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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的早上，李大卫刚刚
上班，打开电脑，就看到了财务
总监拜耳的来信，标题就是“绝
密”两个字。他很是诧异，立即
就点开了这封电邮。电邮里的内
容很简单，就只有几句话：“如
果你有空，可以下午一点到总公
司的会议室里跟我见个面吗？只
花大约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可以
肯定，对你不是什么坏事。我之
所以叫你到这里来见面，是不想
其它人知道。”

信的内容的确只有几句话，
但内涵丰富，李大卫隐隐觉得
这个密会跟顶头上司菲蕊女士
有关。他当即点击了回复，回答
道：“我当然可以来见面，一点
见。”布鲁斯立刻就又回复：“太
好了。谢谢！”李大卫这时候几
乎笃定密会跟菲蕊有关了。

李大卫的推测不是瞎蒙的，
而是一个推理过程的逻辑后果。

之前，李大卫是会计主管，
居于财务总监之下，众人之上。
一年前，拜耳来找李大卫，说他
太忙，要找个帮手来协助打理内
部事务，以便有时间帮助公司作
决策和拓展业务。李大卫满心不
痛快，因为拜耳把这个帮手的职
位定为财务部主任，高于会计主
管。李大卫直截了当表示不满，
说这样的话，财务这块，层次太
多了，不利于管理。拜耳也没有
直接驳回，就说：“那让我再想
一下。”过了一天，拜耳妥协
了，把这个职位的头衔改成财务
经理，跟李大卫平级。李大卫心
里虽然还是犯嘀咕，但不再表示
异议。接下来，李大卫参与面试
评估，招聘了菲蕊。

面试的时候，菲蕊是两个候
选人中看去容易相处的一个，
居于这点，李大卫的一票投给
了她。上任之后，菲蕊表现得主
动积极，把李大卫的风头都压住
了。菲蕊跟李大卫都在财务这
一块，工作领域自然有交叉的地

方，李大卫的下属也有一仆二主的感觉。李大卫是移民，母语不是英语，在
交流和表达上自然不及菲蕊。李大卫开始郁闷起来。

半年不到，公司里的行政运营官离职，公司决定暂时不招新的行政运营
官，于是拜耳就兼管了好多另外的工作。他来找李大卫，说因为直接隶属于
他的人太多，管辖不过来，需要李大卫支持。这个支持不是说要李大卫多管
事，而是让他转而隶属于菲蕊。也就是说，财务部就由菲蕊管辖。李大卫一
听，血就上涌了。虽然之前曾经对这个可能有个预估，但真的面对，还是难
以接受。以前从来没有在拜耳面前说过菲蕊什么不是，现在他顾不上了，慷
慨陈词起来，从管理风格到知识技巧一一铺陈开去，说菲蕊在管理上太过琐
碎，缺欠应该具有的知识技巧。拜耳听着，没有表示什么，只说再思考一
下。过了两天，他再回来找李大卫，说他跟总裁讨论了，还是决定要菲蕊来
管财务部。又说，人都不是完美的，应该给菲蕊机会。眼看无可挽回，李大
卫不再反驳，只说：“这是你的决定，我会配合工作。”

李大卫痛苦了好几天，才像垂死的人一样，缓过气来。气是缓过来了，
但人从此抑郁起来。拜耳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事要交代，总是同时找菲蕊和
李大卫，而是通过菲蕊来布置。一周一次的经理碰头会，李大卫也不再得以
参加。本来，拜耳答应了李大卫的，李大卫还是如以前一样做事，但实际情

本文作者（左）与洛加尼斯（Gregory Ef thimios  Louganis）（右）

3 月 1 日 ， 洛 加 尼 斯 应 印 第 安 纳 大 学
RWWY艾滋病防治系列讲座组织者的邀
请，来参加讲座，并且接受以一个叫怀特
（White）的孩子命名的奖项。巧合的是，这
一天，是他刚刚过完了56岁生日、迈向57岁
的第一天。

说到洛加尼斯，只要对体育稍稍感兴趣
的人，应该都会听说过。他是上世纪80年代
称霸跳水项目的运动员，曾在奥运会上连续
两届取得背靠背的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冠
军，并且在三届世锦赛中赢的得了5枚金牌。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可破。1988年奥运会后，
他宣布退役。按说如他曾经在体育上如此风
光的运动员，退役后，就算不再风生水起，
也会有一份舒适的小日子。但洛加尼斯却没
有获得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同性恋者和HIV携
带者的身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
初，就如同洛加尼斯说的那样，公众认为只
有妓女、吸毒者等等才会得到HIV及其艾滋
病，所以HIV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是被诅咒
的对象。洛加尼斯于是被社会所冷落，广告
赞助商、潜在的雇主都离他远去。他也遇人
不淑，第一个伴侣不仅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了
他，而且还把他的财产席卷而去。他陷入了
财政困境，不能按时支付房贷，银行差点强
行收回他的房子拍卖。在一番惨淡生活之
后，他终于找到了现在的伴侣，他们相亲相
爱，并且走上了婚姻殿堂。现在两人住在一
处公寓里，虽然空间逼仄，但日子总算安稳
下来。

洛加尼斯小时候就因为同性恋身份而深
受困扰，他曾经遭受过白眼甚至欺凌，并
曾经为此几次试图自杀。因此，当他在《人
物》杂志上读到关于怀特的故事时，就决定
挺身而出，做怀特的坚强后盾。

怀特因为血液传染，得了艾滋病，并因
此被学校开除。但他坚持学习，争取上大学
的机会。洛加尼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悟
道，人必须有公义之心，看到不平，就要站
出来。他打电话给怀特，是他母亲接到的。
洛加尼斯自报家门，然后问：“你知道我
是谁吗？”她说：“你是一个游泳运动员
吧。”洛加尼斯笑着更正道：“不，我是跳
水运动员。”从此，小怀特和洛加尼斯成为
了朋友，洛加尼斯到印第安纳来比赛，还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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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完全两样了。李大卫跟菲蕊的办公室相邻，拜
耳经常到菲蕊的办公室来说说笑笑，却几乎不到李
大卫的办公室里来说什么。李大卫痛感自己被边缘
化了。

虽然郁郁不乐，但李大卫并不消极怠工。按照
行为科学课本上的说法，如果一个员工没有得到激
励，那他会减少付出而获得心理平衡。这条准则在
李大卫这里却不适用。他依然如期完成月报季报。
公司里引进一个新的报表软件，李大卫主动学习，
并应用这个软件设计了好几个报表。好几次，拜耳
就一个任务同时发信给几个人求助，李大卫争先恐
后提供帮助。

时间慢慢过去，李大卫渐渐有些适应，不再像
当初面临变化那个时候刀绞一样痛苦。有时，他甚
至还觉得目前这种局面其实也好。拜耳在军队浸淫
多年，说话做事都带有军队作风，带F字眼的粗话还
不时从嘴里冒出，电子信件里的口气常常带刺。拜
耳通过菲蕊传达布置，李大卫少了跟拜耳直接接触
的机会，就少了好多压力。同时，应对菲蕊就轻松
好多。菲蕊跟李大卫之间不像上司跟下属，倒像是
平级的同事。她对李大卫说话一直都很客气，对李
大卫的工作也从来不干预甚至不过问。反过来，李
大卫有什么要求，她从来不从中作梗，总是尽快满
足。菲蕊就像一块好使的盾牌，挡在李大卫跟拜耳
之间。

不过，李大卫也不是总能保持这种淡定的心
态。菲蕊的办公室跟李大卫的相邻。每当拜耳到菲
蕊的办公室里来，关上门，商量什么的时候，被冷
落的感觉就格外鲜明。办公室的墙壁隔音不好，可
以听到里面的声音，却又听得不甚分明。那些字节
明晰却又无法分辨的声音就如一小把一小把的钢针
往李大卫的肌肤扎来。拜耳每天上午来上班，大抵
会在菲蕊的办公室前停一下，打个招呼，但却对李
大卫视若无睹。有次，菲蕊刚从公司对面的那个超
市里买来一辆园林里用的小推车，拜耳来到菲蕊的
办公室，就把那车当玩具车，一边笑，一边推到走
廊里来。又有一次，拜耳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把他那把摆设用的步枪形状的酒瓶端起，走到菲蕊
办公室门前，瞄
准电脑屏幕前的
菲蕊，菲蕊没有
意识到，拜耳就
大笑。这表明拜
耳跟菲蕊同属一
个圈子的场合很
多，李大卫不能
不受刺激，这种
时候，他就会不
由自主看看右侧
墙上挂着的那幅
群 猪 进 食 的 照
片，从中汲取精
神暗示。看着欢
快的猪们，他就
可以每天都装得
心静如水。

那 幅 照 片
上，有几只猪在
夕阳下围着食槽
进食。那是李大
卫某次参加一个
在农场举办的派
对时拍摄的。公
司管理部门搬迁

短篇连载

后，大家都不约而同装扮新的办公室。李大卫也不例
外，不过他选择的两幅照片跟其他人选择的画面或者图
片不同。如果说，其他人选择的不外为了美化办公室，
为了讨得来客夸赞的话，那么，李大卫选择的这两幅照
片却纯粹为了自己，就像他为了自勉而选择的座右铭。
一幅照片是大理石的拱门，门里是黑暗的过道，过道深
处有一盏挂灯亮着，射出金色的光芒。猪在古希腊智者
皮浪那里是安泰因而智慧的象征，群猪进食这个画面给
予李大卫的勉励就是皮浪所赋予的。同事来参观，李大
卫就解说：“门这幅传达出来的是希望。猪这幅要说的
就是幸福。”

李大卫虽然不像当初面临贬官那个时候痛苦，但是
也不能就说他幸福了。他的平静是强装出来的，在平静
的深处是郁闷。郁闷的根源应该来自于横亘在他和拜耳
中间的这个位子。

快到年底的时候，李大卫感到风向有点变了。
有一天，拜耳来问李大卫：“ABC的租金从损益

表上漏记了两个月？”ABC是总公司下属的一个子公
司，菲蕊负责这个子公司的月结算报表。李大卫知道这
是菲蕊犯的错误，就轻描淡写证实了，也不落井下石。
拜耳又说：“你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李大卫心里高
兴，却不动声色，说：“这笔数字是太大了，两个月都
漏记了，是有点……。”拜耳是在走廊里跟李大卫说话
的，那时，菲蕊当然已经下班回家了，不过，其它办公
室里还有人，李大卫也就不好做过多评论。然而，拜耳
却依旧在这个话题上谈下去，一边往走廊拐弯处印刷机
那里走去，一边说：“这显然是工作质量问题，我得采
取点什么措施。”

李大卫感到拜耳开始对菲蕊不满了，而ABC的损
益表错误这件事只是一个由头而已，应该还有其它原
因。李大卫也不打算介入，决计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就
是。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图片摘自爸
妈在线网）

请怀特及其母亲来观看。需要指出的是，那
时洛加尼斯还没有发现自己是HIV携带者，
所以主动来给怀特支持，并不是出于同病相
怜。后来，洛加尼斯为了鼓励这个孩子，把
1988年从汉城奥运会获得的金牌也给了他。不
幸的是，就在怀特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
一年，他告别了这个他热爱并报以希望的世
界。

在授奖仪式上，洛加尼斯以略微羞涩的
口吻，向公众讲述了上面跟怀特交往的故
事，还提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跳板跳水比
赛中，他受伤后的窘困和坚持。他是那个时
代最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头碰到跳板砸下水

是洛加尼斯。说到动情处，观众也不由让泪
水流下面颊。

仪式结束后，观众们把洛加尼斯当成英
雄一样崇敬，排着长队上前跟他合影，并求
签名。

同性恋生存境况已经越来越好，美国最
高法裁定同性恋结婚合法，越来越多的州也
纷纷跟进，让同性恋者合法结婚，享受异性
恋婚姻的同等待遇。好多高官高管都坦然公
布出柜。真希望为美国带来荣誉为世界带来
精彩的洛加尼斯会有美好的明天，不再为基
本的生存需求而发愁。洛加尼斯，希望你
好！

去，让他很是狼狈，恨不得水下有个洞，他
好逃遁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起来后，教练对
他说，还要继续跳吗？如果不跳，也会支持
他。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怀特，怀特那种斗
士的精神激励了他，他坚持再跳，并挺进决
赛，最终夺冠。在洛加尼斯看来，是怀特，
教会他如何成为一名斗士的。不用说，这种
斗士的意志不仅帮助洛加尼斯站在了冠军的
领奖台上，而且还支持他在冷峻的人生道路
上走了下来。

怀特的母亲琼也亲临授奖现场，并上台
讲述了他一家跟洛加尼斯的交往经历，还梗
咽着说道，如果她有第二个儿子，他希望就

洛加尼斯，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