完成了。司
马光大喜，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
可行之有！”求功太切，小人乘机躁进，
司马光一言，蔡京想不发达也难了。

读史至此，不禁让人废书长叹：理论
和实际，相去何远！《通鉴》这部巨著的道理
说错了吗？大致不错。曾国藩谈《资治通
鉴》，提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

《资治通鉴》，其论古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一代伟人毛泽东，
通读《通鉴》穷一十七遍。那么，问题出在哪
里？我想，世有良工，能够造出良弓良箭，却
不一定是神射；世有良师，能够鉴赏良器，
却不一定是用家；世有良人，既手握良弓良
箭，又能够运乎一心，拿捏得当，才能让良
器放出灵光异彩。由此来看，司马光还只是
造出良弓良箭的良工而已。

□ 杨婧艺

忘了何时起对博物馆情有独钟，养
成了去各地寻访各类博物馆的习惯。宋
代诗人陆游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去博物馆看看
实物，在想象的时空里穿越历史的长
河，遇见那时的情景是一种前世今生的
缘。

西安，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大道直
向，富丽堂皇。当你脚踩大地仰望星空
时，便会有5000年的历史，如潮水般在
心中涌动，秦皇汉武，大唐盛世，在眼
前翻篇和定格。“记得起历史沧桑，看
得见岁月流痕，留得住文化根脉”，这
里称得上是天然的历史博物馆。这便是
给后来者最厚重，最珍贵的礼物，以史
为镜，立志、正心、诚意。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一部历史的大
书，中华文明的经典，每次浏览都有不
同的收获，从静物中看到活的历史故事
是博物馆的迷人魅力。如今来博物馆的
人一年比一年多，从排队的人群里，人
头攒动的场景可以让人感受到文化自信
的强大，那种“越来越”的节奏，像敲
动心灵的鼓声，雷动且气势磅礴。虽然
拥挤不是好的体验，却为大家求知若
渴，寻找初心的样子所打动。

香囊，因为《国家宝藏》节目成了
网红。无论如何转动，香灰都不会洒落
出来。尽管经历了一千多年，仍然玲珑
剔透。古人的手艺就是如此巧夺天工。
《旧唐书》载，安史之乱后，贵妃被赐
死于马嵬驿，李隆基返回长安后，派人
来此挖开贵妃墓，但见“皮肤已坏，而
香囊犹存”。驻足观赏，仿佛看到了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华美爱情，听见了“天长地久有时
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魂牵梦绕。词
中有誓两心知，只是不明白唐玄宗为何
要因此误国？本来也不矛盾的事，爱美
人就会影响了江山社稷？把爱生生地变
成害，化成千年遗恨。

杜虎符虽是复制品，却也承载着生
动的秦国智慧。它是一只小小的老虎，
却能调动千军万马，秦军锐士全部都要
听从它的调遣。这也是最早的密码学的
起源吧。还有，见证了“一带一路”历
史进程的千年“鎏金铜蚕”、以最原始

的方式记录着鲜为人知故事的青铜鼎、
印证了史书中记载的唐玄宗驯养舞马祝
寿故事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每一
件文物都是岁月流经的历史沧桑，都是
华夏文明的文化根脉，都是千年中国的
真实见证，记载了古代三秦大地的盛世
辉煌的传世之作。

这片土地的上空有着无数璀璨夺目
的星辰，闪耀着历史的光芒，比如司马
迁《史记》、班固《汉书》中所凝结的
先人智慧，只要你有历史的眼光和思
维，便可以得到“温故知新”的启迪。
张骞出使西域，昭君出塞，班超平定西
域，但我最动心的是玄奘西行的往事。

大慈恩寺里僧人正在咏诵佛经，让
游人如织的繁华顿时宁静了下来，身临
其境已是万虑渐远。玄奘取经的执着是
古往今来，有正能量的人学习的榜样。
一个孤独 的行者穿越了无数生死凶
险，也得到了很多贵人相助，越勇敢
越执着，一路向西，走在探求真理的路
上，让人敬佩不已。茫茫取经路不但成
就了一段绝唱，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一
种精神基因，执着、向上、无畏、担
当。

穿越生死两茫茫的大漠，向东求生
找水源还是坚定向西不回头？玄奘坚定
地选择后者，那一定是信念的力量，一
切努力都是修行。忽而一群大雁飞过，
让他辨知了方向，走出了困境。很多时
候，成功或失败只在一念之间，成功属
于那些看似没有希望时还在坚持的人。

穿越时空，感知着历史的交汇，沉
浸其中，忽而有种与古人交流的真实
感，静静地倾听他们的故事，无论是壮
怀激烈的还是温婉凄美的，或许某个刹
那触动了你的心弦，融入了你的思想，
点化了你的行动。知其雄守其雌，知其
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许是一种点亮，无论何时，留心记
录下来便是学习，留意描述一下便是诗
文。生活因此而更加有趣，这些记录和
感受便成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编织在
岁月中，化成一段段生动的乐章，无论
华美、无论质朴，都是心弦之作，弥足
珍贵。

□ 莹 琪

虽说是春雨贵如油，但今春
的雨水特别多，前几天的一场雨
更是下了个沟满壕平，地里的庄
稼着实有了“油水”，看那绿得发
黑的麦苗，今年保准又是一个丰
收年。

父亲的坟就在村西的这片麦
田里。今天是父亲的祭日，望着插
在田埂上的香烛飘着的青烟、望
着那寄托着哀思的纸钱在空中漫
舞，我想，它们一定是往天堂里给
父亲带去这丰收年景的好消息。
因为麦子的收成始终是父亲在世
时一年到头生活的寄托和希望。

父亲虽然身体瘦弱，但在村
里也是一个“明白人”，村里有舞
文弄墨、红白喜事、调解纠纷的事
情，总少不了他的身影。我刚懂事
时，恰逢改革开放，看着人家都在
想门路做生意，父亲也想挣点钱
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我年纪小，
父亲又心疼几个姐姐，他就自己
骑着自行车到寿光贩卖纸张，但
终归不是生意人，每天虽然都披
星戴月、喊哑了嗓子走街串巷地
叫卖，但一天下来，在昏黄的煤油
灯下，点着那少的可怜的“钢蹦”，
对我们贫穷的家境来说杯水车
薪。后来，又试着种地瓜打粉，带
着我们姐弟自产自销粉皮，几年
下来，工夫费了不少，收益了了。
父亲思来想去，自己能干的买卖
都很难挣钱，便把改善一家人生
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土地上。

我家有六亩四分地的口粮
田，主要种小麦，因为在父亲的心
中，每天都吃上白面馒头，那是全
家生活的最高愿望。父亲对麦田
精耕细作。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每年都早早就把家里农家肥
晾干了，秋收一过，这些肥料被均
匀地撒在了地里。我们姐弟几个
把那打磨得锃光瓦亮的耕犁推到
了地头，父亲也把心爱的黄牛牵
了出来，开始犁地了。我或姐姐在
前面牵着牛，父亲在后面扶着犁，
为了深翻，父亲需要一边用劲压
着犁，一边把握着犁的方向，不让
地留下任何未耕的空隙。犁地是
个很重的体力活，家里的黄牛也
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时候，父亲爱
惜黄牛，生怕把它累坏了，耕上一
个小时左右，就会歇歇脚，这六亩
四分地，有时需要犁两天时间。地
犁好了，父亲要用大耙把犁过的
地耙上几遍。他踩在耙上，一手拉
着牛绳，一手拿着鞭子，身子还要
像扭秧歌一样在耙上不停地扭
动，让耙把地耙得更平整，也让黄
牛省点劲。地耙平了，便带着我的
几个姐姐开始调畦，调畦是个技
术活，要拉上一根绳子，在地的两
头固定好，然后用镢头顺着绳子

的土勾起来，形成一个垄，两垄之
间成了一个畦，畦的宽度要根据
播种时耧的宽度来定，每畦宽度
要一致，不然播种时就会多一耧
眼或少一耧眼。畦调好了，父亲便
用手耙一畦一畦的耙几遍，遇到
地里有小砖头就挑出来，有土坷
垃就用耙子敲碎，每个畦子都整
得平平的、耙得像小姑娘抹脸的
粉那样细腻。播种是种麦子最关
键的一道工序，特别是负责扶耧
的，必须是干农活的老把式，才有
能力去操作。我们一个五百多口
人的村，没有几个人能承担这项
任务。父亲也是在生产队时练出
来的。父亲扶耧，他要把握播种的
深浅，要把握下的麦种的多少，在
播种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耧眼
是不是畅通，不然就会漏播，到时
麦子出土时再去补种会影响麦子
的产量。

麦子播下了，父亲一年的希
望也就种下了，他三天两头往地
里跑，看到地里有杂草，都要拔得
干干净净；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
时候该施肥，更是不敢有半点马
虎。有时到地里干半晌的活，累
了，就在地头坐坐，用我写完作业
的纸，卷上自己烤制的烟叶，悠然
地抽上两口，那神态，就像一名画
家在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他经
常念叨，人勤地不懒。麦子长出来
了，麦穗秀出来了，父亲心头的希
望升起来了。

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回老家
看看，遇到父亲到麦田里劳作，自
己也跟着去寻找一下曾经的感
觉。一年一年，看着父亲蹒跚的脚
步和消瘦的、渐渐驼下去的脊背，
我的心头常常有一种不可名状的
酸楚。父亲为了撑起这个家，为了
让我们姐弟几个都过上好日子，
他已把艰辛的劳作当作了自己生
活的常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几年过去了，我的几个姐妹都出
嫁了，每天吃白面馒头已不再是
我们生活的奢望了。我们都劝父
亲不要种地了，该好好享受一下
生活了，可他还是放不下，他
说，每天不到地里去，心里闲得
慌；人啊，没有受不了的累，只
有享不了的福。又过了几年，在
我们的再三劝说下，他终于恋恋
不舍地把自己的土地临时让邻居
去种了，可能他也感觉自己确实
力不从心了。到了来年，父亲就
查出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去世
了，村里的老少爷们都说，父亲
就是种地的命，他离不开地。是
啊，父亲确实已经离不开土地了，
父亲一辈子不仅仅用土地养活了
我们，他也从土地里刨出了精神
的财富：人勤地不懒；人啊，没
有受不了的累，只有享不了的
福……

□ 韩浩月

六一儿童节前，问上小学的女儿，想要
什么礼物？她拖着书包和我走在放学的路
上，很淡定地说，“容我想一想”，说完就把
这件事忘到了后脑勺。直到我自作主张，买
了一辆大童骑的自行车，当作今年儿童节
的礼物送给了她。

现在的孩子，怎么会缺礼物？大大小小
的节日，爸妈出差回来，亲戚朋友上门，
总是忘不了给孩子带礼物。女儿的小床
上，光是毛绒玩具就够一个小型动物园的
规模了……我经常“恐吓”她，早晚有一
天把她那些多余的“礼物”扫地出门，她
不以为然，反正新礼物会源源不断地送
来，旧礼物的失踪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
怪的事情。

身边的朋友，快到六一的时候，能不
出差就尽量不安排出差了，有应酬的也早
早地推掉了，就是不想让孩子失望，想要
陪娃娃们买礼物、逛街、出门游玩。这是

件挺让人觉得幸福的事，但我心里却莫名
有点儿惆怅，想起自己童年时，曾无比渴望
一件礼物，不过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
候的孩子，一年到头恐怕也收不到一件礼
物，所以，童年时偶尔收到的一件礼物，会
记忆极为深刻。

大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表哥
经常在一起玩，那一天我们到了村里的供
销社，表哥的爷爷正在供销社门口和几个
老头闲聊天，看见我们两个孩子过来，就招
呼到面前。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最后把视线
放在了我们俩露着脚趾头的鞋子身上，不
知道那天他老人家有什么高兴事，非要给
我们换一双新鞋子不可。

本来以为，新鞋子我只有看的份儿，可
表哥的爷爷十分豪爽地也给我买了一双。
那可是一双带着三条杠的帆布白球鞋，也
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穿这么神气的鞋子，
这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它让我惊喜
万分、珍惜万分，每次洗刷干净，都会到教
室黑板下面捡粉笔头，一点点耐心地把鞋

面涂白。
还有一次好像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

候，冬天来了，放寒假了，春节快临近了，外
出打工的叔叔们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其
中的一个叔叔，好像那年额外多赚了不少
钱，他背回家一个大袋子，袋子里面装着送
给家人们的礼物，他变魔术般一件件地从
袋子里往外面掏东西，我得到的是一件皮
夹克。这简直让人幸福得想要晕掉，虽然不
是真皮做的皮夹克，但在1980年代，这种东
西对于孩子来说，只能在电影里才能看得
到。

得到皮夹克的那天晚上，刚好村里放
电影，具体电影的片名与内容都忘记了，因
为我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而是穿着那件
皮夹克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觉得自己像大
侠佐罗，甚至认为自己的形象是闪闪发光
的……这件礼物对我的影响太深远了，后
来的许多年，我从北京回老家，总会给老家
的孩子们买衣服，也希望他们能感受到当
年我快乐的心情。我喜欢孩子们围成一团

从我手里争抢礼物的感觉……可现在，我
成了中年人，孩子们也长大了，他们更喜欢
收装在红色信封里的人民币或者微信发的
红包。

当然，作为一名中年人，也依然会希望
收到礼物的，比如，父亲节时收到女儿画的
一幅画，收到儿子的一个短信，都会觉得开
心。

有一次我的一位40多岁的朋友过生
日，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就买了
一件那种拍完之后可以立即打印出来的照
相机。男人之间送礼物很可笑，不知道怎么
表达，不说话挺尴尬，说话又挺肉麻。记得
当时，隔着一个沙发，说“嗨，这是送你的礼
物”，把那件通常儿童才会喜欢的照相机隔
空抛了过去。他打开之后不知道怎么玩，无
奈之下，不得不帮他装上电池、装上相纸，
然后，很要命地来了一张自拍合影，很开
心。

我猜，这位朋友童年时，也极少收到过
礼物。

□ 吴永亮

今天，我们得以很方便地运用
“她”来表示女性，其中就有刘半农
先生的功劳。刘半农在1917年翻译
英国戏剧《琴魂》时，试用“她”。

1920年9月，刘半农还写了一首
《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著名情诗，
“她”第一次闪亮登场我国诗坛。

《大众日报》2017年3月24日
第9版，发表了逄春阶撰写的《刘半
农：教我如何不想她》长篇专访。文
章中对“她”最初诱因作了大胆假
设，也许是指刘半农母亲蒋氏、也
许是刘半农的爱人朱惠、也许是刘
半农的女儿刘小蕙。

有人说，“她”字是刘半农先
生所造，其实未必。经专家多方考
证，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开始使
用“她”了。五四运动以前，“他”兼
称男性、女性以及一切事物。五四
运动前后，鲁迅先生等曾用“伊”
字代表女性。刘半农在北大任教
时，第一个提出用“她”指代第三
人称女性，因而“她”从“他”中脱
颖而出。刘半农在《她字问题》一
文指出：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
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
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
们可以说，刘半农先生拯救了

“她”，而不能说他创造了“她”。我
们还可从逄春阶撰写的《刘半农：
教我如何不想她》文章中找到佐
证。我将文章中江阴市（刘半农故
居所在地）博物馆原馆长唐汉章
的讲话摘录如下：

“在1920年出国之前，他就有
想法，因为什么呢？要写白话文，
用现代手法，少了一个女性的

‘她’，这怎么行呢？用什么字呢？

他就在古典文献里找到了这个
‘她’字，在古代不念tā（笔者注：
‘她’最早读jiě，音义同姐；还读
chí，女子人名用字），是已经废
弃了不用的一个古字，他一看这
个字好，跟‘他’相似，加一个‘女’
字，特征明显。他的好友周作人在

《新青年》五卷二期发表的文章
中，透露了刘半农的这个想法，立
刻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很多人起
来批判刘半农，遗老遗少们说，我
们老祖宗从来也没这个字，不照
样写文章吗？你造个‘她’字，不是
多此一举吗？几个月以后，刘半农
在伦敦读到了登在《时事新报》上
的两篇文章，这促使他对此事进
一步研究，并写出《‘她’字问
题》据理力争，直截了当地回答
读者：我为什么要发明这个
‘她’字？被人一骂，反而坚定
了他的信心，非要发明这个
‘她’字不可。其实，当时周作
人也提出不用‘她’用‘伊’字，或
者用‘这个女人’称呼。刘半农说，
从意思上说，都对，但从言语艺术
上、文学的修养看，这就差多了，

‘她’字一目了然，不需铺垫。这是
刘半农的功劳。”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他”在现在的书面语里，一般只
用来称男性，但是在性别不明或
没有区分的必要时，“他”就是泛
指，不分男女，

如：从笔迹上看不出他是男
是女。

她们，称自己和对方以外的
若干女性。在书面语言上，若干人
全是女性时用“她们”；有男有女
时用“他们”，不用“他（她）们”或

“他们和她们”。

□ 美 空

刘宣咪是一只猫。一只全身麻灰颜色
的小母猫。这只小野猫在皖南乡下一条老
街的青石板路上，绕来绕去跟在刘宝咪的
屁股后面，不停咬他的裤脚管，不停地小
声小气地叫。给它牛奶糖吃也哄不走它。

后来一个跛脚男人用一个手提袋把
它提了起来，塞给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
刘宝咪。就这样它就到了我们家，并且顺
理成章做了老刘家的刘宣咪。

不用说，刘宣咪黏人。第一秒你往凳
子上坐下来，第二秒它就已经坐你膝上咕
噜咕噜闭着眼睛念经了。好像它认为所有
人只要一坐下来就都是它的太师椅子。

这简直离经叛道。叛的当然是猫道。你
知道我自小养猫，和大部分猫一样我也不
太爱理人，这下倒好了，这下好像我倒是猫
了，刘宣咪倒是成了小鸟人了。哈不，———
是小鸟依人。我不喜欢它更因为它的绿眼
睛看起来有一些深和哀怨。让我忍不住要
想诸如“前世”这样幽深的字眼。我不喜欢
这样想，因为这样想想我就会身上发冷。

所以在那个冬天我的血压偏高，医生
给我的脑袋左左右右地拍照片，最后一脸
严肃给我一张画着问号的纸，要我继续住
院的时候，我就一边百思不解我的脑袋里
怎么会长一个问号？一边想着要把刘宣咪
送给我的上司。

后来我经常听我的上司描述那只猫。只
是听起来简直娇宠得不像话。比如改吃了从
上海买来的罐装猫粮；玩具老鼠也是从国外
专程寄来的；又比如刘宣咪的宝榻换成了笔
记本电脑（有照片为证）。大概因为这个，这
只猫的智商也上长得非同寻常，比如说玩老

鼠游戏的时候会和人互动，更不可置信的是
据说学会了在卫生间上厕所。

我听到这些描述，感到由衷的欣慰，
就好比庆幸一只老鼠终于不小心掉进了
米缸里一样。

可是这世界，有时候米缸会比老鼠先
死掉，这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事情。是
的，一年后我的上司死了。
刘宣咪寄宿到了公司的员工宿舍。此后

它就没有了它的名字。有时候我偶尔有事去
一次宿舍，想起来的时候喊一声“刘宣咪”，
它会从某个地方发出细细的喵的一声。

宿舍里有一个管宿舍的老太太，她每
天忙活完了就坐在椅子里打盹，样子就像
一只低眉顺目的老猫。好几次我听老太太
说，那只猫不喜欢吃饭；那只猫捉到了老
鼠也不吃，却来咬住裤脚管拉去看；还有
一个奇事就是那只猫会上二楼的卫生间，
在槽子里撒尿。

看来刘宣咪确实不是一只寻常的猫。可
是我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来一只猫的寻常
或者不寻常对它而言到底有什么用。一直以
来我沉迷宫崎骏，并且我从来不认为动画里
的故事一定就不是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
想，刘宣咪大概就是在猫王国的大太阳底下
打了个盹就莫名其妙不见了的那个人。很可
能、大概是个国王的小侍女也未可知。

这么一想的时候我就跑去问老太太。
老太太说，哦，是的呢，那只猫不见好久了。

一只猫的前世和一个人的前世一样费
解。而现在，我连刘宣咪的今生也已经不知
了。同样，也不知道我的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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