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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于網文幻想中的高中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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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姐是負責臨河長廊的環衛工人
，2016 年秋，我辭職在家，常會來這
裡走一走。最初，我們只是禮節性地
打個招呼，慢慢地，同是“女兒她媽
”的身份讓我們有了共同話題。
余姐幼年家貧，前夫嗜賭、喝酒
還家暴，好不容易離了婚，組了新家
，第二任丈夫卻在女兒楊潔 7 歲那年意
外離世。
“那個時候我想得很簡單，自己
出去打工，把娃娃一個人留在農村太
造孽了。我吃夠了沒文化的苦，城裡
條件好，她能多讀點書，以後坐辦公
室，再咋個都比賣苦力強。於是到處
借錢買了套小房子，把她一起帶了過
來。哎喲，幸虧當時買了哦，要不然
現在這個房價，咋個買得起哦！”說
起房子，她一臉慶倖，最後一個“哦
”字拖得老長。
為了養家，余姐跑到建築工地打
工，直到 3 年前，不幸傷了腿，不敢再
做重體力活，這才轉了行。在比較了
服務員、收銀員、營業員等工作後，
她托關係去了環衛所——只有環衛所
給買保險。
余姐負責的路段分早晚班，如果
只上一個班次，每月工資到手還不到
1100 元。為了多掙點，她申請早晚班
連上，從早上 6 點半一直上到晚上 8 點
左右，全年無休。
對與這份工作，她最大的遺憾就
是“陪女兒的時間實在太少”，每天
幾乎只有晚上下班後，才能好好地看
看女兒，說說話。但就這麼點時間她
都不敢耽擱太長，因為楊潔有很多作
業，而且第二天還要早起上學。
“還是你命好，不用上班，天天
都有大把的時間陪娃娃，不像我。”
我有些尷尬，趕緊把話題往楊潔
身上帶，這一招百試不爽。每次提到
女兒，她整個人一下就“活”了起來
，眼角眉梢都是壓不住的笑意。
在她的描述中，楊潔乖巧懂事，
每天放學都準時回家，很小就開始幫
著做飯、洗衣服；知道母親掙錢不容
易，為了節約住宿費，寧願天天走讀
；而且學習自覺，假期都很少出門玩
，常常熬夜用功……
只有在說到成績時，她才會陷入
短暫的憂慮，“以前還可以，從初二
下期開始就跟不上了，但她真的很認
真咧，常常學到半夜。不過話說回來
，人家屋裡條件好的，父母能幫忙指
導哈，我是一點忙都幫不上，全靠她
自己。她都那麼努力了，我又何必逼
她呢？你說是不？”
“是的是的”，我趕忙點頭，她
咧開嘴，笑得很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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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綿綿陰雨一下就是好幾天
，我不再去長廊。直到月底，難得碰
上一個好天氣，我才又散步過去。
余姐正蹲在地上用小鏟子清理黏
在地上的口香糖，身邊的鐵皮簸箕裡
裝滿了落葉。“嘿。”我忽然彎腰打
招呼，想嚇她。
她一抬頭，反倒嚇了我一跳——
圓潤的臉盤瘦了一大圈，面色蠟黃，
雙眼紅腫，嘴唇乾裂。完全站起身後
，我才發現她瘦的不只是臉，以前緊
繃在身上的工作服也變得鬆鬆垮垮，
整個人都憔悴不堪。
她坐在長椅上，脫下手上四處起
球的毛線手套，抹了抹眼睛，才給我
講起來。
月初，余姐的表妹帶兒子到城裡
參加比賽，她便找同事頂了下午的班
，請他們到家裡吃晚飯。兩個大人在
廚房裡忙活，孩子則去玩電腦，不想
卻在無意間發現了楊潔的秘密。
小外甥在電腦裡一個以“已看”
命名的資料夾裡，看到了上千篇小說
，這些小說被分門別類為：古風、都
市、高幹、總裁、王爺、將軍、殺手
、庶女、黑幫、虐戀、穿越、重生、
玄幻青樓宮廷等，另一個被命名為
“還未看”的資料夾裡，也是各種網
路小說。還有一個“投稿”資料夾。
熊孩子風一般地沖進廚房，咋咋

奈地看向余姐。她縮在街對面的一棵
桂花樹下，搓著手跺著腳，不停地朝
這邊張望。
對於母女倆而言，這個冬天註定
會很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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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呼地把這個“馬蜂窩”捅開了。
“黃色小說”四個字如同晴天霹
靂，瞬間就擊倒了余姐。她當晚就爆
發了，抓著楊潔又吼又哭、又打又罵
，“下流、下賤、不要臉……”楊潔
也嚇傻了，不停地討饒認錯，保證自
己痛改前非，再也不看了，一定好好
學習。
然而不信任的種子一旦播下，很
快就生根發芽，余姐變得敏感多疑起
來。
楊潔上廁所的時間稍長一點，她
就會滿屋子找手機，若發現手機不在
，便沖到廁所外，一邊“啪啪啪”拍
門，一邊高聲質問楊潔是不是躲在裡
面看小說；她勒令楊潔晚上睡覺不能
關房門，在熄燈後偷偷爬起來，躡手
躡腳地摸到楊潔房間外，貼著牆，豎
起耳朵，一旦發覺不對，馬上沖進去
掀開被子；週末楊潔在家，她會在上
班中途出突然殺回去，調出電腦裡的
歷史記錄……
余姐覺得，自己是在幫助楊潔儘
快“改邪歸正”，也確實成功抓包過
幾次，可楊潔並沒有像她想像的那樣
，會在嚴厲的管教中盡戒掉小說，反
而對余姐的責駡由最初的愧疚不安，
變得越來越來沉默，有時候還會甩臉
色、頂幾句。
母女的關係越來越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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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捨不得吃，捨不得穿，痛得
兩腿打閃閃（發抖）都捨不得請假上
醫院。她騙我說需要查資料，讓我給
她買手機買電腦，我以為她天天熬夜
學習，還心疼她苦她累，結果她竟然
一直在看小說，還盡看些不要臉的小
說。”
余姐一邊哭一邊激動地掏出手機
，來來回回劃了好幾次才劃開，抖著
手給我翻裡面的照片。手機圖元不高
，但上面密密麻麻的資料夾和排得整
整齊齊的文檔，很是壯觀。上千篇小
說，就算一天一篇，也得看 3 年。
最後幾張照片是楊潔自己寫的一
篇豪門虐戀文，放大後勉強能看清，
內容火辣露骨，尺度遠超我的想像。
“我打也打了，罵也罵了，她發
誓以後再也不看了，結果還是死不悔
改。我實在沒辦法，就去找了老師，
請老師好好收拾哈（下）她。”
我心中一悸，“你不會把手機裡
的那些照片也拿給老師看了吧？”
她兩手捂著臉，用力點了點頭，
手背上的幾處凍瘡裂開了口子，壓抑
的聲音從指縫間斷斷續續地傳出來：
“老師就在班上批評了她，哪曉得她
覺得丟人，受不了了，看我的眼神像
看仇人樣的，咋個罵、咋個勸、咋個
打，都不去讀書了。她說她就喜歡那
些小說，以後要靠寫小說賺錢……”
余姐去找老師的當天下午，楊潔
就慘白著臉從學校回家了，她拿著刀
對著自己的脖子，瞪著余姐吼道：
“你再敢喊我去學校，再敢查我電腦
，我就死！”
女兒眼中的決絕鎮住了余姐，她
開始轉變策略，反復說這些年的不容
易，苦苦哀求，楊潔卻始終不為所動
。
末了，她用力抓住我的手，“妹
子，你幫我勸勸她嘛，你有文化，會
說話，說不定她就聽進去了，我實在

是沒得辦法了！”
我愣了一下，下意識地覺得楊潔
可能並不會樂意和我談論這個話題，
可是余姐那種像是抓住最後一根救命
稻草的眼神，又刺得我心裡不是滋味
，拒絕的話卡在喉嚨裡，怎麼都說不
出。
糾結良久，我說：“要不元旦過
後吧，我先回去想想該怎麼說，不過
不敢保證效果怎樣。你可以給她說，
我也是寫稿子掙錢的，說不定她會感
興趣。”
她使勁點頭，千恩萬謝，手上用
力過猛，勒得我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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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後，我開始惡補網路小說的
相關資料和熱推文。
文筆優美、情節精彩、人物感情
刻畫細膩的確實有，但一些明顯套路
、粗製濫造的小說竟也動輒幾十萬點
擊量的現象讓我很是震驚，部分熱文
中對性生活的描寫，也誇張到不可思
議。
再搜索“哪類網路小說最受初中
生歡迎”之類的問題，我才發現，原
來很多初中生不止會看，還會寫，甚
至有人表示自己看霸道總裁、冷酷王
爺之類網路小說可追溯到小學。
想到自己正在讀小學的女兒，可
能有一天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偷偷地
躲在被窩裡，捧著手機，點開此類小
說，看得如癡如醉，我心中就如同壓
了塊石頭。
赴約那天，我到長廊時，楊潔正
坐在長椅中間，整個人縮在一件帶帽
子的加長版羽絨服中，埋著頭，看不
清臉。余姐站在旁邊，背對我，半彎
著腰問她冷不冷。
我乾咳了一聲，她轉過頭，歡喜
地沖我打招呼，同時手忙腳亂地把楊
潔從椅子上拽起來。在余姐半命令半
哀求的催促中，楊潔微微抬了下眼皮
，很僵硬地說了聲，“嬢嬢（阿姨）
好”，便埋下腦袋不再吭聲。
“潔潔，你和嬢嬢好好聊哈，我
先去做事了。”收到我的暗示，余姐
抓起掃帚和鐵皮簸箕離開了，走前不
斷朝我使眼色，滿含期待的神情讓我
倍感壓力。
河邊風不大，但裹挾而來的冷空
氣卻足夠寒冷。我試著打破僵局，邀
請楊潔去附近的茶樓。她狠狠地盯了
我一眼，徑直走到長椅的最左端坐下
，繼續縮成一團。
我硬著頭皮在她邊上坐下，好在
之前的惡補派上了用場。在確定我真
的也有看網路小說，而且還在寫稿子
掙錢後，她慢慢打開了話匣子。
她最感興趣的是我的投稿管道和
收入。我反復強調了“多次修稿、多
次退稿”的過程，又把收入說低了一
些。
她皺起眉頭，驚訝中有幾分失望
，“不會吧？你寫了這麼多年才這麼
點啊。人家好的網路寫手年薪能過百
萬，像唐家三少、天蠶土豆、天下霸
唱這樣的大神，每年光版權就能賣上
千萬。”
我趕緊搬出這些天搜集到的資料
，提起網路作家辛酸的一面，比如每
天堅持更新上萬字，身體都拖垮了，
月收入卻只有幾百元，有的甚至賺不
到一分錢。“每個行業都是個金字塔

，你說的那些大神只是站在塔尖上的
少數人，就像買彩票，能中 500 萬的有
，但更多的人買了一輩子也中不了一
次。”
“買了不一定會中，但不買肯定
不會有機會中！”她直起腰，瞪大眼
，迅速反駁我。
接著，楊潔謹慎地轉頭看了眼在
遠處掃地的余姐，再回頭時，她的眼
神有些猶疑，來回抿了好一會兒嘴唇
，才像是下定決心一般，稍微往我這
邊靠了靠，壓低聲音，眉宇間掩飾不
住的得意，“其實寫網文也不像你以
為的那麼難，現在收文的網站多得很
，只要簽約了，還有很多福利呢。實
話給你說吧，我有兩篇小說已經賣出
去了，一篇 18 萬字，一篇 20 萬字。”
我掩飾住內心的詫異，一邊恭喜
她，一邊打探賣文行情。
“嗯，這個，稿費倒是不高。”
猶豫了好一陣兒，她才扭扭捏捏地回
答：“編輯說是衝量文，18 萬那篇千
字 6 元，20 萬那篇千字 5 元。”
“啊？”
許是被我的神情傷到了，她的臉
瞬間漲得通紅，昂起頭急切地強調：
“雖然只賺了 2000 多塊，但是一個好
的開始啊。反正我現在還年輕，先多
練筆，積累經驗，時間長了自然就會
寫得越來越好。”
在她不斷地解釋中，我才知道，
她很早就加入了一個網文寫作群，裡
面有不少初高中學生，文章根據品質
由低到高，大致分為衝量文、槍手文
、買斷文、分成文 4 種。
衝量文一般要求作品達到 16 到 20
萬字，幾乎沒有文筆劇情要求，只要
不是太過明顯的抄襲，讀起來通暢，
一般都能過，價格多為千字 3 到 8 元；
槍手文則是幫人續寫代寫，通常千字 8
到 15 元；到了買斷文，預示著小說品
質上了個臺階，能從千字 15 元左右起
談了；分成文則是根據讀者的訂閱量
與網站分成，訂閱量高的，月入上萬
甚至幾十萬都有可能。
她給我算了筆賬：“假如過兩年
可以簽約，就按千字 20 元買斷，每天
更新 8000 字，加上全勤獎，一個月也
有 5000 多元，比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
工資還高，而且時間又自由……”楊
潔沉浸在對未來的勾勒中，連比帶劃
，很是激動。
我小心翼翼地措詞，企圖把她往
“重返校園”這件事上引，“要想多
掙錢還是得寫好文，但好文離不開閱
歷、文字功底，其實你可以邊讀書邊
寫稿，以後大學讀個中文系……”
她瞬間就變臉了，惡狠狠地打斷
我，“我就曉得你是我媽喊來的說客
，喊我回去讀書，不可能！這都是她
逼我的，我都給她說了我要改，可她
根本就不相信，天天把我當賊樣的，
不停地查，不停地罵。我都看那麼多
年了，哪能說戒馬上就戒掉？”
“再說了，她打我罵我都可以，
為啥子要去找老師？學校很多人都偷
偷看小說，哪個父母去告老師了？你
曉不曉得老師在班上說得好難聽？連
其他班的學生都笑話我寫黃色小說
……”說著說著，她哭了，反復念叨
著“她為啥子要去找老師”。
前功盡棄，難有轉機。
我挫敗地抬起頭，掠過楊潔，無

緊接著，女兒學校期末考試、過
春節，一連串的事，我變得很忙碌。
2017 年 2 月中旬，新學期開學，送
完女兒，我特意又去了那段長廊，卻
沒看見余姐。一個大姐說，現在她負
責這個路段，幾百號環衛工人，她也
不知道誰是余姐。
沒想到，再次見到余姐是在醫院
，已是 2017 年秋末，我去看望一個朋
友，同一間病房裡，居然看見了楊潔
。她瘦了很多，裹在藍白相間的被子
裡，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神情麻
木。
我喊了兩聲，她才遲緩地轉過頭
來。四目相對的那一刹那，驚愣、難
堪、慌亂一股腦地出現在她臉上。她
嘴唇動了動，最終什麼也沒說，側過
身去，面向牆壁。
在病房外，我等到了余姐，不過
大半年的時間，她的頭髮已然半白，
臉上盡是疲憊，一開口眼圈就紅了。
楊潔最終還是沒再回學校，堅持
看文寫文，當上了“網路作家”。有
了之前的以死相逼，余姐不敢再過於
強勢，生怕她做出什麼極端舉動，只
在楊潔心情好時才會多說幾句。只要
不提小說，楊潔倒也不會排斥，母女
的關係逐步回暖。
起初，楊潔是天天窩在家裡寫，
後來是白天打工晚上寫，可始終不順
利。許是為了收集故事，她交了一群
混社會的朋友，染了頭髮，紋了紋身
，學會了抽煙喝酒，頻繁出入酒吧、
KTV。
在很多網路小說裡，女主角會在
一開篇因為各種原因和男主角發生一
夜情，而後陰差陽錯地知道男主角身
份神秘、富可敵國，接著經過各種情
感糾葛後，男主角發現自己竟然深愛
著女主角，於是瘋狂反追，最終有情
人終成眷屬。
我不知道楊潔是不是受了這類小
說的蠱惑，才會和一個素不相識的男
人去酒店開房。
還是第二天早晨，男人離開時慌
張的神色引起了前臺的注意，客房人
員進房間查看時，才發現楊潔被捆了
手腳堵了嘴，正渾身赤裸地蜷縮在地
上呻吟，床上、地上、身上有很多血
跡，傷痕累累，尤其是下身，慘不忍
睹。
楊潔堅持拒絕報警，只是在酒店
的強制要求下通知了余姐。
酒店客房部的一名員工和余姐正
好住在同一個社區，很快，關於楊潔
的種種謠言就成了社區裡茶餘飯後最
火熱的談資。
“都怪我，要是我不去找老師，
現在她都讀高三了，咋會遇到這些事
？房子是沒法住了，也沒臉住了，那
些人的唾沫能淹死人……我真怕她會
想不開，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這
輩子咋個辦。我再也不逼她了，不逼
了，大不了養她一輩子……”余姐把
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坐在住
院部樓前的小花臺上，幾度哭到喘不
上氣。
為了幫女兒阻擋流言蜚語，她決
定賣房，辭去工作，帶著楊潔投奔在
蘇州打工的表姐。
離開醫院時，我心裡很難受。一
個無一技之長還帶著一身病痛的中年
婦女，耗盡前半生的力氣，好不容易
安穩下來，卻要因為一場變故，重新
開始漂泊。
我開始想像，如果楊潔能自製一
些，余姐能理智一些，老師批評時能
溫情一些，我當初的勸說能給力一些
，楊潔是不是還能一邊上學一邊保持
看網文寫網文的愛好，考一個也許不
算太好的大學，找份工作，談場戀愛
，過著不那麼驚心動魄的小日子。
可惜，世上沒有如果。

AFA 貨運服務
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各大城市

服務項目





進、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
留學生、私人行李運送，國際搬家
陸、海、空，複合式運輸
提供貨物倉儲、報關、清關及配送服務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Tel: 636-489-2188
e-mail:

afainternational@charter.net

二十四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prin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