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住房，我便想起了李煜的《相见欢》中

的名句——“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1972年从安徽老家应征入伍，部队驻地在

河北省昌黎县，1978年调到驻天津塘沽的海军后

勤学院工作。1980年底，我与同在本院工作的军

人妻子结婚。因为我和妻子都是军人，按规定，

学院应该给我俩解决住房问题。但因为学院刚

刚恢复组建，学院的前身是海军后勤部下属的一

个器材仓库，住房很少。学院恢复组建后，一下

子从海军各部队调入了几百名干部，教学、办公、

生活住房均十分困难，我的住房根本解决不了。

无奈，单位领导在办公室的旁边挤出一间小房子

让我暂住，解决了我的栖身之所问题。但因为是

办公区域，不能生火做饭，一日三餐还和婚前一

样，在机关食堂，两口子想改善一下生活都不行。

1981年，学院建成了两栋共90户、每户建筑

面积52㎡的家属楼。限于当时人们的理念，房

子没有厅，仅有一个过道；房间两个，一大一小，

大间大约15平方米，小间大约10平方米，厨房和

厕所都很小。僧多粥少，我夫妻二人被安排与

另一干部夫妻合住一套房子。因为他们有一正

上幼儿园的孩子，所以他们住大间，我们住小间，

厨房厕所公用。我住的小间放上一张双人床和

一个大衣柜几乎无下脚的地方。厨房里两套炊

具（盘的火炉子，烧蜂窝煤），同时做饭，一是太拥

挤；二是油烟太大，真是苦不堪言。早晨上厕所

得排队，有时憋得难受，尴尬至极。那时，我日思

夜想，什么时候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

转眼到了1998年，学院建成了一栋师职楼、两

栋团职楼的经济适用房。师职楼每套建筑面积

140平方米，团职楼每套建筑面积120平方米，面向

在职干部销售，售价每平米800-1200元不等。根

据有关条件综合打分排队，我排在团职干部的第

五名，非常靠前，但我放弃了。原因是我夫妻二人

都是军人，当时军人没有公积金，因此不能在银行

贷款，如果购买，必须一次性交清全款，我们夫妻二

人那时工资都不高，几乎没有存款，一下子拿不出

十几万的现金。唉，面对这么好的改善住房的机遇，

我却无能为力，心里的那个酸楚真是一言难尽啊。

2000 年，我由部队转业到当时的塘沽区工

作。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全国的经济加快

发展，塘沽的经济一年比一年好。我有了住房公

积金，又有了住房补贴，工资福利大幅度增长，我终

于买得起房子了。2004年，我购买了原部队建成

的第二批经济适用房（妻子仍是现役军人，以她

的名义购买）。2005年，我在地方用公积金贷款

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作为儿子未来的婚房。2010

年，我在中新天津生态城购买了第二套商品房。

到这时，我的住房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的

住房梦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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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滴
一不留神，就和百件水滴相遇了。

不是从天而降的水滴，而是躺在展柜，

静静展示它们曼妙身姿的水滴。

和我相遇的水滴，也叫砚滴。就是

研墨时，专门加水的小玩意。水滴都不

大，只手可握，装不了多少水，但研墨写

字却少不了。

藏家李治甲，号滴砚斋主，多年来，

醉心于水滴收藏。东奔西走，点滴积

累，终于水滴石穿，藏六百件水滴，成规

模，成系列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前，他拿出来，展示给大家看。

水滴算是比较冷门的收藏，要有

收获，其中艰辛外人难知。要喜欢，兴

趣 是 最 好 的 老 师 ；要 懂 方 方 面 面 知

识，“要懂瓷器，要懂铜器，要识得陶

器，要……”

“先看看东西，再说。”

“看看这个！”老李有些得意。

“这是彩陶！”

这是四千年前西北先民的生活用

具。这件彩陶水滴，比较大，长约 15 厘

米，高约20厘米。造型像一个水鸟站在

河边，背上有个凸出的圆孔，尾巴翘起，

尖嘴下垂似乎正在喝水。别致生动，一

看就惊奇得不得了。

“这是现存最早的水滴。”老李说。

当年，他收到这件东西，百思不得

其解，究竟是何用处？一次，偶遇常书

鸿先生，便向常先生请教。常先生认

为：这应该是古人给彩陶彩绘时，调色

彩注水用的。

原来古人用绳子把这只彩陶水鸟

吊起来。用的时候，轻轻一抬鸟尾，就

能加水，水量也能控制。

再看看他收藏的其他水滴，可谓五

彩缤纷。有瓷、陶、紫砂、金、银、铜、铁、

锡、铝、木、玉、石等各种材质；有拉胚、

捏塑、铁胎上釉、鎏金镀银、雕刻、镶嵌、

鏨铆等等；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

游的，人物、动物、植物，神话传说、历史

故事等。故而前人言：“器必有型，型必

有意，意必吉祥。”

“砚滴”也有区分，有嘴的叫“水

注”，无嘴的叫“水丞”。

水滴核心是节制。研墨时，加水要

少，细细研磨，才能出好墨。注水时，控

制水量，水滴因此而生。砚滴大多有两

孔，一进一出，腹中盛水。用时，手指或

按或松进水孔，便能控制水量。

好砚者必好砚滴。晋时青瓷砚滴，

多龟形，称“龟滴”。西晋诗人傅玄有

砚滴水龟，《水龟铭》曰：“铸兹灵龟，体

象自然。含出原水，有似清泉。润彼玄

墨，染此弱翰。申情写意，经纬群言。”

黄庭坚也有砚滴，他写道：“相思欲写

寄，滴尽玉蟾蜍。”不知道他的玉蟾蜍，

后来怎么样了。

砚滴身价日涨。多年前一拍卖会，

一件长10厘米的北宋汝官窑“粉青釉鸳

鸯水滴”，落槌价 1050 万元。现代化的

墨汁普及了，传统的砚滴大多退出市

场，不过，也有新材质的砚滴出现。

一次，购砚，老板送一砚滴。打开

小纸盒，原来是一塑料砚滴，类似于眼

药水瓶。试一试，挺好用，就是有些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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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有个大胆猜测：公子忽

之所以推三阻四，是因为他已经有爱

人了！只有这个解释，才能把刚才的

疑问全都说通。只有他有了意中人

这种毫无余地的排他性原因，他才明

确知道自己合适的配偶是谁，他才可

能坚定拒绝强大邻国的反复提亲，并

生编硬造这种不靠谱的理由。

仔细翻翻史书，这种猜测还真

有可能是正确的：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

之。郑伯许之，乃成昏。——《左
传·隐公七年》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

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

郑。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后祖。

针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

非礼也，何以能育？”——《左传·隐
公八年》

鲁隐公七年是公元前 716 年。

这之前，郑国刚刚击败了东周王室

派去的讨伐军。战后双方经过谈

判达成了和平协定，互相交换人

质。这一年公子忽就作为人质被

派到了周王的都城。也就在这个

时候，他和陈国国君的女儿妫氏订

婚，第二年四月成婚。他似乎和妻

子一见钟情，都没等到回去祭祖就

先进了洞房——从此成为一名已

婚人士。这段婚姻一直延续到他

死，其间他一直没有儿子，应验了

送亲的陈国大夫的咒骂。可也没

看到他要纳妾什么的，可见他们夫

妻感情应该是一直很好的。

齐僖公要嫁女儿的时候不可能

不知道这点。作为大国君主，他的

女儿要是嫁过去，如果做妾那简直

不像话。所以公子忽如果答应齐国

的联姻要求，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太

太给休了，至少也要贬成妾室才行。

当时郑庄公年纪大了，比较宠爱

后来娶的几位年纪更轻的侧室，对公

子忽的两个弟弟也更加偏袒，导致他

们各自在国内都拥有一定势力。陈

国又小又弱，对公子忽在政治上几乎

是毫无帮助。当时陪着他一起去救

援齐国的郑国大臣祭仲作为他父母

的媒人跟他天然亲近，这时候就强烈

建议他不要那么执着，跟齐国联姻以

取得外援，要不然等庄公死后，他恐

怕保不住自己的位置：

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曰：

“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

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太子

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史
记·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

齐僖公大概觉得，在这种情势

下，公子忽这个自己很欣赏的年轻人

会屈服于现实的压力，成为自己的女

婿。这样一方面自己给女儿找了个

英雄丈夫，一方面也有利于齐国跟郑

国巩固关系，甚至在将来插手郑国内

政。他没想到的是，公子忽居然两次

都坚决拒绝了他的好意。如果说第

一次拒绝他还可能怀疑有文姜名声

不好的缘故，第二次他应该也就明白

了公子忽的真心，只能就此作罢，从

此再也没提过这事了。

为了这种坚持，公子忽——后

来的郑昭公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夏，郑庄公卒……秋九月丁

亥，昭公奔卫。己亥，厉公立。

——《左传·桓公十一年》
第二次拒婚五年以后的夏天，

郑庄公死了，公子忽继位。半年都

没过，九月份他就众叛亲离，连祭

仲都在内外压力下背叛了他，最后

他只好逃到卫国，他弟弟公子突则

在宋国的支持下登上宝座，成了后

来的郑厉公。过了四年，祭仲和厉

公起了冲突，最后驱逐了厉公，他才

回国复位。可这次他执政也没持续

多久，就以他自己的死亡告终：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

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

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

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左传·
桓公十七年》

高渠弥这人，公子忽一直讨厌。

当年郑庄公要任命他做大官的时候

公子忽就坚决反对，一再劝阻父亲，但

是最后郑庄公仍然提拔了高渠弥。

等到郑昭公复位，虽然他并没有对高

渠弥做什么，可对方还是决定先下手

为强，趁着打猎的机会，暗杀了昭公。

这故事还有一个尾声：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

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

而轘高渠弥。

——《左传·桓公十八年》
齐国这时候掌权的换成了齐

僖公的儿子齐襄公。也许是他本

人和父亲一样对那位率军救援齐

国的英勇公子颇具好感，也许是他

被公子忽拒绝的妹妹虽然被拒却

对公子忽好感依然，总之齐国这次

做出了一个很不“外交理性”的决

策：约郑国新上位的公子亹来会

盟，见面却翻脸，把他跟担任国相

的高渠弥一起抓了起来，然后杀掉

了公子亹，对杀害郑昭公的凶手高

渠弥更是用酷刑车裂处死，算是给

郑昭公报仇雪恨了。 （连载2）

脸色
有一位朋友在杭州一家外贸公司

担任营销副总，工作压力非常大。有

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发现他阴着脸，

正在训斥一位员工。见我到来，他示

意让我在休息间坐会儿，他仍然没有

停止训斥。

后来，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经过

一个大开间办公室，听到几位员工正在

讨论他们的上司。一位说：“他一天到

晚阴着脸，真是难看死了。”另一位则

说：“每天我看到他那阴沉的脸色，一天

的好心情也没有了。”

我哑然失笑。不知道我那朋友如

果听到这样的评论，该做何种感想。

朋友的太太是我校友，记得有一次

聚会他太太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自

从当上领导之后，性情发生了变化，容

易动怒，经常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情。每天下班回家，也没有一个好脸

色，一看到他，心里就堵得慌。当然，她

也知道丈夫变成这样是因为工作压力

大，但他不知道如何调适，而是放逐自

己的坏情绪。

席间的几位好友都在劝慰她。

前几天，朋友来到我单位所在大楼

里的一家公司办事，顺便来看我。见他

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下指令，我说：

“你真是日理万机，不过不要因为工作

影响了生活呀。”他一声叹息，说公司经

营压力很大，每天他只睡5个小时，加班

加点是经常的事情。

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因

为你的工作压力，影响了你的心情，然

后你又把这种坏情绪传染给了别人。

在单位，你是领导，在家里，你是一家之

长，你每天阴着脸，你的部下，你的妻

儿，哪里还会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他沉默了。

我想起一个故事。林肯当美国总

统的时候，有人举荐一个人担任政府教

育官员，他的资历和学识都不错。林肯

要求见见他，见面后，林肯当即认为他

不能担任教育官员。举荐者十分奇怪，

总统只不过见了一面，怎么就下了这样

一个结论。后来，林肯对他说：“一个人

活到了40岁，就应该对自己的脸负责。”

推荐者依然不解，林肯说：“一个人的素

养、品德、气质都会刻在脸上。而他让

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总是清清楚楚

地写在脸上。一张阳光的脸，总会打动

很多人。一张脸的美丑，我们无法选

择，但是一张脸是否阳光，却是可以通

过后天的努力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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