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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里菲湖回来，吉米没有把南希和陆桑柔径直
送回家。他邀请二位女士到他的餐馆去吃饭。吉米对
南希说：“我打电话给麦克，让他也来。”电话打过
去，麦克恰好要到外面去见一个客户，不能来。于是
就三人到餐馆去。

吉米选了一张方桌，待二位女士先坐下去，他
坐到了陆桑柔对面。一个女招待过来，一边对吉米讨
好地露齿一笑，一边把三份菜谱给分发了。陆桑柔
说：“我也看不懂，吉米，你就帮我选一份吧。我什
么都吃的。”吉米就说，“建议你来份‘四十二街’，
这可是我的当家菜。”南希也不落后，也要吉米为她
点一份。吉米就给她要了“拿破仑”。陆桑柔满怀期
待地等待她的四十二街，待到一盘烤制的面食放在前
面，还是不明就里这盘吃食为什么叫四十二街。她悄
悄问南希：“这怎么叫四十二街？”南希答道：“都
是胡叫的。你看我的拿破仑更好笑。”果然，拿破仑
就是一点玉米粒，一点土豆泥，再加几个虾，几片菠
菜叶。两人可劲笑了一回。吉米问她们笑什么。她们
也不说。

吃饭的时候，陆桑柔觉得吉米老是朝她看，以为
是自己刀叉使用不当，就越发拙笨起来，恨不能有双
筷子来使唤。回到南希家里。南希对陆桑柔说：“吉
米吃饭的时候，一直在端详你呢。”陆桑柔说：“我
跟他坐对面，他抬头不就是在看我吗？”南希说：“他
看的那种神情很特别，看有漠然的，有专著的，有中性
的，有深情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吉米有天打电话来，约大家下个周末到他的
庄园里喝啤酒吃烤猪，特别叮嘱把桑柔一定带来。
南希就顺便说了一句：“桑柔要回中国了。”吉米
惊愕道：“真的？”南希说：“是啊。她的签证要
到期了。”吉米在那头沉吟了好一会，然后问道：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留下来？”南希笑道：“除
非有人娶了她，她就可以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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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陆桑柔跟南希夫妇到吉米的庄园来赴会，

先去参观猪圈，然后去看水牛。回到爬梯凉棚那里，
各自去取啤酒。一共四种啤酒，就像接水一样，推
开水龙头开关，一接就是。陆桑柔接了一杯，刚刚
走开，吉米过来，拍了拍她后背，说：“走，我们过
去，我跟你说件事。”

走到一处角落，吉米对陆桑柔说：“我想让你
留在美国，愿意吗？”陆桑柔迟疑着，说：“当然愿
意，可是……”吉米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嫁
给我吧，我可以让你留下来。”陆桑柔惊愕得张开
嘴，一边说：“啊，怎么可能？”一边移开眼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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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苏珊正好进入她的眼帘。她闪避似的，立刻又
飞快把眼睛转过来，祛生生看着吉米。吉米似乎明白
了她的意思，说：“不用着急，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的。”

吉米说是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真要安排起来，
并不那么容易。伊利不是苏珊的家乡，苏珊虽然跟吉
米不是夫妻，只是同居伙伴，但在苏珊眼里，吉米就
是她在这里唯一的亲人。在美国，虽然流传着18岁就
独立了这种说法，个人的自由和自主一直为社会所推
崇，但好多人其实是很怕独立的。独立不仅仅是一种
精神上的诉求，还得有物质上的保证。比如苏珊，她
只有一份半职工作，收入菲薄，没有房产，一下要被
扫地出门，就可能会立刻沦落到无家可归那群人中。

听到吉米说出的分手决定，苏珊就仿佛听到死刑
判决一样，脚立刻就软了。她泪眼婆娑，无可遏止。
苏珊企图镇静下来，但无济于事，反反复复问吉米的
就是：“Why？Why？ Why……（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跟吉米同居的日子并非一日两日，而是
很多个冬去春来夏走秋至，分手是一个违反这个温馨
过程的荒谬结论。想到这里，苏珊的眼泪一时更如倾
盆雨下。

对苏珊的反应，吉米并不意外，但看到她如此痛
苦悲哀，还是不忍，说道：“非常遗憾，我其实也没
有料到我们会有这一天。但我无法抗拒我对桑柔的感
受，我无法拒绝这个选择。请你原谅我的罪过。”

苏珊抹了一把眼泪，说：“还可以挽回吗？可不
可以改变你的决定。”吉米紧紧抿了一下嘴，说：“恐
怕不行。很对不起。”

苏珊忽然悲愤交加，嚎叫起来：“我没有去处，
我得在这里住下去。”吉米明白这个决定对苏珊是不
公正的，也怀着歉疚的心，准备着答应苏珊可能提出
的要求，哪怕是非分的。他说：“行，那你就继续住
在我们的主卧室里，我跟桑柔住小的一间。直到你愿
意搬出。”

桑柔却是万分的不情愿，这时候，她想到的是
明媒正娶。不错，她是喜欢美国，喜欢伊利，喜欢吉
米。把自己嫁出去，至少从此就堵住了母亲的嘴，让
她不再念叨。但就这么跟一对男女住一起，算哪回
事，好像自己是小妾一样。她开始怀疑吉米的真诚，
怀疑吉米是不是设置了一个圈套，让自己去钻。她跟
南希说了自己的疑窦，南希说：“不会吧。”思忖了
一会，南希也怕万一事情有异，对不起桑柔，就想了
一个万全之策，说：“要不先别跟吉米住一起，等拿
到结婚证，再住过去不迟。”

吉米那天用他的宝马敞篷车带桑柔到高速公路
去兜风，然后又到格里菲湖畔去爬山。在绿荫掩映的
山路上，吉米把桑柔一把拉过来，吻个不停。两人就
犹如火星人遇到地球人一样，对对方充满了好奇，彼
此摩挲者，轻抚着，探索着对方。就在桑柔双手勾着
吉米的脖子，吉米把手伸入桑柔短裙下面，双方交织

一起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干咳声，两人这
才打住。一个人跟一只狗迎面走过来。那
一路两个人几乎是吻过来的，这种如胶似
漆的状态看来很可能就要延续到吉米的家
里。

吉米半是征询，半是命令地说道：
“从今天晚上，我们就住一起吧。”桑柔
很是不舍，却还是记住了南希跟她一起
订下的对策，说：“不，亲爱的，等你娶
了我，再住在一起吧。”吉米猴急一样，
说：“为什么？这都二十一世纪了。中
国听说比美国还开放，你怎么会这样保守
呢？”桑柔并不松口，就如同自己是旧社
会的良家妇女一样，一本正经道：“可是
我家很传统。不让你到中国去用轿子抬我
过来，已经对你很开明了。”吉米长叹一
口气，说：“好，那我们明天就去登记结
婚。”

吉米跟苏珊同居了这么多年，按说吉

短篇小说
米对婚姻这种方式是鄙视和拒绝的，要是谁可以让
他以婚姻的方式来维系彼此的关系，那就说明他对
那个人真的在乎了，真的愿意付出，愿意承担。当
吉米挽着陆桑柔从市政厅走出来，陆桑柔对蓝天白
云、对街旁的绿树甚至街头的行人都充满了感激，
她在心里独白道：“美利坚啊，美利坚，我只是到
这里来玩儿的，你怎么对我如此厚爱，给了我一个
深爱我的男人呢？！”

另一个女人却在同一个时刻受难。幸福和痛苦
就像砝码一样，分装在天平两头，痛苦的砝码都给
苏珊了，而幸福的砝码却被陆桑柔一人所据。苏珊
在吉米和陆桑柔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个早上，躲在那间
还存有吉米体味的主卧里，喝了整整一瓶伏特加。

吉米就这样把陆桑柔娶进了门，小的卧室成了
两人的爱巢。苏珊真的没有搬出去，仍然住在那间
曾经属于她和吉米的主卧里。

3
那天晚上，陆桑柔所感受到的快感是史无前例

的，但就在“啊”一声喊出来的同时，她却猛地咽
了下去。  苏珊就在同一屋檐下这个事实让她不能不
顾忌，她不敢肆无忌惮刺激苏珊。在吉米对她表示
了娶她的愿望之后，她并非没有一点犹豫，她有好
多设问：“吉米娶我是不是只是一种帮忙的方式？
吉米能跟我天长地久吗？吉米是不是个坏人？”这
些问题最后都被一个功利的解答给了结了。“即使最
终被吉米抛弃，也是值得的。我毕竟留在了美国。”
但是，当她再问自己：“让吉米娶了自己，对苏珊
是公平的吗？”这个问题却并不好回答了，她不断
追问，却又不断躲避。最后，她让吉米承担了道德
的拷问，而自己却逃离出来。她为是吉米主动向她
求的婚而感到宽慰，并在这种宽慰里得到解脱。但
就在有了快感的这一个时刻，道德的拷问却也指向
了她。快感不再持续，如潮汐一样悄悄退去。吉米
似乎感受到了某种无趣，问道：“亲爱的，你不舒
服？”陆桑柔赶快言不由衷说道：“没有，我很幸
福。谢谢你。”说罢，双手紧紧把吉米脖颈搂住。           

桑 柔 是 以 女 主 人 的 身 份 住 进 吉 米 的 住 宅 里
来的，但却一点没有女主人的自信。她觉得，女
主人这个标签飘飘忽忽的，老不贴身。她不敢面
对苏珊，每次走出房间，都要深呼吸一下，屏住
气，然后摄手摄脚走出去，就好像是来跟吉米偷
情、怕被女主人发现了一样。有天早上，她走出
门去，当头便碰上了苏珊。她慌乱地打了一个招呼：
“早……上……好！”苏珊双眼射出的是恨意，没有理
睬她。从此以后，陆桑柔越发闭关自守，成天如一
只老鼠一样藏在小房间里，用一个小的镭射播放器
没完没了地看中国电视连续剧。吉米一天工作回来
以后，才是她的幸福时光。她会像一只讨主人欢心
的小狗一样，跟吉米缠绵。

苏珊仍旧住在吉米的房子里，而且还是主卧，
但却并不领情。陆桑柔经常听到她向吉米咆哮。她
听不懂苏珊咆哮的内容，却洞察那些咆哮肯定是很
恶毒很恐怖的。“要是她搬出去就好了。”她一遍
又一遍地祈祷。

叶子转红的时候，陆桑柔怀孕了。她迫不及待
地告诉了吉米，期望吉米会像听到重大喜讯一样欢
呼雀跃，可是吉米只是笑了笑，跟她轻轻拥抱了一
下。这让她觉得扫兴。不过，她随即也跟吉米心神
领会了。这个生命来得太不合时宜，在苏珊的虎视
眈眈下，这个生命能健康成长吗？

吉米跟陆桑柔最后商定，现在不是接纳一个新
生命的时候。秋天的红叶还没有全部坠落，吉米把
陆桑柔带到芝加哥做了人工流产。苏珊搬出去的日
子仍旧遥遥无期，吉米和陆桑柔的婚姻依然没有破
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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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和资讯。之后，他的眼睛一亮，走到门
那里。门后贴的是一张旧报纸。上面是他的
照片，照片下的说明里有珠穆朗玛峰的字
眼。原来，他还是一个登山爱好者，除了经
营这片木屋，还讲授登山技巧。这个夏季，
他就要带几个登山爱好者到珠峰的大本营
去。这不是他第一次到那里了。照片上的他
就是第一次去那里时拍摄的。他跟四个做义
工的医生和护士在大本营帮助到达那里的孩
子们，他承担保卫和协调。我们都不禁多看
了他一眼，他突然有了些英雄的光环。

前不久，我们都读了《在空气稀薄地
带》（Into the thin air），第一次对登山者的
情怀和登山的艰难历程有了了解。鲍勃显然
仔细读过那本书，说了作者的全名，又加了
一句：“读那本书很有意思吧。”那是的，
我好久都没有对一本书投入那种阅读的热情
和专注了。

他从小圆桌上随便捡了一块石头递过
来，要我们掂量一下。那是一块不及手掌大
的黑色石块，沉甸甸的。他说：“这来自天
外。”原来这是一块陨石。他又递过来一
块大点的石头。我仔细一看，上面有贝壳的
痕迹。这是一块记载着远古历史的石头。随
后，他又接二连三递过来木头化石和叶子化
石。然后显摆道：“这些石头都是在我的土
地上捡到的。”妻子问：“那我们捡到怎么
办？”他平静地答道：“每人可以带一块
走。”

他送我们出来，往前山指了指，说半山
腰有条栈道；又往后山一指，说山顶有个小
池塘，可以钓鱼。栈道环山一周，每隔100
码，就有一张木椅。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几
声长长的嘶鸣。他笑道：“啊，这些家伙肚
子饿了。”

他把草料放上一辆小车，示意我们开车
跟着他往山道走。上去不远，就看到不远处
的栅栏里站着几只像小马又像小驴的动物，
还有两只山羊也混迹其间。一起跟随而来的
那只黑狗跟这几只动物亲亲热热地隔着栅栏

学校都有春假，每年我们都跟孩子们一
样，同一时间段里请假。今年春假孩子们都
跟同学们出门去度春假，我和妻子假也请
了，不甘心就呆在家里，那就到附近去走走
吧。琢磨来琢磨去，我把目光放在了本州南
部，把走过的地方筛选掉，看中了那个叫潘
托卡（Patoka）湖的地方。这个湖是印第安纳
第二大湖，面积将近36平方公里。我们曾经多
次从附近走过，却从来没有一睹其风采。到
那里其实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当天来回，
也是可以的；不过，我们想在那里住一夜，
在附近的树林里走走，在湖畔边看看。潘托
卡湖的旅游网页上，列了两处木屋，看描述
都是天花烂醉。次日一早，打电话到叫白燕
麦的那个木屋，接电话的人就是老板，说话
一字一顿，说那里到湖边就几分钟，木屋就
在林子里，周围有栈道。没有再多计议，就
把他推荐的头牌——木城堡订了下来。

阳光轻柔而温馨，这样的天气，即使开
车兜兜风也是很愉快的。路上车辆稀少，我
们的车在蜿蜒于丘陵间的高速上嗖嗖前行，
流畅而平和。一个半时辰的路一点不觉得遥
远，不久，我们就到了白燕麦的办公室前。
风铃在微风里清脆作响，把四周烘托得格外
寂寥。

老板名叫鲍勃，看去也就是五十出头的
样子，穿着白色的衬衣，衬衣的前襟上方缀
有几个字：探索印第安纳南部。讲起话来，
他活脱脱像个演员，讲话字正腔圆，富有感
情色彩。“你们真聪明啊，选择了今天到这
里来度假。多好的天气啊！”当他说“我有一
个好消息要向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以为他要
给我们住房折扣呢。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
是“我已经叫我的员工给你们的住房打扫干
净了，你们一会儿就可以拥有城堡了。”接
下来，他还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他是英国人后裔，所以办公室的墙上布
置了四个板块，分别是北爱尔兰、英格兰、
苏格兰和威尔士。随着他的手指和介绍，我
们扭头看了几面墙上花花绿绿拼凑在一起的

浮生一日在木屋  
聚 在 一 起 。 这 时
候，鲍勃一一深情
地介绍起它们，才
知道狗叫大红。另
外那些都有名号，
跟人名一样。鲍勃
说 ， 他 养 这 些 动
物 ， 是 为 了 孩 子
们。因为这些动物
和山上那个池塘，
孩子们到这里来玩得很开心。

被鲍勃称为城堡的这处木屋就在眼前，
我们随鲍勃走了进去。前面的阳台，一边通
向外面的楼，一边通向里面的生活区。顺着
楼爬上去，最高处有几个垛，站在那里，可
以观望远方。生活区里一楼是厨卫，加上客
厅。二楼有两个卧室。楼道的正面墙上，有
一把宝剑装潢在镜框里。城堡外有一尊武士
的青铜像。这两件物事应该是木屋抵御功能
的重要显示吧。

多年前，鲍勃的祖父母开着一家小餐
馆。一天夜晚，有劫匪闯进门来抢劫，收银
员从柜台里乖乖拿出25美元，祖母听到动静，
从楼上探头来看究竟。劫匪命令她下楼来蹲
在地上，可是她站着不动。祖父生怕劫匪被
激怒，就喊她快下楼。她哭道：“我穿了裙
子，蹲不下来。”劫匪一时无计可施，拿了
那25美元，就走人了。这时，她冲到冰箱那
里，拿出秘密藏在那里的400美元，跟祖父一
起决定，把雇员的工资发了，从此不再开餐
馆。

鲍勃建起这处木城堡，是为了纪念祖父
母。之所以建的是城堡，而不是一个平常的
木屋，就是因了这次抢劫。城堡的塔楼象征
着祖父，故而以祖父的名字名之。住人的这
一半矮一些，象征着祖母，冠以祖母的名
字。在城堡里生息，就不用担惊受怕，日子
就可以太平。

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就龟缩在城堡
里。我们随便煮了面条，吃了，就先去爬对

面那座山。大红一直守护在外面，我们走，
它也起身跟我们走了。它就像是鲍勃专门派
给我们的向导，跟我们涉过山脚下的小涧，
从林间往上爬去。

经过冬天的摧残，树俨然枯死了一样，
往前走去，并不用披荆斩棘，哪里都是路，
踏了厚厚的落叶往上爬去，却也轻松。大红
在前面引路，看我们没有跟上，就停在前
面等着。如此走走停停，没有出汗，没有
喘气，就成功登顶。山顶那边原来是一处宽
阔的草原，我们坐在那里极目远望，发呆打
盹。大红就坐在我们旁边，吐着舌头，跟我
们一起晒太阳。

爬山归来，经过鲍勃的住所，一声招呼
从上方传来，原来是鲍勃。他正跟一个女士
在偌大的阳台上喝啤酒。多美好的日子啊！
在温暖的早春午后。我羡慕起他来，后悔没
有买了啤酒带来。这个感觉泛上心头，到了
我们的城堡后愈发浓烈。那时，我们坐到了
门外的阳台上，任时光悄悄从我们身上滑
走。我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出：“想喝啤酒。”
等妻子答道：“那我们去买吧。”我却又觉得
大费周章，说算了。

这里真的是僻壤，没有手机信号，不能
打电话，也不能上网。我们从二十一世纪回
到了二十世纪。但通电通水，生活倒底不是
十分尴尬。夜晚降临，四下里进入末世的寂
静，所有的声响都退却到远处，我们的城堡
成了一个遗世独立的王国。此刻，除了睡，
跟寂静融为一体，再做什么都不适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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