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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桑柔到美国是来旅游的，却不料收获了爱
情。

她是一个把旅游视同生命的人。在她的心目
中，可以没有工作，可以没有家庭，却不能没有旅
游。在世界上漫游，让日子在旅途里一页页翻过，
就是一种最开心的人生。对人生的这种趣味选择和
排位，让她到了将近四十，还是没有家庭。她家处
在城乡结合带，城市化的进程给家里带来了拆迁的
巨大收益。父母就她一个掌上明珠，拆迁后得到的
几套住房大都给了她。她把房子都出租了，每月的
租金让她不再在乎那份导游的工作。她最终辞了
职，把日子打点在常新的旅途上。到了新马泰，到
了港澳台，到了韩国日本，再到了欧洲，她把下一
站选到了美国。

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就到了美国。游了黄石国
家公园，到了佛罗里达，又参加了东岸六日游，她
到中西部芝加哥附近一个小镇落脚下来。这里有她
一个幼时的朋友，姓陈，名叫南希。

本来只是计划在这个小镇会会南希，然后再到
美国其它地方去转转，却不想在这里一呆就呆了快
两个月。这都怪这个小镇太有意思了，有山有水，
还有一个人文气氛浓烈的大学。最难得的是有一个
义务导游。南希的老公麦克是个银行高层，又是一
个惜香怜玉的男人，最担心的不是南希没有工作，
而是怕她在家里闷坏了。南希自从来到美国，就一
直没有工作。麦克生活中热心做的一件事就是四处
为南希找朋友。有一次，他居然在超市里对一对东
方人夫妇充满期待地问候：“你们好！”人家显然
没有听懂，一愣一愣的，结果麦克硬生生把为夫人
找朋友的用意给吞下去了。不用说，南希时间有的
是，愁的却是如何挥霍。于是，这两个女人就白天
到湖边钓鱼，到山林散步；晚上就到校园里去听歌
剧和音乐会。当然，麦克也经常在家里举办爬梯，
让大家来陪他的中国夫人。陆桑柔到来后，麦克一
家举办的爬梯更频繁了。

来的宾客中，有一个几乎每次必到。这个人叫
吉米。吉米有自己的产业，有农庄有饭店还有啤酒
厂。吉米对东方文化一向情有独钟，虽然当了企业
家，旗下有林林总总的部门，却信奉无为而治，从
来就没有日理万机的企业家风范。几十年下来，他
的生意没有轰轰烈烈，却也一帆风顺。

吉米有个女朋友，叫苏珊，两人同居好多年
了，在外人眼中，他跟苏珊俨然就是夫妻。吉米也
许比身为银行家的麦克更富有，但苏珊却从来都是
工作的。年轻的时候，苏珊做过舞女，直到现在也
还有过去的风韵，身段还是袅娜，面容还是姣好，
眼睛依然有着几分顾盼。穿上连衣裙，苏珊就像河
岸边的杨柳，随风摇曳。

吉米跟苏珊通常是出双入对的。在爬梯上，

《月琴》的调调不能独自听，要是恰逢
孤寂清幽的时刻，凄厉歌声刚起头，眼泪哗
就下来了。爱着的每一首歌，都是灵魂暂时
栖止的、绿皮火车上的座位——虽然只是偶
然寄托，却要把食物、水果、茶叶、水杯，
全部郑重地铺排开，共话桑麻，展开一段美
好的旅程。

不懂音乐，猜想着，似乎节拍稍快，不
开心的歌，就会变得开心起来。没心没肺地
铿锵旋律，也是心爱的。在米国才开始恶补
各种类型的英语歌曲，从水手的歌到大兵的
歌，Yo, Ho, Ho, and a Bottle of Ram, When 
Johnny Come Marching Home, the Warrior Song, 
都能听很久；不管年代，Do Yo Think I’m 
Sexy, Hells Bells, Pittsburgh 带着些微审慎和更
多不顾一切的锒铛质地，沿着我旧神经的回
路，开始重铸另一段“乡音”和公共记忆。

长在物质不丰裕的乡下，祖父母一家的
努力，彼时正在填饱全家人的肚皮。作为大
家庭里最被宠着的孩子，从不匮乏家人的爱
和关注，但音乐，乡下还是稀缺的。记忆里
已经完全没有庙会的音乐了，因为人群拥
挤，戏台完全顾不上看，坐在大哥的肩头，
窒息的恐惧和记忆，异样清晰，是不是因害
怕而大哭，全都忘记。四五岁的时候，夏天
的月光下，在乡村街边的公共聚集地，听大
人们说古道今，忽然远处笛声幽咽，渐渐清
晰起来，马上起身要去寻找声音的来源，刹
那的迷幻恍惚，至今仍有印记。

回到都是乐盲的父母身边，最常能听到
的，是鼓动人心的战歌。我天朝，仍然沉浸
在用意志战胜物质困难的精神胜利法里。能
记得的歌有《曙光在前头》，我天朝第一部
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的插曲；《小小竹排
江中游》，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歌；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电视剧《便衣警
察》的插曲，收音机反复播放，我想是我最
早的音乐美育，恰好配合收音机里的《杨家
将》、《隋唐演义》等评书，还是战斗故
事！西北民歌，被共党带到全国，大致是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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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经常会当众在苏珊的嘴唇或者脸腮上轻吻一下，
而苏珊就会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点不经意的羞涩和幸
福。两人的和谐为朋友们所见证。

陆桑柔跟吉米就是在麦克家的爬梯上认识的。南
希把吉米和苏珊介绍给陆桑柔的时候，陆桑柔照例咧
嘴笑着，说了一句：“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认
识你）。”再接下去，她就不知道措辞了。陆桑柔对
英语的把握很皮毛，虽然从中学到大学都在学英文。
不过，陆桑柔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倒是很丰富的，
她的腰肢并不苗条，看去却不僵硬。她一脸的灿烂有
着一种天然的磁力。她没有东方人所常常表现出的那
种矜持。在南希的帮助下，吉米跟陆桑柔交谈了好一
会，问了陆桑柔都到过世界和美国的哪些地方，又说
自己也喜欢旅游，世界几大州都走过了。末了，还答应
会邀请陆桑柔来农庄做客。

一个周六的晚上，吉米果然就在农庄举办了一个
爬梯，陆桑柔跟着麦克、南希来赴会。大家坐在宽敞
的阳台上，在夕晖里聊天喝酒。吉米把一块白色的毛
巾搭在肩膀上，一边招呼着众人，一边操作精致的酒
具。吉米指了指一字排开的好几瓶酒，一一介绍。介
绍到其中一瓶的时候，他说道：“这瓶酒是从法国进
口的，原先是被禁止的，因为它太浓烈了，会让人发
疯。巴黎好多艺术家和诗人聚在一起常常喝这种酒，
一边喝，一边吟诗。等会儿，我也吟一首。”之后，
吉米问大家先喝哪一瓶。大家欢呼着，异口同声要尝
禁果，就喝这瓶让人疯狂的法国酒。

吉米把酒倒入酒具当中的容器里，让酒从容器周
边的四个水龙头里缓缓滴出，通过一个装了薄荷糖的
漏斗，再用酒杯在漏斗下接了，递给一个个客人享
用。也不知是不是那酒的确让人很high，客人们的兴
致都高昂得很，声音都洪亮，而且还伴随尖利的笑
声。陆桑柔插
不上什么话，
却也不觉被冷
落。吉米像个
店小二一样，
走过来为她斟
酒，每次她都
不拒绝。在她
看来，喝酒是
个集体活动，
她一直喝着，
就表明她一直
在参与。苏珊
只喝了一杯，
当吉米再要为
她 斟 酒 的 时
候，她说不行
了，吉米并不

短篇小说
勉强，只在她的腮上轻吻了一下。

陆桑柔旁边有个空位，吉米就在那里坐了下
来。他不时应和着大家的聊天，插一两句话。大家
三三两两各自聊天的时候，他字正腔圆地问陆桑
柔：“喜不喜欢美国？”陆桑柔听得真切，不假思
索地答道：“Yes！”。然后，似乎觉得还不十分
准确，陆桑柔又补充道：“我喜欢伊利。这里很漂
亮，很有趣。”吉米说：“很多人来到伊利，都不
想离开，就留了下来呢。”

那天爬梯结束，众人告别的时候。吉米对陆桑
柔说：“哪天我们带你去爬山。”路上，陆桑柔对
南希说：“吉米对人真好。”南希怪笑道：“他别
是喜欢上你啦。”陆桑柔急忙洗刷自己：“哪里，
哪里。别乱说啊。”

后来，吉米果然来带陆桑柔和南希去格里菲湖
畔，爬了旁边的小山。那天，苏珊没有来，吉米解
释说苏珊那天要上班。往山上爬去，有三条路，吉
米选了最长的一条，全程有三英里。吉米一会儿开
路，一会儿断后。显得很殷勤，而且很快活。一路
上，几乎都是他在讲话，讲他过去的传奇，讲地方
上的掌故。三英里走下来，大家都还兴味盎然。下
得山来，陆桑柔看到湖畔那头有一片芦苇，芦苇
旁边有好多野鸭，就惊呼起来。吉米看她如此兴
奋，就提议道：“我们过去看看吧，说不定还可以
拣到鸭蛋呢。”陆桑柔一听，就迫不及待地嗲嗲附
和：“OK，Let’s go （行，我们走）。”大家往
芦苇那边走去，野鸭都识趣，嘎嘎叫着，扑打着，
或飞或走，远离他们而去。在芦苇间寻找了一阵，
没有见到一只鸭蛋，陆桑柔却差点失足，要不是吉米
在左近伸手拉了一把，陆桑柔那跤是一定摔了下去。

——待续——

的。在小家庭，青春期不是反抗父母，主要
用在跟老哥战斗上，父母忙于挣钱养家，
对半大青年鸡毛蒜皮、鹅叫鸭噪、精力无穷
的战斗，早就丧失了“听讼”和主持正义的
乐趣。我那屡败屡战、青春之歌的另一半，
是半无政府状态下的兄长威权：正好对应两
类音乐，要么是豪迈地战斗，要么是凄厉地
疗伤。老哥胜利后略带怀柔的安抚是：“你
啊，跟孙猴似的，压到山下，看着怪可怜，
一不镇压，就要反天。”我老人家能反唇
相讥的，大致是对父亲不肯主持正义地怀
恨，“哥哥，知道唐僧为什么最喜欢八戒
吧？”

后八九一代的大学生活，有过一段“红
歌年代”，恐怕人已经开始遗忘。九零年代
上半段，我有幸赶上了那次红歌新浪潮，在
大学里学习了《四渡赤水》之类的革命小
调。历史再一次被重复，在我这样乐盲的驴
耳里，《四渡赤水》是民歌的凄婉加革命歌
曲的豪迈，可对？—— 如今杂务做到嗨皮，
能朗朗上口的小调，竟然还是它诶，感谢郭
嘉！

远离故国，最可怕的事是精神的荒疏：
小调是别人的，历史是别人的。你跟周围的
人，没有共同的记忆，没有共同的歌。今
天艾美给我们流利地背诵了美国孩子打小
记熟地对国旗说话的“誓词”，刹那想起我
的家人，电视声音才起，就能流利背完毛的
《北戴河》全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
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
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时惊到
我，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词？想起我高中的
朋友圈，齐声唱起周启生的《天长地久》、
《背井离乡》，这时候我坐在人群里，已经
有了一点异乡人的感概：正全力倾慕大汉
族“Manderine”的正音，对流行着粤、闽丧
声丧气的调调儿，完全不肯多听，我不会唱
诶！—— 一段词，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
首歌，是一群人灵魂暂时盘桓的所在；音乐

年时候惊到我的乡民风格，即使八零年代后
期往欧美流行乐的曲风靠拢，一直有拔地而
起、扑面而来的凄厉。

《雅拉玛》（西班牙内战歌曲）、《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游击队歌曲之一），
是小学时候，父亲还能大致不跑调唱给我听
的歌，虽然柔美一些，仍然是战歌的旋律；
更不要提学校的音乐课上还有《游击队之
歌》、《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类血淋
林的歌。其实也不是没有言情歌曲，邓丽君
的《美酒加咖啡》之类的，已经被我天朝当
作精神污染在清除，《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这本书表列了哪些旋律是“不健康的”，可
见港台音乐的影响力。只是对于从小接受战
斗旋律的儿童，到青春前期，要么是被灌输
了奇怪的革命清教主义道德感，要么是化学
机制、荷尔蒙因素还没有发生作用，脑袋里
就没有性啊、爱情这根弦，反正我是完全不
在意这些靡靡之音的。《霍元甲》《陈真》
以及武侠剧的音乐，是港台商业精神对我天
朝民族主义审美的主动配合，强者为尊的霸
道调调儿，还是我接触的大部分音乐类型。

音乐大概和食物一样，小时候尝试的范
围，决定了一个人后来接受力的广度。到现
在我最喜欢的小调，大致也就是这两个极
端，要么极“物哀”的凄婉，要么铿锵壮
阔。情歌之类的婉约派，很难入我老人家的
驴耳。其实我天朝的表情，也简约而霸气，
八零年代刘欢的《离不开你》，哪有点爱情
里患得患失、婉转恳求的意思？高中校方的
表演会上有人唱起，是我第一次听到，立马
爱上了这首歌，爱上了这位不知道姓名、连
面目也因为座位太远看不清的同学！在大家
仍只敢唱革命歌曲的时候，他居然表演流行
歌曲！还是表情的！虽然四处打听这位同学
的名字，只有三个年级不到二十个班的高
中，竟然全无他的消息，思慕之情，只在关
于这一首歌的记忆里了。

如果我青少年的乐感，还带着华东中小
城市的集体记忆的话，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唐山谣，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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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诗歌，因此有了沁入灵魂、直指人心的力
量。

国际流民，还是要继续书写个体的记
忆，来印证群体的历史吧。

如果回家，还能再和你们一起唱歌的
话，得从“微山湖上静悄悄”、“西班牙有
个山谷叫雅玛拉”、“昏睡百年国人渐已
醒”、“再唱一段思想起”、“你的生日让
我想起，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如果大
海能够带走全部哀愁”、“背井离乡，人已
受伤”到“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之类的
唱个遍吧？

如果回家，还能再和你们一起诵读，什
么才是我们公共的记忆呢？可有人记得《少
年报》上“献给海迪姐姐的花冠”？《人民
日报》“一只蝴蝶，翩然扑向泥里”？是“黑
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还是“鹅鹅鹅，曲
项向天歌”？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还
是“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是“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还是“造化
钟神秀，精钢不做钩” ——一段段诗歌，
虽然只是灵魂暂时的寄托，却要把携带的记
忆，一样样郑重地铺排开，展开一段美好的
旅程！

“落山风，向海洋，感伤会消逝。接续
你的休止符，再唱一段唐山谣，再唱一段思
想起。” 这阿炳式的独奏，瞬间能召来了天
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旷野恐惧：无论多么凄
厉的声音，都不会在这洪荒里留下痕迹！心
念再定一下，这是坐在美国中部平原四月的
春风里，乍暖还寒，一夕向晚。当你再问自
己何以远离故园；再问自己生命的意义，你
可敢把流离和迁徙，当歌来铭记？

天地如逆旅，一曲小调，对于行人，就
是一团关于火的幻像；日夜相续不绝，家乡
的太阳已经升起，一段歌词，就是一片风帆
远影，不管落在谁的心里，都能让他/她暂时
不孤单。所有歌与诗，都是关于时间的集体
记忆，它什么时候响起来，什么时候就能招
唤老灵魂，随着旋律，为重生而共舞。

All	perm	(straightening)	&	Color,	Clinic
30%	Student	Discount,	
Walk-ins	welcome

Mon	- Sat	:	10	AM	– 9	PM				Sun:		2	PM	– 6	PM
2892	E	3rd	St,	Bloomington,	IN	47401
College	Mall 内, Judy's	Kitchen旁边

Call	for	an	appointment:	812-327-2389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