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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然是個騎行愛好者，那天，他騎著山地

車去市郊荷塘賞花，不巧回程時遇到了暴雨。

當時他只騎到剛開發的新城區，附近很空曠，

只有幾棟光禿禿的樓房，沒有躲雨的地方，更

打不到計程車。雷雨很狂暴，若是一直耗下去

，可能會遇到危險不說，身上那台單反相機肯

定是保不住了。

就在這時，上小學的兒子來了個電話，哭

著說自己忘帶鑰匙，被關門外了。雨越下越大

，妻子在外出差，自己又無法騎車回去，這可

把張然給急壞了。

正巧這時來了一輛開往老城的公車，司機

催促道：“這是今天最後一班了，你上還是不

上？”

當然得上，可看著滿滿一車人，自己的自

行車怎麼辦？張然犯了難。這是一輛高檔山地

車，價值上萬元，總不能就這樣扔了吧？情急

之中，張然看見前方路口有一座雕塑，是一匹

駿馬，他急中生智，請求司機等兩分鐘，然後

冒雨把自行車推過去，將車子的後輪與雕塑的

馬腿鎖在一起。

張然打算第二天一早過來把車子取走，山

地車配了一把高檔的防盜鎖，又下著暴雨，路

人很少，應該丟不了，這也是權宜之計吧。這

麼想著，張然就跳上公車回家了。沒想到兒子

淋了雨發高燒，張然一早帶著他去醫院看病打

針，忙活完趕過去取車子，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了。

張然到了新城區的那個路口，遠遠望去，

那輛山地車安然無恙地靠在雕塑上。張然很得

意，看來當初多花點錢買一把好鎖是明智的。

張然哼著小曲走過去，剛想開鎖，忽然聽

見背後有人在叫他：“先生，這是你的自行車

嗎？”

站在面前的是兩個人，一個還扛著一架攝

像機，為首的見張然點頭承認了，便又說道：

“我是新聞台的記者，有居民舉報你公然把自

行車鎖在城市雕塑上，請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知道這是一種損害市容、漠視公共秩序的

行為嗎？”

張然有點尷尬，便把前因後果解釋了一遍

，那記者和張然聊了一會兒，又要了他的手機

號。

張然急於開鎖走人，他走到自行車旁，掏

出鑰匙開鎖，可是開不了，細細一看，又發現

這鎖不是原來的那把，他在附近巡視了一遍，

看見三步遠的地方躺著一把被人軋斷的車鎖，

經過辨認，正是張然原先的那把鎖，鎖下壓了

一張字條：“朋友，你的車鎖品質太差了，要

防盜，不妨試試我們‘新霸’牌。”

三人上前一瞧，車上果然是一把異常粗大

的“新霸”車鎖。這廣告做得太不像話了，光

上鎖，沒留鑰匙，可惡！張然暗暗罵著，卻又

無可奈何，沒有鑰匙，根本開不了，只得悻悻

回家……

吃過晚飯，張然正為車子的事發愁，尋思

著明天找個開鎖公司去對付那“新霸”。這時

，表姐打來電話，讓張然快打開電視機，看

“民生直通車”。張然打開電視一看，新聞裡

正在報導他把自行車鎖在雕塑上這事，基本屬

實，略帶誇張，最後主持人給定了性：“把市

政雕像當車樁子，瞧這市民的素質，連制鎖公

司都看不下去了。”弄得張然哭笑不得。

這以後，陸續有同事、朋友打來電話，興

致勃勃地問這問那，等他應付完之後已是筋疲

力盡，這當兒，又有一個陌生來電，張然猶豫

了一下還是接了。對方自稱是“李鎖匠”，聲

音很深沉：“張先生嗎？我從新聞上得知了你

的困境，很是同情，就從電視臺搞到了你的手

機號，和你聯繫。明天我願免費幫你開鎖，會

一會那‘新霸’。”

見有人主動伸出援手，張然很感動，看來

這“鎖界”也有江湖啊！次日，按照約定的時

間，張然在新城區的那個路口見到了李鎖匠，

李鎖匠比想像中要黑瘦一些，長著一雙過膝長

臂，儼然一副高手相。旁邊跟著一個夥計，手

中拎著個箱子，看來是有備而來。

可李鎖匠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扯著閒話，

並不急於過去開鎖。等了半晌，昨天那個記者

來了，還帶著那個扛攝像機的人。記者和李鎖

匠竟然認識，兩人聊了幾句，然後開始拍攝，

記者熱情地拉著李鎖匠對著攝像機說道：“昨

天的自行車鎖雕塑事件引起了很大反響，今天

我們特意請來了著名開鎖公司的李總，為車主

解圍，還道路清淨。”說著，隨同李鎖匠來的

那個夥計從箱子裡摸出兩件工裝換上，工裝的

背後寫著開鎖公司的名稱和電話。

原來李鎖匠是為了打廣告，看來這“鎖界

”的江湖深得很啊，不過事到如今，張然也沒

有別的想法，他只想把自行車騎回家，便強裝

笑容配合著，好趕緊開鎖了事。

幾個人走到路口，一看車子，頓時傻眼了

：昨天的“新霸”已經被人撬開丟在一旁，取

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形狀迥異的鎖——大家

都想著借機行銷一回。張然數了數，竟有十把

之多。

考驗李鎖匠的時候到了，他和夥計在烈日

之下搗鼓了足足一上午，可連一小半鎖都沒搞

定。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各大媒體的記者也

聞風趕來，拿著攝像器材，圍著山地車拍來拍

去……

轉眼到了下午，李鎖匠還是困局難破。忽

然，人群中有人喊道：“讓我來試試。”話音

剛落，一個乾瘦的年輕人從人群中走了出來，

人們一看他的右手只有三個手

指，便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了，

紛紛讓出一條道來。在年輕人

的帶動下，各路高手紛紛加入

了開鎖大軍，有身著工裝的開

鎖員，也有鎖廠的研究員。

張然也沒得清淨，被幾個小

報記者問來問去，頭昏腦漲

……

現場十分熱鬧，很有一番眾

志成城的氣氛，只要是誰開了

一把鎖，便走到攝像機前把自

家公司宣傳一番。更離譜的是

，又有不少“研究鎖”的人帶

著自家“寶貝”冒出來，一邊

往馬腿上鎖，一邊吹噓著：

“保證你們誰也開不了這把鎖

！”這時候，張然已經無法駕

馭眼前的局面，想把自行車推

回家，門都沒有！

見到這情景，張然重重地歎

了口氣，悄然回家了。晚上，

他料想新聞會發酵，怕再被人

打擾，便關了手機。臨睡的時

候開機設定鬧鐘，沒想到馬上

就有電話打了進來，對方操著

一口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說：“張先生，關於車

鎖的事情我深表同情……”有了李鎖匠的經驗

，張然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你是開鎖的

還是賣鎖的？”

對方慢吞吞地說：“先生誤會了，您的車

子現在有了名氣，我想把它買下來，一萬五千

塊，如何？”

張然一算，新車不過才一萬二，能失而復

得還有賺頭，當然是好事，不過他還是試探著

問有沒有別的要求，對方笑道：“張先生果然

通情達理，我的要求很簡單——即便明天車鎖

全部被解除，也請不要取車，想辦法拖延到最

後。”

張然一聽，急了：“拖到最後？那如果車

被城管沒收了、被小偷偷了，怎麼辦？”

“那無所謂的，那個時候，車已經屬於我

了，我付你一萬五千塊；如果你能想辦法再拖

延點時間，每拖延一天，我再給你加五千塊。

”原來對方是該品牌自行車的代理。

張然無力再周旋，他唯一想的，就是把車

推回來。第二天，張然又請假去了新城區，盼

望著有人能把車上的鎖全開了。今天的人比昨

天還多，路中央早早地就被看客們圍了起來，

不時有人指指點點。

張然費了好大勁才擠進去，可眼前的景象

讓他目瞪口呆：那駿馬雕塑的馬腿被人硬生生

給砸斷了，車子已不翼而飛……

誰來開鎖

都說城裡規矩多，這不，王老漢在城裡

的兒子家沒住幾天，就惹來了莫名其妙的麻

煩。

這天，王老漢下樓轉悠，看見一個六七

歲的小女孩在玩沙子。王老漢很喜歡小孩，

便上前逗她：“閨女，讓爺爺也玩玩，好不

？”哪知小女孩白他一眼：“我才不跟你玩

呢，我媽媽說不能跟陌生人玩。”

王老漢哈哈一笑，摸出十塊錢一搖，說

：“看見沒？爺爺給你買好吃的，咱們不就

認識了嗎？”可小女孩一個勁地搖頭說：

“我才不吃你的東西！”

王老漢忍不住捏了捏她可愛的臉蛋，繼

續逗她：“和爺爺玩吧，我給你錢，想買什

麼就買什麼。”

小女孩站了起來，指著王老漢說：“不

要，你是騙子！”

王老漢討了個沒趣，輕輕拍了一下小女

孩的屁股說：“爺爺不是騙子！”不料，小

女孩突然發出一聲驚叫：“非禮啦！”

王老漢愣了一下，頓時哭笑不得，這小

丫頭真是人小鬼大呀！他忙擺擺手說：“別

喊了，算我怕你了，行了吧。”

誰知小女孩還不肯善罷甘休，她嚷嚷道

：“我告訴媽媽去！”說完，掉頭一溜煙跑

了。

王老漢怔了怔，心說這城裡的小孩咋這

樣呢？他搖了搖頭，上街溜達去了。

晚上，王老漢回到家，一進家門，卻見

兒子臉色陰沉，坐在沙發上。王老漢問：

“咋了？”

兒子一臉嚴肅地說：“你今天是不是在

樓下跟一個小女孩說過話？”

王老漢說：“是呀，咋啦？”

兒子瞪大了眼：“爹，真的是你呀！”

說著露出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

王老漢完全摸不著頭腦。“爹，你犯了

大忌了……”兒子心情沉重地告訴他，今天

社區爆出了一個醜聞：一個小女孩獨自玩耍

時，遭到一個變態老色魔的猥褻。根據小女

孩描述的特徵，其家人很快就將目標鎖定為

他，一家人氣勢洶洶地吵上門來討說法。

王老漢大吃一驚，他呆呆地望著兒子說

：“你總不會不相信我吧？”

兒子一跺腳，說他曉得王老漢並沒有那

樣的心思，但這事很敏感，很難說得清。

王老漢喃喃道：“天地良心啊，我可沒

對她動過啥壞心思，我就是想和她玩玩……

”

“玩玩？”兒子忽然來了氣，“你憑什

麼對一個小女孩說玩玩？你就不該說這個詞

呀！人家不跟你玩，你就用吃的引誘？跟你

玩，就給錢？”

王老漢低聲說：“說是說了，可我沒那

心思……”

兒子又問：“你是不是還摸了人家的屁

股？”王老漢大汗淋漓，說不是摸，只是輕

輕拍了一下。

兒子火冒三丈：“你拍人家屁股幹啥？

”王老漢囁嚅著說：“我、我見她挺可愛

……”

兒子仰天長歎一聲：“人家說了，你不

承認，他們就保留證據，你的手指印留在人

家裙子上，到時一驗就能驗出是誰的來，咱

們再有理也說不清，到時鬧到派出所、法院

……”

兒子的話就像一枚枚重磅炸彈，落在王

老漢身上，把他震暈了。王老漢扶著牆，喃

喃道：“這叫什麼事啊……”

兒子痛心疾首地說：“爹，我早跟你說

過，城裡不同鄉下，有些規矩你不守也得守

，你現在知道不守規矩後果有多嚴重了吧？

”

王老漢有氣無力地點點頭。兒子不忍說

下去了，就安慰王老漢，說事已至此，最好

還是不要鬧大，就當自己不對，向人家道個

歉得了。

當晚，王老漢第一次失眠了。他瞪著眼

想啊想，想不通這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自

己又沒有那樣的心思，幹嗎要道歉？

第二天，兒子買回來一個新書包，要帶

王老漢上門道歉。王老漢猶豫半天，說：

“要道歉可以，但我得跟他們講清楚，我沒

那壞心思。”

父子倆來到小女孩家門前，王老漢顫抖

著手敲了幾下，裡面喊：“誰呀？”

“我……”王老漢哆嗦著嘴唇應道，

“我……來道歉的。”

過了半晌，門才悄悄打開一條縫，探出

一個年輕女人的腦袋。王老漢激動地說：

“大侄女，我來跟你說個事，我不該拍小孩

屁股，我、我是真不知道……”

女人看了他們幾眼，伸手接過書包，說

：“好了，道歉我們接受了。”

王老漢說：“小孩呢？爺爺跟你說……

”他正想進屋，哪知女人砰的一聲把門關了

。

王老漢急忙又敲門。門又開了，女人不

耐煩地說：“行了，行了，走吧！”

父子倆心事重重地走下樓。王老漢一琢

磨，抬頭就沖樓上喊：“大侄女，我真沒那

心思！我要是對小孩有一點壞心眼，叫我天

打雷劈，不得好死！”

喊了一陣，小女孩家沒什麼反應，倒是

附近幾家的窗戶裡探出來好多腦袋。突然嘩

啦一聲，樓上倒下來一盆水，正好潑到王老

漢頭上。小女孩的母親沖下麵罵道：“瘋老

頭，給我滾！”

兒子急忙拉著王老漢就跑，埋怨道：

“你大聲嚷嚷什麼，這又不是什麼好事，還

怕知道的人不多呀！”王老漢說：“我得跟

他們講清楚啊。”

兒子說：“還講什麼講，人家不是已經

接受道歉了嘛！”王老漢覺得更憋屈了：人

家一接受，不就更證明自己有那種心思了嗎

？為了這事，王老漢像大病了一場似的，在

床上躺了好幾天。

這天傍晚，王老漢從床上爬起來，昏昏

沉沉地下樓去透透氣。來到樓下，只見那個

小女孩正在和媽媽散步。王老漢想都不想，

沖到小女孩跟前，大聲說：“閨女，你要相

信我，爺爺不是壞人！”

小女孩嚇得尖叫一聲，躲到了媽媽背後

。女人氣憤地指著王老漢問：“你還想怎麼

樣？”

“你要相信我！”王老漢說，“我沒對

你女兒咋樣，我要有那種心思，叫我出門被

車撞死！”

女人破口大駡：“你有病呀，瘋老頭！

”說著慌張地拉著女兒走了。王老漢跟在後

面，還在不停地賭咒發誓。

剛好，這一幕被兒子看見了，追上來拽

住了王老漢。兒子埋怨他，這事都過去了，

怎麼又翻出來扯？王老漢摸摸胸口，仍憋得

慌。這事是過去了，可心裡還是過不去啊！

過了幾天，王老漢在社區裡溜達，又看

見了小女孩和她媽媽，他條件反射般又走上

前去。

女人一看是他，臉色立刻就變了，沒等

王老漢開口，就往旁邊躲。王老漢跟上去說

：“請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沒那種心思

……”

“好了！”女人突然站住，說，“算我

怕你了！我相信你，行了吧？”

王老漢一聽，覺得她只是隨便應付自己

而已，便不顧一切地抓住女人的手，說：

“大侄女，你一定要相信我……”

女人罵道：“我都說相信了，你還要怎

麼樣？瘋子，你給我放手！”

兩人鬧得不可開交，周圍擠滿了圍觀群

眾。最後，還是王老漢的兒子趕來解了圍。

第二天，兒子忽然一臉怪異地說：“爹

，你紅了，網路上到處是你的照片。”原來

昨天他鬧的那一出，被人拍下來發到了網上

，並且配上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一時間在網

路上爆紅。

又過一天，家裡突然來了個記者。王老

漢一聽記者打聽那件事，聲淚俱下，把那件

事原原本本講了出來。說到激動處，王老漢

突然把手指放進嘴裡，猛地一咬，在紙上刷

刷刷地寫下一個字：冤！

記者舉起相機，拍下了這震撼的一幕。

第二天，王老漢的照片和血書赫然出現在報

紙上，還了他一個清白。

王老漢抱著報紙哭了一場，然後就等著

小女孩的家人上門給他道歉了。他想著，一

定要親口對那個小女孩說，爺爺不是壞人。

可等了一天又一天，也沒見人家登門。

就算在社區裡，也一直沒碰到小女孩一家人

。王老漢覺得奇怪，就問兒子。兒子歎口氣

說：“爹，你的事登報那天，人家就連夜搬

家了。”

王老漢一聽傻了，怎麼搬家了？這麼說

，他們還是不相信自己是個好人哪！

兒子無奈地解釋說：“爹，你不懂，這

不光是信不信的問題。他們開頭確實很氣憤

，但後來也不想把事情鬧大，只想悄悄了結

就算了。你天天追著人家解釋，搞得人盡皆

知，現在還上了報紙，這對孩子的心理有多

大的影響？人家的壓力有多大？”

王老漢聽著聽著，一揮手說：“別說了

，我明白了，這就是你說的城裡的規矩吧？

唉，我也有我的規矩，明天，我就回鄉下過

我的日子去！”

城裡的規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