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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都要对雇员进行评定，评定由上司对下
属作出。李大卫既然隶属于菲蕊，自然就由菲蕊
来做评定。之前人事部对当年的评定标准作过修
改，并就如何评定作出过指导。在一次管理层会
议上，参与者还作过热烈讨论。李大卫在那个会
上发表看法，说：“今年员工都没有涨薪，年终
评定不再跟涨薪挂钩，我觉得应该从精神上给予
一些补偿，给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评价。”李大卫
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暗示菲蕊给他一个好
的评价。虽然这次年终评定跟涨薪没有联系，但
李大卫仍然很在乎。多年前，他在另一个公司工
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对上司的年终评定不满，才
导致跟上司关系紧张，最后闹到势不两立的。

按照评定规则，对每个雇员的评定有八项，
每项的分数分五等，最低是零，最高是四。不论
给最低分，还是给最高分，都要给出理由。给其
它分数则不用。人事部的指导性意见是这样的，
不能都给高分，最多只能是百分之二十的领域可
以打高分。李大卫手下有三个人，他给每个人的
评定总分都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天，菲蕊来到李大卫的办公室，随手关上
门，然后跟李大卫谈对他的评定。李大卫从头到
尾扫了一遍，就先有了些不快。总分不到百分之
八十不说，而且在交流能力这项上给的分数才是
二。本来，二也不是太差，但相比其它各项得的
三和四，就碍眼得很。虽然这个分数不是零，菲
蕊还是给了理由：“财务经理跟会计主管应该
多进行交流。”李大卫觉得这个理由有点文不对
题。问：“按照你给的理由，这应该不是我的问
题啊。”菲蕊脸红着，分辩道：“你知道的，人
事部从所有员工征询来的意见中，最多的一条
就是管理层对下属的交流不够，没有把有关公司
的政策方针、经营等等方面的情况反馈到下属。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李大卫觉得菲蕊
的这个解释实在牵强，又想起自从变成菲蕊的下
属以来、自己被边缘化的状况，更觉委屈。反驳
道：“我也是受害者，我也对公司的好多事情不
了然。员工们的那条意见是针对公司管理层的，
又不是针对我的，我怎么要为此承担责任？”菲
蕊一时语塞。倒是李大卫大度起来，好了，明年
再给我年终评定，请在交流能力这项给分高一
点。李大卫对低分在乎，对交流能力被打低分尤
其在乎。在他看来，他是移民，英语不是母语，
所以，人们若要给他过不去的话，就多会在这项
上做文章。他认为交流能力的唯一要素并非日常
语言，而是由逻辑、思路这类语义学家称为深层
语言的因素来决定的。李大卫最忌讳也最痛恨的
就是人家对他的交流能力低估。李大卫本来对菲
蕊已接纳，却因年终评定这件事情又生出芥蒂。

费斯是我在乒乓外交中结识的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带
小儿子去IU的乒乓球俱乐部打球，费斯就跟我小儿子在一张
桌子上打起来。他的球技不高，不过态度很谦逊，老是向我
小儿子请教。中间休息，他还丢给小儿子一块毛巾，让我小
儿子擦汗。这个举动让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感动。一般人都
只备一块毛巾自用，没有多余的。有多余的，且愿意分享，
比较少见。难怪事后小儿子说费斯有些奇怪。那天晚上，我
没有跟费斯说上话，自顾自打球去了。

直到下一次，费斯又来俱乐部打球，主动上前来自我介
绍，我才跟他认识了。他来自阿拉巴马，在本地开了一个诊
所，做家庭医生。费斯是那种很能聊的人，那天晚上，他说
了他母亲。他母亲是阿拉巴马大学一个经济学教授，当助理
教授的时候，雇佣了好多中国学生为她演算她论文中的数
学，让她得以腾出手来，专心思考，谋篇布局，于是得以写
出不少论文。两年后，她就成为终身教授。再两年，她攀上
顶峰，拿到正教授职称。

我问费斯是否加入了更大的医院或者诊所。近年来，由
于政府要求病历电子化、收送政府医疗补贴电子化，造成单
个医生难以负担高技术之类的成本；加上医院或诊所规模大
了，就多了跟保险公司谈判的砝码和力度，于是大家就只好
依附大的医院和诊所。费斯回答，他还是个体户。鉴于他
母亲的经验，他也想雇佣些中国人来做高技术支持一类的工
作。我说，我可以帮忙把他的广告上传到中国学生信箱里。
那天分手的时候，彼此交换联络信息，我在钱包里翻找了半
天，就是找不出一张名片。我答应我会往他的电子信箱里发
邮件，建立起联络渠道。

这样，就约了当天晚上去体育馆打球。可是直到打完，
还是不见他出现。体育馆关门，我跟大儿子都要走出门的时
候，才见他从外面走来。他解释道，他一直到七点半才下
班，因为跟我有约，尽管饭后时间已经很晚，他还是来赴
会。

我们一边走出体育馆，我一边就给他介绍了我大儿子。
之前已经给他说过，我大儿子以后想上医学院，希望得到他
的指导。他今天晚上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把Ipod拿在手上，
开始讲解上医学院的一二三。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在屏幕上张
张合合，打开或关上文件。

学什么专业？相应的，应该读哪个等级的医学院？GPA
要多少？背景是不是一定要医学预科？读医学院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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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有了对菲蕊不满的苗头，同时对李大卫
却有亲近的表示。最近寄出的几个E都把李大卫跟
菲蕊平行。而且，拜耳还让李大卫把月结算事项
表交给他看，过后，说：“ABC那个小公司的结
算应该花几个小时就够了，我不懂菲蕊怎么花那
么长的时间。”又说，“总公司的结算都是你做
的，也太多了。”在菲蕊这边，也有明显变化。
她之前常常迟来早走，中间还老是找她的下属卡
若琳没完没了聊天。可最近，她变了，变得很勤
恳。李大卫觉得，她肯定察觉到了拜耳对她的不
满，或者李大卫直接了当地向她表示了不满。

这一年多来的细节在李大卫的脑海里走马灯
似地过了一遍又一遍。以往的苦楚现在泛出了些
许回甘。

离一点还差十分钟，李大卫走出办公室，开
车到总公司去。路上车流不畅，还多遇到了几个
红灯。到了目的地，已经一点，李大卫在公司前
面的停车坪匆匆找了一个空位停下来，就连走带
跑进了大门，飞快上了二楼，还没有进会议室，
却看到拜耳就在对面的饭厅里站着等待。

李大卫跟着拜耳进了会议室，随手把门关
上。两人对面坐下。拜耳直奔主题，问：“菲蕊
当财务经理多久了？”李大卫答：“从开始雇佣
她就算起的话，应该有一年零四个月了。从她管
理整个财务部算起的话，快八个月了。”拜耳感
叹道：“喔，时间过得好快。今天请你来，想听
听你坦率地谈谈对菲蕊的看法，谈谈财务部的管
理。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

李大卫感受得到拜耳的真诚，更洞察到了他
的倾向。既然如此，李大卫为什么还要做壁上观
呢？早在来之前，他就已经酝酿好了对菲蕊的评
价和对财务部管理的看法。自从聘用菲蕊以来，
他堆积下来的一肚子抑郁终于可以和盘托出了。

“就个人而言，菲蕊是个好人。但作为一个
财务管理人员，她缺乏技巧和知识。比如说，她
做事情缺少效率，只见树叶，不见森林。”说到
这里，李大卫就像充满经验的推销人员一样，眼
睛往上一扬，问拜耳：“如果让你搬一箱子书，
你是把书拿出来，一本一本搬，还是就一箱子
搬。”拜耳笑道：“当然是一箱子书一次搬过
去。”这个答案早在预料之中，李大卫笑道：“对，
我们都知道这样最省力，而且也不会出差错，落
下一两本书。可是，菲蕊却不是这样干的，她会
一本一本搬，跑很多趟来搬这些书。”李大卫于
是就举了银行账户对账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结
论。公司银行账户里每天都有利息入账交易，还
有几个账户之间的转账交易，这些交易因为数额
少，对公司的现金流量没有太大影响，故而，一
个月把总额记下就足够了，不必天天都去追踪记
载。可是菲蕊却不厌其烦去做这种追踪记载。繁
杂琐碎且不说，还容易出差错，到头来还得费尽

短篇连载
心思去对账。

李大卫观察思考菲蕊不是一天两天，谈起她
来，剖析得有条有理。拜耳坐在对面，听得很入
神，似乎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李大卫，重新发现
了这个中国移民的东方睿智。

拜耳问：“那你说该怎么办？”李大卫答
道：“菲蕊帮忙是帮了倒忙，把简单的问题复杂
化，让容易的事情变得很困难。我相信，没有
她，我们会把工作做得更好。当然，我不知道她
另外为你做了什么事？”拜耳毫不犹豫就说：“
她没有为我做什么。”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大卫
明白了菲蕊在拜耳心目中面临的被抛弃的命运。
拜耳接着说：“菲蕊老是出错，还得我老是向董
事会的人狼狈地道歉。她以前每个月都要跟一些
部门经理会面谈月终结算的，因为老是出错，人
家拒绝跟她再见面了。还有……”原来拜耳对菲
蕊早就不满了，今天找李大卫来，并不只是听李
大卫对菲蕊的评价，而是还要让李大卫听拜耳对
她的评价。然后彼此商量处置对策。

虽然没有用解雇这个字眼，李大卫已经说得
很清楚，应该把菲蕊解雇。拜耳也心神领会，不
提解雇这个字眼，只说要很快找到一个方式来解
决，而且这个周末就要好好想这件事。

结束会谈的时候，拜耳伸出手去，李大卫也
伸出手来，跟拜耳的手对接，虎口紧紧卡住，有
力地握了手。从菲蕊雇佣以来所遭受的冷遇和隔
膜，在这个瞬间都通通如坚冰消融了。李大卫的
心长久以来，第一次如此畅快，就像一个有严重
高山反应的人，从青藏高原回到了平原。进入车
里，李大卫一看钟，这个密会居然开了大约一个
小时。

星期一，一切看起来都正常，这个日子似乎
就会如同过去好长一段时间的一天一样，悄悄流
逝。到了下午两点，李大卫蓦然看到拜耳和人事
部总监进了菲蕊的办公室，并随手关上门。随
后，人事部总监助理到每个办公室通知所有人到
会议室开会。卡若琳忐忑不安地问道：“出什么
事了？”李大卫看着她，笑而不答。在会议室
里，大家坐定，李大卫的下属布莱恩看着李大
卫，诧异道：“你知道为什么开这个会吗？”李
大卫微微牵动嘴角，算是笑了一下，答：“我也
不知道。”在公司里，开会总是要事先通知，而
且会告知事由。这个突如其来的会议让大家觉得
诡异。大家面面相觑，等待水落石出的那个时
刻。李大卫是与会者的唯一知情者，但他佯装不
知情，而且会永远佯装下去。

——完——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图片
摘自网络。）

过念头请他们给大儿子谈谈上医学院的事情。不想，这个刚
刚认识的费斯医生却像天使一样，在这样一个夏夜，不为打
球，专门到体育馆来跟我们见面，给我们如此详尽地画了上
医学院的路线图。那个路线图其实并不那样清晰可循，最多
只是一个缥缈仿佛云端深处的希望。却不想几年以后，我儿
子果然如愿以偿，真上了医学院。

样的资质？读医学院要多久？有多辛苦？学费多少？如何筹
措？

费斯一一道来，讲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末了，他说
以后还可以给我大儿子读医学院写推荐信。

我就在医院工作，跟好多医生都认识，但从来不敢麻烦
医生。这些医生很忙，甚至从来没有在超市看到过他们的身
影。总以为他们从来没有闲工夫管闲事。所以，从来没有动

费斯医生的私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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