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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詹妮弗果然就把一本发黄的
照片簿给我带了来。我一张张翻看着，一边
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喟叹。照片中有江边摆渡
的情景，有街头的过往行人，一个年轻人梳
了分头，穿着灯笼裤，站在街上，煞是可
笑。山头上有座西式楼房，那显然是她祖父
祖母的家，房前的空地上，有几个小孩。詹
妮弗用食指指着其中一个，说那是她父亲。
他祖父长得挺拔、英俊，她祖母的脸庞很妩
媚，看去就跟好莱坞过去那个时代的那些明
星一样。我止不住对詹妮弗说：“难怪你如
此美丽。”她笑道：“我继承了祖父祖母的
基因。”

她说：“对了，我问了问我父亲，我祖
父先去的地方是广州，后来去的地方是云
南。到云南去，就是去接替你说的那个沙梅
斯的。”

我吃惊不已，不相信地问道：“是吗？
真的？”她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那是
真的。”我不禁盯着她注视了好久，似乎她
就是我家乡一块斑斓的活化石，见证着那些
曾经存在却又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物和场
景，曾经在开满了映山红的山岗上吸吮过扑
面而来的清风，曾经在林间小道上聆听过马
帮络绎不绝的铃响。

我说：“太不可思议了。你的先祖曾经
在我的家乡生活过好多年，这就是说，你跟
我的家乡有关联。”

她笑道：“是吗？我还没有想到过呢。
这么说……”她举起右手来，张开手掌，
说：“Give me five（击掌）”我把右手掌张
开，跟她击了掌。

她以探询般的眼光看着我，问道：“我
想学中文，你可以教我吗？当然，我不会白
让你教的，要付钱给你。”我答道：“当然
可以。不过，我是南方人，说的普通话不是
太标准。我担心我教不好。”她说：“再不
好，教我也绰绰有余了。”我答道：“那
好，你也别付钱了，就教我英语吧。”她
说：“那就太好了。那我们每次就互相教
对方一个小时。在哪里见面？”我想了一
下，说：“在图书馆，怎么样？我周日时间
最多，周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好吗？”她
说：“好主意。就在那里。周日下午，我也
有空。就这样了。”

那天接下来的时光里，我就像从上帝那
里得到了什么美好的承诺似的，喜气洋洋
的。回到家里，只一会儿，金羽就看出了我
的异乎寻常。端详着，问我：“遇到什么好
事了，这么高兴？”我看着她，笑道：“我
高兴了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呢？”我一边
说，一边用手自己摸了摸自己的脸，的确觉
得脸有点烫有点光鲜。她笑道：“你以为我
是谁啊。跟你过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
一掉腚，我就知道你拉稀还是拉干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只好装得满不在乎地说
道：“哎，本来等会儿要告诉你的，不想你
迫不及待了。好吧，现在就跟你说。”

她听完我的话，还不依不饶，说：“就
完了？就这点事？”我张大嘴巴，举起右手，
发誓般说道：“天地良心，就这点事。还能有
什么事啊，真是的。”她又说：“看着我的眼
睛。”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你的眼
睛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赵薇的。”她听了，
扬起手来，作势要打下来的样子，说：“我真
想给你一耳光。哼。还想当花心大萝卜！？”
我一下觉得很难为情，赶紧分辨：“都是你
冤枉的哈，我可是老实人。”她手蒙住自己
的嘴，笑出声来：“嘿，嘿，嘿。”接着说
道：“开你玩笑呢。你还能做什么呢？！其
实，你跟那个詹妮弗互教互学，很好的。真
的很好的。”

就这样，我跟詹妮弗互教互学起来。我
从起码的汉语拼音教起，教完拼音，又教她
笔画最简单的字；教完笔画最简单的字，又
教最常用的字。她则把一些简单的寓言故事
拿来做教材，叫我读，然后纠正我的发音。

有一天，我才知道我不能区分N和L这两
个音，更准确地说，我不能发L这个音。我兴
高采烈地告诉她，我去了不远处那个美丽的
湖边了，我发现她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她

似乎不相信一样，又问了我一次，我还是照
着我的方式说了一遍“湖”。她在纸上写下
了“Naked”，问我是这个字吗？我说不，写
下了“Lake”。她这才如释重负地笑道：“喔，
是Lake”。她又叫我发了几个带L的音，才发现
我无一例外地全都发成了N的音。

结果，那天的英语一小时全都花在了区
分L和N的发音上。我红着脸跟着她一遍又
一遍地矫正我的L音。她把嘴巴张大，让我
看清舌头在发L时的最初位置，然后慢慢展
示舌头在发这个音时的整个运动过程。看着
她张和的的嘴唇和鲜红的舌头，我有些走
神。那个刹那，我感觉我的脸有点发烧，
一种异样的生物反应在身体的某个角落启
航。我有点恼火自己，却又不能奈何。跟
着她学了好几遍，还是把L发成了N。她也
不恼，对我说：“注意我的舌头，跟着我
学。”业已启航的那个生化反应终于在理智
的飓风中搁浅，我终于听到了她嘤咛一声赞
许：“Great!”，把手举起来跟我击掌祝贺。
我激动不已，又接着重复了好多遍，每次都
记得不厌其烦地把舌尖卷起来，顶住上颚，
我终于把L发得自如了。

回到家里，我一副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要求金羽：“说‘Lake’，就是湖这个单
词。”她问：“怎么了？”我说：“我就想
看你是否可以发L这个音。”Lake 从她的嘴
里说出来，果然也有鼻音，听起来像Nake。
我说：“啊，你也不能把L这个音发好。”她
承认道：“是的，我早就发现了。”我立刻
就传经送宝，说：“我今天终于学会发这个
音了，来，跟我学。”就不由分说，把发L时
舌头的运动过程展示了一遍。她笨拙使用着
舌头，还是把L发成了N。我急得把她拉进卫
生间，对着那面大镜子，让彼此可以同时看
到两个舌头的动作。两人着魔一样，对着镜
子，来来回回地练，她也终于把L这个音发好
了。关灯后，我们躺在床上，金羽又在黑暗
中发起了“Lake”，一遍又一遍。我说：“得
了，别说Lake了。说L-o-v-e吧。还不感谢我？
我想make l-o-v-e了。”我把手伸了过去，揽
住了她。

现在，詹妮弗看到我，都一律用中文“你
好”来打招呼了，我也尽量多跟她说中文，直
到说到卡了壳。她告诉我，她下个学期就正
式去修中文课，以后要去考外交官，争取到
中国去，看看前辈们曾经生活过的那片神秘
的东方土地。詹妮弗不仅漂亮，而且聪明，
要是真当了外交官，那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成
功的外交官，谁能在这样漂亮的女士面前，
斩钉截铁地说“不”？！除非是圣人。比如
说我，就怕她没有要求，她有要求，我不可
能拒绝。看着她精致的面孔，我觉得我此刻
的想法有些可怕。那么，如果她叫我一起私
奔，到撒哈拉去呢？我会吗。我为这些古怪
的设想而感到可笑，自己忍不住摇了摇头。
她问：“怎么，觉得我这是梦想，很可笑
吗？”我有些像是表白，提高了几分嗓门，
郑重地说：“不，不，不。正好相反，像你
这样出色，怕的是没有梦想，只要有梦想，
就一定会实现。上帝总是保佑你的。”她听
了，很高兴，说：“啊，谢谢你，郑！”

有一天，我问詹妮弗，我可不可以把她
祖父母的故事写一篇文章，她当即说：“当
然好了，还需要我提供什么资料，尽管说。
要不等我父亲来看我的时候，我让你跟他
见个面？他也在中国度过了好几年呢，虽
然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但总还是有些印
象的。”我莫名其妙怕跟她父亲见面，忙
说：“也许就不用了，我如果还需要什么，
再说。”她突然一拍前额，说：“啊，我忘
记了，我祖父写过在中国的经历，我回家
时，一定找来给你看。”

詹妮弗果然很快就把他祖父写的回忆录
拿来了。“你看，我都拿来了。”她把那厚
厚一迭回忆录递了过来。我像接过恩赐的礼
物一样，一时感动得不知所措。说了声“谢
谢”，分明自己都听出里面有颤音。正发着
呆，她说：“我得走了，跟人约好，要骑自
行车去呢。”她都不见了，“拜”那一声还
在耳边缭绕。

我把回忆录拿回去，当晚就读了一遍。

老人的经历太传奇了，曾经被袍哥的兄弟们
抓住过，就在要被杀的那一刻，却惊险地脱
逃。而他的很多兄弟，都无辜地死在那些飞
来的大刀下。在云南山间行走的时候，被土
匪劫道，那匹驴子加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被抢得精光，连外衣和裤子都被脱了去，
幸而拣回来一条赤裸的生命。他倒是视死如
归，不断地勉励自己，如果死了，就为犯有
原罪的人类赎了罪，听从了上帝的召唤，上
了天堂。

我很兴奋，当晚就开始动笔写了起来。
我都惊叹我的速度，思绪和写似乎是同步
的，我不需要冥思苦想，也不需要寻章摘
句，一行行字像蚕丝一样绵延不绝地吐放出
来。第二天晚上，文章就杀青了。写下最后
一个字的那个时刻，我舒畅地呼出一口气，
把笔轻轻向空中一抛，似乎用剪刀剪了彩一
样。金羽问：“写完了？”我说：“完了，
完了。”她说：“很有激情嘛，我都嫉妒
了。这两个晚上，对我可是一点激情都没
有。”我赶紧说：“对不起，亲爱的，激情
现在向你铺天盖地涌来了。”说罢，我就走
过去，把她抱住。

那天下午，又是我跟詹妮弗聚会学习的
日子，我提前了半个小时到图书馆去，想犒
劳犒劳自己，到放中文报纸的阅览室去随便
浏览浏览。我把最近的《文汇报》、《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等报纸拿了好大一
摞，好像端了一大盘美食一样，摊到附近的
大桌子上，一篇一篇看起来。

正看得起劲，《一个美国牧师的中国岁
月》这个黑体字标题就猛地跳入到我的眼
帘，我不相信似的，仔细看了好几眼，那果
然就是我的文章。记得我才寄过去不久。“啊，
居然这样快，而且还是《光明日报》这样高品位
的报纸发表的。”我自言自语道。我在附近找
了一台复印机，把那篇文章复印了。

一见到詹妮弗，我就对她说：“Guess 
what（猜猜是什么）?”她睁着大大的眼睛，
一脸茫然，问我：“究竟怎么了？”我把那
篇复印的文章拿出来，对她说：“我写的文
章发表了，就是关于你祖父那篇。这可是在
中国一流的报纸上发表的。读者比《纽约
时报》可不会少呢。”她惊叹道：“真的？
啊，祝贺你。”我说：“不，应该是祝贺
你，祝贺你祖父。是他创造了故事，是你提
供了这个故事。”

詹妮弗似乎比我还兴奋，手舞足蹈起
来，不住地夸我：“啊，你真了不起！”她
张开双臂，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还在
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吻。我又慌乱又笨拙
又幸福，一时间就傻乎乎地定在那里。我似
乎希望时光就在那个瞬间定格停滞，但又做
不到从容，所以又希望时光赶快飞逝。

那个吻就像一个精灵似的，诞生在了我
的脸颊上，在那里喘息起伏蠕动跳跃。我无
法安然。我说服自己，不就是一个吻吗？一
个意味着友情的吻，有什么要紧。我骂自
己：“别想得太多了！”可是，我依然神不
守舍。我就如同一根草一个昆虫一样，被刺
激感应性完全主宰了。我真的成了一个低等
生物，哪里能上好那堂课。

詹妮弗伸出两只指头在我的眼睛前晃了
晃，问：“是几只指头？”我一个激灵，大
惑不解地问：“什么？”她笑道：“哈，没
有什么问题吧？”我忙答：“很好的。”她
才舒了一口气，说：“还以为你病了呢。”
我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刚才走神了。对不
起。来，跟着我念，人、马……”

回到家，我把那篇复印的文章给金羽

作 者 ： 聂 浪

■校园内外■
一名19岁男性因攻击穆斯林
女性被逮捕并被IU开除

一个名叫Triceten Bickford的白人男性
被逮捕。他于10月17日在 Sofra Café外咒
骂和殴打一个穆斯林妇女，当即被制服并
被交给迅速赶来的警方。他随即被逮捕并
被IU开除学籍。此后几天，布鲁明顿市民
组织了好几次谴责种族仇恨的活动。

梦露郡监狱管理人员贪污保释
金

前梦露郡监狱管理人员Karen S. Bridges
从2007年到今年通过开假发票的方式贪污
了保释金$263,932.71。Bridges负责保管保
释金，也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接触保释金。

IU性犯罪调查报告结果出炉
去年11月，41,000IU本科生和研究生

通过电子信件收到了问卷调查，17%的人
对问卷进行了回答。根据调查结果，大多
数人对性攻击不报警。一般而言，女性是
性攻击中的目标，而男性是施事一方。性
攻击中大都有酗酒的因素。大多数学生仍
然不懂性行为中情愿不情愿的法律区分，
尤其是酗酒的情况下。向校方报告性攻击
事件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说处理程序帮
忙不大。

IU教育学院名誉院长Gerardo 
Gonzalez随团访问古巴

IU教育学院名誉院长Gerardo Gonzalez
将参加美国高校代表团于10月24日-31日
期间访问古巴。此行旨在增进两国高等教
育的互相学习和了解，并探索合作机会。

布鲁明顿共和民主两党市长候
选人进行第一场辩论

布鲁明顿共和党候选人John Turnbull
和民主党候选人John Hamilton于10月26日
展开第一场辩论。双方就卫生、安全、住
房和环境等等议题展开了交锋。

(Photo source: Daily Mail)

看。她没有太惊奇，说：“嗬，是这篇啊。
发得倒是挺快的。”我见她的情绪没有被调
动起来，就说：“发表倒是在其次，关键
是……你知道是在哪里发表的吗？”她调侃
道：“《宇宙日报》？”我抬起头，眼睛却
往地下看，得意地说：“也差不多了，《光
明日报》呢。”她本来是坐着的，立刻站起
来，张开两只手，夸张地恭贺道：“啊，我
的妈呀，原来如此啊，我的大作家。你以后
拿诺贝尔奖，也说不定的。”我有点难为
情，横了她一眼，说：“别弯酸人了。”她
又问：“给詹妮弗说了吗？”我说：“说
了。”然后，借机去寻找那本剪报集，把眼
光从她脸上移开了，把脊背给了她。她绕到
我前面，又说：“看着我的眼睛。”然后，
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把她抱起来，作势狠狠
地砸在床上。那其实只是抬起石头，扔下羽
毛而已。我大叫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她在床上躲闪着，嗲声嗲气道：“哥哥，我
不敢了。”

我其实很尴尬，就像梦到自己在公开场
合裸露了一样。金羽洞彻我的花花肠子，把
我头脑深处如暗流一样汹涌着的那些念头看
得分明。我怀疑夫妻之间也许真有某种生物
交流，之于对方，自己仿佛穿的是透视装，
即使死不承认，那些属于自己的隐秘还是纤
毫毕露地呈现在对方的眼光之下。因为尴
尬，所以恼怒。恼怒不过是掩盖尴尬的一种
拙劣手段而已。对某个异性产生特有的情
愫，从生物层面而言，来得如此不由自主和
无可遏止。当初对桂花，现在对詹妮弗，那
种情愫说来就来、不由分说。既然是生物层
面的，这种情愫就不意味着对爱情的背叛。
爱情正是在与这些情愫的纠缠和折磨中壮丽
动人，在这些情愫的浇灌和刺激下蓬勃成长
的。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图片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