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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为之
实为伤疾所误实为伤疾所误

不想却成了一种形象不想却成了一种形象
我每每见了我每每见了

激动的呼唤不禁脱口而出激动的呼唤不禁脱口而出

几十年来就是弯起这手臂几十年来就是弯起这手臂
五老松下与四海宾朋合影五老松下与四海宾朋合影

公务之余在闲庭散步公务之余在闲庭散步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发言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发言

俯身对后辈亲切叮嘱俯身对后辈亲切叮嘱

那微微弯起的手臂那微微弯起的手臂
构成了优美而又有力的角度构成了优美而又有力的角度
挽牢已渡玉门关的浩荡春风挽牢已渡玉门关的浩荡春风

让它在祖国大地上永驻让它在祖国大地上永驻
挽住赤壁滩头的淘沙巨浪挽住赤壁滩头的淘沙巨浪

不使它压垮共和国的顶梁柱不使它压垮共和国的顶梁柱
挽住九天飘飞的彩云挽住九天飘飞的彩云

让它装饰天下寒士的门户让它装饰天下寒士的门户

至今我一直在自责至今我一直在自责
当年竟没有求得神助当年竟没有求得神助

没能将象征着美好和力量没能将象征着美好和力量
那微微弯起的手臂那微微弯起的手臂

挽住挽住，，挽住挽住

那微微弯起的手臂那微微弯起的手臂
———纪念周总理—纪念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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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集过邮吗？美国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
的小说《鸽灾》中有人感慨：集邮也有阴暗面，所
有的集邮爱好者都会有自己的喜好，这可能是
个祸端！譬如小说中的奥克塔夫喜欢错
版的邮票、加印的邮票、稀奇古怪的邮
票，发展到后来，是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有
缺陷的邮票。水渍、破损、血迹，这似乎
是古怪的向往，然而这些元素同样构成
了现代性的灾难，被有些人烙在记忆中，
被更多的人轻描淡写。印第安人生活的
土地，像一张错版的美国邮票。

厄德里克是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旗
手，曾以小说《爱药》探讨印第安民族的
现状和出路。而《鸽灾》触及了更细碎的
情感：在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上，安定感
渐失，必须与不友好的外部世界互动，必
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读者可能被简介中耸人听闻的凶杀
案震惊。白人农场主一家被杀，路过的
四个印第安人救出幸存的女婴，却被误
为凶手，其中三人死于私刑。自此，这一
案件不再受到追究。作者无意展开推
理，案件的始末仅是贯穿全书的一根似
有若无的线。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变了，
其中的血泪纠结最后却像一张错版的邮
票，轻飘飘、冷冰冰地呈现出碎片般的线
索。这并不奇怪，因为这起案件的见证
者们大多不甚挂怀，此案仿佛已随时光
而逝；同时，更多平凡的、不引人注目的
故事，本质上与之相似，由来已久的渊源
一次次调换了对象。

要挖掘最隐秘的情愫，作者让四个
角色轮番自述。一个个琐屑、私密的片
段，恰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小说的背景
设定于20世纪，种族间的流血冲突已过
去许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印第
安人与白人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如错
综渗透的枝蔓，殊难厘清出处或交集。
他们可以恋爱通婚，可以结为莫逆，在
危难关头也常有善良的人施以援手，但
在心理上，仍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最
突出的，是信仰上的拒绝同化——神父与印第
安家庭的言语交锋非常精彩，后者固守城池的
态度颇有喜剧色彩，诸如奄奄一息的老人看到

神父到来，犹如被打鸡血般瞬间起死回生，等
等。我们以为是可以超越种族的爱情，也生出
几分芥蒂，一起诡异的绑架案便是因此而起：

一个白人男子有个印第安情妇，对方的
弟弟前来索贿，白人男子提议对方绑架
自己的妻子，以便他从妻子处取钱。事
后，白人男子又决计离开妻子与情妇生
活，未料始终感觉隔阂，遂向妻子自陈
其罪。

至于印第安人被诬有罪，亦非个
例。小说中的穆夏姆在搅和进凶杀案之
前，就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某户的妻
子被杀，人们不去怀疑连夜逃走的丈夫，
却云集于穆夏姆的住所，向这位住得最
近的印第安人兴师问罪。小说中滥施私
刑的白人一直被公认是个和蔼的人，这
样的人能毫无愧疚地罔顾法律、害死无
辜的印第安少年，其中的偏见一言难
蔽。同样的，凶杀案的幸存者明知真凶
另有其人，抵触的仍是印第安人。可她
身不由己地爱上了一个印第安少年，每
当他们的距离更近一步，她就迂回粗暴
地把他远远推开。

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白人对印
第安人怀有一种施恩的优越感，怀有一
种居高临下的倨傲，怀有一种不容置
疑、不容侵犯的刚愎，似不在意故事是
如何开始的。一切缓慢地变味，渐难以
弭合。如同书名《鸽灾》，铺天盖地的鸽
子以作物为食，人类用尽手段把它们变
成口粮，谁会想到有朝一日，这片土地
上的“原住民”会绝迹，又有谁缅怀它们
的绝迹？

厄德里克埋下了“爱药”，一枚作用
重于价格的“邮票”。疯癫老人穆夏姆分
明很知道如何使用它——联络感情、追
求不可得的爱情。而所谓的爱好者，看
见的是价格，小心翼翼地珍藏、待价而
沽，忘记了它们原本只是脆弱的小纸片，
不易保存。有人问，集邮自何时始？老
普林尼时代的邮票是真是伪？倘若它的

价值是联结，定古已有之，应得永续。生于斯、
长于斯的古老文明，亦不会只是一枚被陈列却
无用的错版邮票。

发生在电梯里的这些事 ■侯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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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摭语 ■陈 釭

快乐和幸福快乐和幸福 ■崔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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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月美。
邱月有优越感。
在这幢精致奢华的高档别墅里，邱月就是

至高无上的女王，女王可以对一切呼来喝去。
眼前，女王呼喝的是曹嫂，一个从农村来这里做
保姆的女人。

女王用手指抹了一把干干净净的桌子，说，
你看看，这桌子你擦干净了吗？我怎么觉得不
干净呢！

女王看一眼清澈无比的玻璃窗，说，你看
看，这玻璃你擦过了吗？我怎么站在这里看外
面的天空不怎么清晰呢？

女王对着光洁如新的灶台，说，你看看，这
灶台你是擦过了吗？我怎么看着有那么多油污
没擦拭干净呢？

曹嫂站在那里，气定神闲的样子，等待着女
王一次一次地批评与阅示。偶尔，曹嫂还会不
由自主地笑一笑。

这女王也太难伺候了。曹嫂提出过辞职。
女王就回归到了现实中的邱月，邱月声音

低低地说，曹嫂，不要辞职，不要走，我求你了，
我给你加工资，好不好？

曹嫂经不住邱月的恳求，还是留了下来。
慢慢地，曹嫂也习惯了邱月的所谓批评与

阅示，邱月要的，不过是女王的优越感而已。
别墅里，几乎就是邱月和曹嫂两个人在

生活。
当然，别墅也是有男主人的。
曹嫂只见过男主人几次，都是匆匆地见上

一面。男主人来的时候，邱月就会给曹嫂放
假。邱月说，曹嫂，你休息休息吧，你可以带薪
休假了。曹嫂说，好。曹嫂乐得回家休息呢。

男主人年纪有点大，头发稍有些白。看起
来，男主人没有五十，至少也该有四十多岁了。

曹嫂回家住上一周，邱月给她打电话，说，
曹嫂，你回来吧。曹嫂说，好，我知道了。

曹嫂坐上长途汽车，四五个小时，就从老家
到了别墅。

一周没在，别墅有些脏、有些凌乱，曹嫂打
扫了一天，别墅又恢复了原样。曹嫂擦一把额
头上的汗，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曹嫂回去的次数不多。一年也就七八次，
也就是男主人回来的次数。

曹嫂想问邱月，男主人是干什么的？男主
人为什么回来的次数那么少？话到嘴边，曹嫂
又把话咽了下去。

邱月快乐的时间，是在男主人要回来的
时候。

邱月先是去阳台上，打电话。
邱月像是怕曹嫂听见，故意去阳台上打的，

还会拉上阳台上的门。
也许是因为好奇吧，有一次，曹嫂特意低着

头，躲在阳台的门后，偷听了一会儿。
邱月说，现在电话方便吗？那你这个月过

来吗……好啊，那你是哪几天过来？太好了，太
好了……

挂掉电话，从阳台上走出来的邱月，脸上绽
放着快乐的微笑。邱月看到了曹嫂，说，曹嫂，
你太棒了！

曹嫂不解地看着邱月。
邱月说，你没发现你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吗？
曹嫂笑笑，说，哦哦。
曹嫂回家，也有意外的情况。
有一次，曹嫂坐长途车，刚到家，屁股还没

坐热呢，邱月的电话就来了，邱月说，曹嫂，你回
来吧。

曹嫂说，我刚到家，时间太晚了，要不，我明
天早上回去？

邱月说，那好吧。
这样的次数，有了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

三次，更多次。
曹嫂发现邱月发呆了。
独自坐在沙发前的邱月，有时一坐就是好

半天。没有任何表情，一动不动，像一个木偶。
有一天，邱月问曹嫂，说，你觉得我年轻漂

亮吗？
曹嫂说，当然了。
邱月说，我还年轻漂亮，那他为什么就不来

了呢？
邱月更像是在喃喃自语。
阳光灿烂的一天，曹嫂向邱月请假，说我三

个孩子来城里玩，我想带他们转转。邱月说，好
啊，你去吧，带他们好好玩。邱月又说，要不，我
和你一起去吧。曹嫂说，好啊。

在那个大大的游乐场里，邱月看到了曹嫂
的三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两
岁，三个孩子像阵风似地扑入曹嫂的怀里，曹嫂
左拥右抱着，满脸幸福。曹嫂的老公，一个看上
去无比老实的男人，脸上带着憨厚又幸福的笑。

邱月在想，曹嫂 30岁不到，老得像个 50岁
的中年女人。自己二十八了，还像个十八岁的
年轻女孩。可想着想着，邱月突然落下了泪。

徽州，对喜欢出行的上海人颇有吸引力。
就距离而言，三、四百公里，大致半天路程，自
驾、大巴、动车、高铁交通便捷，途中车移景换，
既避单调无趣又不至疲乏困倦。就气候而言，
同属江南，与沪地相差不多，空气却清新不少，
故鲜闻有不适者。就寝食而言，无论是下榻星
级酒店还是歇脚有点情趣的徽派民宿，大都舒
逸便利素静安然，徽派菜肴基本上也蛮合上海
人口味。就行程而言，路径、期限、地点可随意
调节，赏景也好、休闲也罢，采风也好、发呆也
罢，仨俩知己或合群组团皆适宜成行。不过，其
至要优势根植于徽州固有之悠长历史、敦厚文
脉、村族民俗、徽派建筑、诸多名胜、秀丽风光及
儒商精神。

原本的徽州一府六县，辖歙县、黟县、休
宁、祁门、绩溪、婺源，现前四县隶属黄山市，绩
溪改属宣城市，婺源则出于诸种原因划归江
西。徽州境内峰峦连绵山丘屏列，谓“八分半
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徽人欲生存和发
达就必须开辟与外界的通道，人工修筑山间石
道尤为艰辛，古徽州人不畏艰辛，居然修筑了
徽安古道、徽昌古道、徽浮古道、徽径古道、徽
开古道、徽宁古道、徽青古道、徽婺古道、徽绕
古道等众多四通八达的崎岖山道，其坚韧和智
慧可见一斑。

余多年来数度行脚徽州，除祁门外几近
遍访，丁酉年春秋又两度前往，最近那次时值
深秋，行程有一项内容是探旌歙古道，若顶真

地说来，是走一段与徽州相连的古道，因欲走
全程时间不允，所走的这段古道在毗邻徽州
的宣城市旌德县境内。旌歙古道北起旌德白
地镇高甲村，过天星洞经箬岭关南至歙县许
村，全长约 15 公里，始辟于隋朝，距今逾 1400
年，故亦称隋唐古道，古时为徽（州）、宁（国）
两府间重要官道，是徽宁官道中精华路段。
古道至今尚存好几处人文景观，是迄今保护
最好、最长的一条徽州历史风貌古道，据称也
是中国十大徒步古道之一。烟雨蒙蒙，山林
蓊郁，偏僻、斑驳的古道更显清冷、幽邃，道宽
约一米五至两米，随山势蜿蜒起伏，由石板铺
就，为便利车轿骡马通行顺畅相让无碍，同时
又兼顾独轮车行，路中央大都铺纵向条石，两
侧嵌以石块或卵石，平整坚固，低洼处设沟槽
沥水，雨止石干。有同行者畏天雨路滑却步，
余则兴致不减。秋雨潇潇落英缤，枫叶殷红
竹簧青，人在古道行，聊发思幽情。沿石道行
约五里，遇一驿亭，名曰“五里洞”。此驿亭样
式非常见之亭，系横跨石道骑路而修，连接山
体呈圆拱状，恰似桥洞，取石为材不用片瓦，
结实美观挡暑御寒。洞内置条石长凳，供过
往行人途中小憩或暂避雨雪，洞壁嵌石碑，怎
奈风化剥蚀，所刻碑文竟无从辨识。独立雨
中，多么想有人能告诉我当年这里商旅车马
穿梭不息是何等繁忙，抑或兵寇激战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是何等险要，然而，四周静默，唯
自己与细雨无声对语。

我家住 23楼，一层两户蛮清净的，出门就
是电梯。这上上下下的享受间隙里，只要有爱
的交集，就会有暖暖的情怀。那天我按下电钮，
电梯正好从28楼下来，里面是我认识的老爷爷
夫妻俩。爷爷姓“高”也住得最高，老夫妻俩像
一对鸳鸯同进同出。电梯门关上，徐徐下行。

到20楼停下，门缓缓打开。进来是位年轻
妈妈，怀抱着正在哭闹的幼儿，后面又跟进一
个目光呆滞的老年男子。电梯继续下行，爷爷
关切地问小孩为啥哭闹这么厉害。这位妈妈
是个新上海人，说丈夫昨夜不巧加班没回来，
孩子又发高烧，所以一个人带去医院看病，说
着发现了这位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对门邻居：

“咦，他怎么一个人出来啦？”刚一说，大家不免
也为他可能会走失而担心了。忽然，奶奶想起
什么遗忘的事了，问老头正在煮汤的煤气关了
吗？“没有啊，你没关照我呀！快回去吧，否则
闯大祸啦。”爷爷焦急地说。电梯正在下行将
至15楼了，我也跟着急起来，万一引起火灾，可
是整幢楼的安危，我抱歉地看了下年轻妈妈

说：“对不起，先让爷爷回去关煤气要紧。”说时
迟，那时快，我伸手就按下13楼的按钮，同时取
消了1楼的亮钮。

电梯停在13楼后开始了上行，爷爷奶奶十
分抱歉和 20楼的邻居不停打着招呼。说得年
轻妈妈怪不好意思了：“你们要紧，应该的，应该
的”。什么事都得相互理解就好办，要是只顾自
己，岂非滋生邻里纠纷。到了28楼。老两口争
先恐后去开房门，我们都安慰他们：“别急，当心
点”。而那位痴呆的老人也要跟着出去，我赶紧
拉住他，电梯门关上继续下行。

我回头看看脸色绯红的小孩，像是睡着
了。微笑着和年轻母亲搭话，感谢她的理解和
支持。她侧目看看身旁，倒担心起这位同楼的
邻居说：“平时总有阿姨带着他，今天他怎么一
个人出来？万一走失了怎么办呢？”我看她也挺
关心别人，便提升了我一个汉子的责任感安慰
了她：“要不我送他回去或送到居委和门卫那
里。”从她信任的目光里，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位
邻居。

电梯到 8楼停下门打开了，闪进来一个伶
俐活泼的小男孩，口里不停地叫着：“妈，你快点
啊”。只听后面的应答声，却不见人影。“小朋
友，还是待会和妈妈一起上来吧”。我对小男孩
正说着，电梯门不懂人情，机械地关上了开始下
行，看似机灵的小男孩抬头看我，却害怕地哭了
起来，我爱怜地抱起他：“不哭，我们到楼下等妈
妈嘛”。电梯终于稳稳地到了底层，年轻妈妈急
匆匆地与我告别。

我抱着小孩，拉着木讷的老人等在了电梯
口，只见电梯不断上行，8楼没停，我正纳闷时，
发现一位年轻妇女正疾步从楼梯上赶下来，喘
吁吁地接过我抱着的孩子，十分感激，见我身旁
耷拉着脑袋的老人，以为是我家人，听我说要送
他回去时，恰巧门外买菜回来的老妇人见他，惊
异问：“你怎么下来的？”听我一番解释，一场虚
惊后又迎来深深的谢意，而我再次结识了两位
邻居。这正是：

电梯上下情系大家，空间虽小有情乃大。
睦邻友好如浴春风，和谐社会喜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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