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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阿 伊 欧 姐 妹 会
（上接2015年11月27日B2版）

八
我在阿伊欧一直干到了来年暑假。姑娘

们都回家度假去了，停车坪上不再见到那些
吉普车、敞篷车和甲壳虫车。我帮着打扫了
几天卫生，也离开了阿伊欧。临走的时候，
我去向妈姆道别。她做得很体己的样子，把
头倾斜过来，手放在我耳朵边，然后凑近悄
悄地说：“过完暑假，回来，我给你把工资
涨到八美元一个小时。”

我却永远没有再回到阿伊欧去。事情果
然向着原先开玩笑的方向发展。金羽在加州
找到了一份工作，我跟着她到了那里后，没
有到学校去继续学业，却就在当地开了一家
中餐馆，取名叫四海。

最后之所以下了决心开餐馆，都是因为
了一次偶然的事件。金羽找到工作后，她说
她请客，到布鲁明顿市中心的一家叫小法兰
西的餐馆去吃饭。那家餐馆很简洁，菜谱就
用粉笔写在进门后的小厅里，厅里的墙上有
份发黄的剪报，内容是关于这家餐馆男女主

人的介绍。一看让我吃了一惊，原来夫妻俩
都来自巴黎，在巴黎时就是小有名气的歌唱
家。到了印第安那大学音乐系来深造，却没
有再回到祖国，而是在这个小城开了这家鸡
毛小店，也不图赚多少钱，不求荣华富贵，
而是追求着一份生命的安宁和和谐。

小店不忙，我们要了一份三文鱼和意大
利通心面。等了好一会，女主人才亲自做
好端了上来，又站在我们桌子边从容地聊了
很久，时间对她来说，并不迫切，也不是金
钱。她的眼睛很漂亮，清澈而深邃，透出某
种生活的智慧和对生命的彻悟。她走回厨房
去的背影雍容大度，没有那份为了赚钱而忙
碌的慌乱。我们吃着的时候，他丈夫从外面
采买回来了，开的一辆破旧的小车。他从车
厢里取出几包东西，然后一路哼着歌进来。
这家夫妻店充溢着一种从容的气息，飘荡着
一份快乐的旋律。人家可以抛弃香榭丽大街
的流光溢彩和塞纳河畔的绮丽妖冶，谢却舞
台上的光彩照人和潮水般的鲜花掌声，到了
这个僻静的一隅享受平静的日子，我不能不
深受感染。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放弃学业，
不再去追求所谓的主流社会，而是开一家中
餐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着中华美伦
美奂的美食文化，踏实而愉快地过我的日
子。

我的餐馆从那时一直开到现在。后来，
餐馆生意实在太好，我一个人难以打理，金
羽也抛弃了所谓的主流社会，辞了职，做了
四海的老板娘。四海看去色彩缤纷，却没有
百鸟朝凤那类大红大紫，墙上是我专门到陕
西户县买的几幅农民画，庄稼的生机和田野
的辽阔让人心旷神怡。别致的餐厅当然是四
海的亮点，但四海最动人的地方却是卫生
间。餐馆是入的地方，却不能对出的地方漠
视。卫生间的地面用白净的大理石砌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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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无可隐藏。里面摆放了好几盆芝兰，飘
逸着清雅之香。墙上是我在西湖的柳浪闻莺
拍摄的几幅照片，上面是涟漪不兴的池塘和
袅娜大气的荷叶。我的目的是不让食客掩鼻
而入、落荒而逃。四海的卫生间是个富有诗
情画意的地方。到了周末，金羽还会邀请艺
人们来，演奏琵琶、二胡或者古筝。口腹之
乐而外，四海还有琴瑟的悠扬。

四海的菜当然才是吸引食客纷至沓来的
根本。除了从各大菜系中选择了一些家常
菜，我还琢磨着创制了新的菜肴，因为传统
菜谱大全里找不到，于是报上有人撰文把这
些菜命名为郑家菜，还说郑家菜的特点是嫩
艳朴。四海名声远播，成了湾区一处雅致的
吃处。很多朋友劝我扩大规模，但我不愿
意。我本质上不是一个商人，不是一个实业
家，利润最大化从来不是，今后也不会是我
的人生理想。我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劳动者。
我规定每天只接受一百个食客，多了就婉
拒。这个规矩之刻板，连国内一个省政府代
表团来订座，也因为超出了当天一百个食客
的限额，而被拒之门外。

太阳朗照的时候，从餐馆的窗户看出
去，可以隐约看到天际处的金门大桥。经常
会有心碎的消息从那里传来。跳海的人往往
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也许拿着哈佛的学位，
也许正在就读斯坦福。有那么一天，在出人
头地的路上趔趄了一下，就选择了金门大
桥，以自由落体的潇洒方式作别了人世。他
们痴迷地追求辉煌和显赫，最终却被辉煌和
显赫冷漠地扼杀。相比之下，我们平静的日
子就像野草野花一样，在金色的大地上自在
地生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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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为人民
为了房子的事，跟地方政府打过几次交

道，每次结果都美满，心情都很愉快。
2011年建了新房，不久收到政府的估价报

告。我一看，面积比实际面积增加了好多，再
一仔细琢磨，发现报告上把二楼的面积算成跟
一楼的一样了。偌大的厨房部分没有二楼，凭
空多算了，一下就多了好几百平方英尺，房子
的价值因而大升。价值大升了，意味着一年一
度的房产税也大升了。

我得找政府估价处把这个乌龙纠正过来。
赶快打印出房子蓝图，趁了午饭时间，我到了
政府估价处去。在柜台那里一站，里面一个工
作人员来问是否可以帮忙。我赶紧说了来由，
她把我邀请进去，让我在接待室里等待。一会
儿，一个女士进来，自我介绍了，问我有什么
问题。我把蓝图和估价报告齐齐摆在桌子上，
说估价报告上的面积有误，厨房上方没有二
楼，可是报告却算有二楼。她拿过去一看，立
刻表示纠正过来。说罢，就在电脑上调出估价
报告，把房子面积图上厨房之上的二楼去掉。

按照估价报告上的说法，如果有异议，可
以再填一张表格，申请申诉。我却没有通过那
一套申诉程序，直接就得到我要的结果。心里
顿时大快。

建了新房，同时卖房。可是，2008年的金
融危机阴霾未散，旧房上市一年多了，看房的
人有，出价买房的人却没有。房地产税五月付
一次，十一月付一次。手里有两栋房子，就得
交两栋房子的税。心痛归心痛，房地产税还得
交。忍痛写了两张支票，赶在截止期前寄了出
去。

到了秋天，又寄出了两张房地产税的支
票，忍不住向太座感叹了一番。太座大呼赋税
太重了，抱怨了半天。转天还是抱怨，并说
是不是搞错了。我把两栋房子的税单和估价报
告拿来研究，发现新房的税是居住房的税，但
分母却只是地，还没有其上的房。而旧房的税
却是按照第二套房来算的，故而税款大增。之
所以出现这个问题，都得怪我。我不应该早早
地把新房报成首套房。报着试一试的想法，我
径直到了郡房地产税收缴中心。接待的是一个
老太婆，我隔了柜台，把情况说明，问可不可
以改正。她当即痛快地说，可以。就回头到里
面的电脑上改正去了。过了约莫十分钟，她出
来，说改了，并把改动的文件交给我，说要等
些日子，我才会收到退税的支票。我把文件接
过来，扫了一眼，上面写得分明，我们要收到
两千多刀的退税支票。当时那个喜悦啊，简直
就好像半夜里做的发财梦成了真的。

建的新房在一个高尚社区，社区里绿地处
处，而且还有一处大公园。社区的地理位置也
很好，就在市区里，到各处都方便。社区里的
房子价格大都不菲。我们享受着，也痛着。房
地产税比以前高了好多。每年收到估价报告，
为自己的房子价值又窜了一头一喜，转而又是
一忧：来年缴的税又要增加了。

前不久，我接到了今年的估价报告，发现
房子价值大增。一细看，发现主要是因为地的
价格涨了13%。估价报告是政府纳税的根据，
却并一定是买卖的根据。我们卖出的旧房成
交价就比政府估价少了10%。想清楚了这点，

就并不一定要为政府估价报告
的价值增长而欢欣鼓舞。我们
的房子本来就朴素，跟社区里
其它房子相比，不在一个档次
上，估价处却对其等量齐观，
肯定高估。我想应该到估价处
去交涉一下，把房子价值降低
下来。

如何把价值降低下来，我
没有更好的理由，唯一的理由
是 面 积 。 第 一 次 去 估 价 处 纠
错，虽说把厨房之上的第二层
去掉了，但是总面积还是比蓝
图上的面积多了100平方英尺。
当 时 只 顾 得 大 头 ， 没 有 再 认
真，就认可了新的面积。现在
看来，100平方英尺也带来了不
可小视的价值，从而带来不可
小视的税额。如果只是一年，
倒也罢了，一年一年缴纳房地
产税，多年积累下来就是一笔
不菲的金额。

我还是没有先填表，递交
了之后再去申诉。照旧印出蓝
图，拿起估价报告，直奔估价
处。到了那里，正不知如何是
好 ， 一 个 女 士 在 柜 台 那 边 招
呼：“可以帮你的忙吗？”我
就 过 去 ， 跟 她 说 了 来 由 。 她
说，你可以把保险公司的估价信息和贷款公司
的估价报告拿来，我们再看。当下就约了十天
后再见。

十天后，我依约前往。到了那里，一个女
工作人员让我等着，她去通告我到了。才等了
一分钟，那女的又出来，说人已经准备好跟我
见面了，并指示我往左边进去，再往左拐，就
是会议室。我一进去，颇为震惊。本以为只有
一个人接待我，却不料有很多人。

主持者是个女的，看起来很面熟，这才意
识到她是民选产生的郡政府估价处处长，大名
夏普。夏普女士请我坐在首席，也就是会议桌
的顶端，面对墙上一个白色屏幕。我稍稍有点
不安，她解释道，安排我坐这里是为了看屏幕
方便。接下来，他让与会人士一一介绍自己。
击鼓传花一样介绍过去，计有两个工作人员，
四个上诉委员会委员。这个场面我一点没有预
见到，一时有点慌乱。不过，慌乱的感觉只是
在心头掠过，并没有停留下来。我立刻镇静下
来。夏普开始说话，说根据某条某款，今天在
此举行听证会，并备有录音。接下来，让我举
起右手宣誓，保证今天说话都诚实。我听她念
完誓词，就说了“Yes，I do！”。

夏普问：“我们如何帮助你？”我就以平
静的调子说了我认为我们的房子估价过高，上
次来，我被告知，把保险公司和贷款公司的估
价报告拿来，再来讨论。今天把这两个文件都
拿来了。夏普就说：“好，请你把报告给我
看。”我把报告往右前方递过去，她接下来。

就在我继续申述和回答问题的时候，夏普
打断我，说：“保险公司这个估价报告比我们
的估价还高，因其没有包括土地。”我从她

手里接过来一看，可不是，只顾看总额，没
有注意到这个总额下的明细没有包括土地。
出师未捷，就先折了一个利器。我心头有点
狼狈，不过脸上却没有热，我感觉我依然镇
静着呢。夏普接下来开始分析贷款公司的报
告。

她把贷款公司的报告所附的几个类比房
屋让两个工作人员一一调出来，显示在屏幕
上，然后发表评论道：“这几栋房子都不是
你那个社区的，而是附近社区的。这不是一
个好的估价报告。”我辩护道：“我们这个
社区是新的，几年前，没有几栋房子，交易
记录几乎没有，也许是这个原因，贷款公司
在我们小区里找不到类似的参照房屋。”那
几栋房子次第出现，一个老年女上诉委员指
着一栋房子说：“这栋房子有只有两个车
库，而你的有三个。”我答到：“是的，不
过估价报告都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进行
加减，计算出我的房子的价值。”

夏普既然下结论说了贷款公司的估价报
告不好，当然对估价报告选择的这几个参照
房不感兴趣。她让工作人员在我的小区里调
出几栋有转手成交记录的房子来，然后总结
道，这几栋房子面积跟你的差不多，成交价
都高于我们的估价。言下之意就是，对我们
房子的现行估价是公平合理的。

眼看我就要败走麦城，夏普却问道：“你
建房花了多少钱？”我就据实说了花了40万
不到，又补充道：“更精确地说是39万七
千。”她问道：“包括土地了吗？”我说包
括了。然后就说我们的房子是XX建的，内部
装修并不豪华，跟小区里其它房子不能比。

图 文 / 小 康

（图片摘自百图汇）

夏普听我提起XX，就问：“你那个小区允许
XX建房？”我说小区里允许买了土地，然后
自己寻找建筑商。听夏普的口气，她认为XX
不是建豪宅的，顺理成章的，不应在我们小
区建房。我就依了她的逻辑，说XX一般都把
房子建在牛圈旁边，建的房子都是平凡朴素
的。一个上诉委员插话XX是本地公司吗？夏
普说是一个组装工厂。我补充到，不是一个
本地公司，在中西部各州都有生意。

事情自此有了转机。夏普说：“我提议
把房子质量等级从B+2降到B-1，同意吗？”
几个上诉委员都表示同意。工作人员立刻在
把数据改了，房子估价一下就降到39万3，将
近7万的价值一下就砍去了。我心下大惊，
感觉这个缩水简直就是断崖瀑布般的，心下
还隐隐有些痛，仿佛自己的房子真的价值缩
水一样。总算我冷静，没有再说这个价值低
了，该高估些。夏普似乎也有些惋惜，轻叹
了一声，问我：“这样可以吗？”我赶紧
说：“很好，谢谢！”

夏普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都说没
有。我也说没有。站起来，再对各位表示了
感谢，取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修改报告，出
门而去。

泊车位的计时器正好把我付费的半小时
用完，就是说这个会议只开了半小时，而我
从此一年可以少交700美元的税款。但我心里
还是有些忐忑，生怕卖房的时候，买方会把
官方的估价当成依据来砍价。后来在网上查
了几栋熟悉的豪宅，发现它们的等级要么只
是B-1，要么还低一等，是C++，这才把心
安顿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