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海是我舅爷家的孙子，管

我爸叫表叔，比我大十来岁。老

海结婚后第一次来我家，带了一

化肥袋花生，我妈当时就给我们

炒了一锅，边吃边听老海“发表

演讲”，原来，老海他们县城来了

帮福建人，卖竹板，老海要买辆

拖拉机给他们拉活，他在市里农

机公司看好了，手里的钱还差八

千，特意找我爸来拆兑点。

我爸打小就喜欢老海，支持

他，把盖房买钢筋的钱借给老海

两千。老海抓耳挠腮发愁，还差

六千。我大伯在北京铁路系统工

作，一家人都挣钱，我爸一杆子把

老海支到了300里外的北京。大

伯跟老海不熟，不愿意借，老海

电话从北京打来，我爸又给大伯

打回电话去，说了一笸箩好话，

大伯借给老海两千。还差四千，

老海又来找我爸，我爸在亲戚里

发起了“众筹”，天天晚上，骑着

自行车一家家游说，每家五百，

半个月给老海凑齐。我爸给老

海钱的时候说，你小子，好好干，

我这钱怎么来的知道吗？老海

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头一个头

磕来的。老海嘴甜，不惜力，客

户喜欢他，第一年老海就把买拖

拉机的钱挣了回来，悉数还清，

作为感谢，每家给了一袋花生。

跑了十年拖拉机，福建人的

竹木市场搬迁外地，老海就把拖

拉机卖掉。当时老海家村边正修

高速，朋友有拉沙石料的，据说每

天纯进账四五千，老海就想弄个

大卡车。老海又来找我爸，我爸

问他有底没，老海说有底，能挣。

我爸借给老海十万，老海家里凑

了二十万，还差三十万，老海亲戚

朋友家，买房的买房，娶媳妇的娶

媳妇，转了一个圈，都没钱借给

他。我爸只好给老海当担保，在

朋友家借，有利息，按月还，两年

还清。朋友要双保险，当着老海

的面，把我家的四合院做抵押，我

爸签字的时候，手都哆嗦，老海眼

里有了泪花，他攥着我爸的手说，

表叔，我一定好好挣钱。

老海的卡车可比拖拉机烧

钱，雇佣两个司机，车经常超载

挨罚，爆胎是常有的事，一条外

胎三四千，加上两个司机的吃、

喝、抽（烟），还有从山上到工地

需要交“路钱”，每个月还“贷

款”，基本剩不下什么钱。司机

开车，老海押车，司机换班休息，

没人换他，一天到晚，老海不离

车，累得黑瘦。

三年后，老海把借的钱还

清，高速公路进入收尾阶段，沙

石料用不了多少了，路政管得特

严不好跑，老海把卡车卖掉，破

车不值钱，一拢账，老海赔了十

大几万。我爸很是心疼老海。

老海有俩双胞胎儿子，县里娶媳

妇彩礼高，老海这一赔，不知道

啥年月才能翻身。

今年春天，老海又来我家，

我爸眯眼笑，说夜猫子进宅，无

事不来，难住窄住，尽管说。

老海说，俩儿子都到了相对

象的年纪，跟对象约个会呀，得用

车。听他这么一说，我爸要把养

老的钱借给老海，够买个车屁股

的。老海说，表叔啊，你把心妥妥

地放着，不用借钱，我有办法。

我爸看不出老海能有什么

办法，没真金白银反正是办不了

事。老海说他今天来市里，预约

“弹了一个车”。

我爸说老海吹牛，车还跟玻

璃球一样能弹呀？你弹一个我

看看。

老海当然没吹牛，第二天，

他和儿子到卖车的店里，信用评

估，付出首付，提车，一口气完

成。车开到我家，首付一成，月

供四千，还款三年。

我爸简直不敢相信。他怕

老海不好意思借钱，怕他干犯法

的事，告诉他，钱不是事，实在不

行，他还给老海去借。

老海说他再不会借钱买车

了，欠别人钱的滋味太难受。我

爸却表扬老海人品好，守信用。

老海说，这么好的年代，要是没

信用，这样买车是没机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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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的借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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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的灵魂
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折纸高手，

在分享折纸流程与技巧，在他的示

范下，一张空无一物的纸张，翻转折

叠之后，一只“灵魂兽”出现于手掌

之上。“灵魂兽”是什么我不清楚，大

约是西方魔幻故事中的一种小兽，

但令人赞叹的是，仅仅用一张纸，就

能折叠出形象如此栩栩如生的作

品令人赞叹。而且名字也好，宛若

这只纸做的小兽真的有了灵魂。

折纸是许多人的童年记忆，纸

飞机、纸船、纸塔等等，曾伴随过几

代人度过物质与娱乐皆匮乏的岁

月，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憧憬与想

象。70后、80后，也许是受折纸影

响最大的两代人，后来的青少年

们，可娱乐的方式太多，尤其是电

子产品的发达，使得他们已经没有

时间也没有机缘再接触折纸。

女儿三四岁的时候，我曾教她

折纸船：一张A4纸反复折叠，最后

把扁平的折叠体反手撑开，一只活

灵活现的乌篷船便现身于书桌上，

船体清瘦悠长，船篷圆润饱满，纸

张在灯光下愈发洁白，一只只纸船

摆满了书桌，像是真的到了南方小

镇。这个折纸船的手艺，还是我上

小学时学会的，三四十年过去，竟

然没忘。由此可见，折纸并不复

杂，它考验的不是人的记忆力，而

是想象力，只要想象力足够丰富，

那么它带来的惊喜感，就足以让人

长久地记得它的折叠办法。

对于折纸的起源，有三个说

法，分别是中国起源说、日本起源

说和西班牙起源说。但折纸总该

先有纸吧，如果造纸最早出现在中

国，那么折纸就极有可能起源于中

国。咱们把折纸当成日常生活的

小玩意儿，但在日本与西班牙等国

家，却是把折纸当真正艺术来看待

的，据说日本、西班牙、德国、法国

等多个国家都有专业的折纸协会，

得是有一定功力的折纸达人才能

加入这个协会，我搜索了一下，中

国貌似没有，可能和咱们国家民间

各种艺术表达形式太多，没怎么把

折纸当回事有关。

纸的用途太大了，不止可用于

记载、传承文化，还可以用于娱乐，

并且在生活里的实用价值也很

大。五代十国时期，一位名字叫李

邺的人在宫中做纸鸢，就是后来的

风筝，这算是早期的折纸作品了。

春节时贴在窗户上的窗花，要先折

后剪，也是折纸的一种。古书有记

载，“鲁班削竹为鹊，成而飞云”，“公

输般变木鸢，以窥宋城”，这充分表

明折纸不止有观赏性，也有实用性。

在我的记忆里，纸也曾是稀缺

物，在农村的一些家庭，曾经是很

难见到纸张的，一张报纸也是稀罕

物，更别说印刷得整整齐齐的书

籍、制作得简单爽目的本子了。有

一种纸特别吸引我，即包装各种点

心的吸油纸，这种纸通常制作粗

糙，但使用起来却很坚韧，轻易不

会被撕坏，小时候家长分点心的时

候，要把吸油纸一层层地解开，点

心吃完了，纸要收好，以便下次包

装其他的东西用。

在古代小说里，纸也是最常见

的“主角”之一，无论是历史小说、

武侠小说还是言情小说，都不乏与

纸有关的描写。贼人入户行窃，要

先用唾沫蘸在手指头上把窗户纸

捅破，然后吹进去一种雾状的迷

药；等待约会的深闺女子，隔着窗

户纸看月影花影，一直等到心上人

的身影出现，才满心欢喜地去开

门。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也常用

窗户纸渲染气氛，“窗纸破裂”、“捅

窗外窥”等描写，让年幼的读者读

来吓破了胆。

在诗歌作品里，凡是与窗纸有

关的句子，都意境非凡、引人遐

思。诗人陆游对窗纸情有独钟，他

的诗中多次出现有关窗纸的句子，

比如“急雪鸣窗纸，孤灯耿地炉”、

“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朔风

吹雪飞万里，三更蔌蔌鸣窗纸”、

“窗纸萧萧印月痕，数声新雁过江

村”。此外，白居易写过，“微酣静

坐未能眠，风霰萧萧打窗纸”；范成

大写过“晚来拭净南窗纸，便觉斜

阳一倍红”……

这几年总是强调原创精神，原

创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外在面貌

与内在气质的综合呈现，按道理

讲，纸曾经是我们文化与现实生活

里与“原创”捆绑得多么密切的载

体啊。现在人们对于纸的依赖减

少了许多，从环保的角度看是好

事，但总感觉纸虽然在未来生活中

开始退场，但纸所承载的灵魂不能

丢了，这种美好的、诗意的、隽永的

灵魂，需要得到新的绽放平台。

精品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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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之前是迷茫 孤独之后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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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孝勇

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

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真正的过

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世能力。他属

于多血质类型，社会协调性极强，

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反应。无论

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

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

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在社交场

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

人群中心。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

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

许多。年纪轻轻的他在关外上层

人物圈里就有着“轻财好士”的美

誉。他在任何场合都能游刃有余，

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亲密的

关系。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

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

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

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遽色。尤

其是对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他同样

和蔼可亲，一脸坦诚，让人大有受

宠若惊之感。他热衷于广泛交游，

人有所长，他总是千方百计要与之

结识，别人遇到困难，他经常主动

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对于那些身

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

物，他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

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

天启年间，高起潜代皇帝总监

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认

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

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

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

弟。洪承畴经略辽东之后，他又和

洪的亲信幕僚谢四新结为至交。

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他眷顾

有加，他不发迹，还有谁能发迹？

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

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在

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极为自负、极

为自傲的人。自身的出众素质和

不断的成功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极

为自信。他深知自己是个欲望强

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

绝不会把这一生白白放过，他要居

大名，享大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

女人。他还要封妻荫子，光宗耀

祖。读《汉纪》至《光武本纪》时，他

不觉掷书长叹：“仕宦当作执金吾，

娶妻当得阴丽华，余亦遂此愿足

矣！”只要向社会上层攀升，生命价

值，个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

得到解决。这真是一幅简洁而绚

丽的人生图景。

武人吴三桂也许不会去更多

地思考诸如生命的终极意义之类

的问题，也不会体验到困扰着我们

笔端（有时仅仅是笔端）的存在的

荒谬之类的后现代痛苦。他兴致

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

苦和欢乐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

神贯注的，有着埋头走路、不抬头

看天的性质，因此也具有某种朴素

动人的意味。他存在的目的很明

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

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

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他兴致

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

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

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

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

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

幸福之源。

武人吴三桂就是在宁锦战役

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官军连连战

败的消息之后，突然发现了自己原

来是站在冰山上的。此刻他体验

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他不会用

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

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

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

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

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

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一种无可逃避的残酷。

和烂熟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时

候的满洲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标准

化的伦理构架。满洲人更多的是

凭借体内原始的热情和冲动生活

着。他们大致知道些《三国演义》

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义的粗浅概

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论却不是

他们野性未除的粗粝头脑所能理

解的。他们的行为方式更自然、更

直接、更灵活，所以这个民族显得

朝气蓬勃，锐气十足，效率很高。

建立伦理标准来牢笼人心是几十

年之后才提上议事日程的事。现

在，他们的行动只是凭原始热情冲

动，凭夺取中原的雄心所指引。他

们的征服需要汉人的引导，所以他

们竭尽全力争取那些有才干的汉

人，执着而真诚。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们争取的

目标。满洲人因为受到祖氏兄弟

的有力打击而敬重他们。满洲人

听不懂忠干天地、义动云天的神

话。在部落的争战中，狡诈、残忍、

背叛都不是罪恶，而是生存的方

式。弱的服从强的，失败者归顺胜

利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投降并不是

一件可耻的事。应该说，他们不能

完全了解诱降给这些汉人带来的

心理伤害。

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在

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祖大寿的两个

儿子和一个侄子，他赐给他们房屋

土地，并以此为诱饵招降祖大寿。

祖大寿不为所动。 （连载5）

无处收留：吴三桂 《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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