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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触动了潜藏的尊严之心

精品连载

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

很容易让人想起近几年很火的

英剧《唐顿庄园》，古老的庄园、

失意的贵族、世界大战前维持

最后体面的旧式生活，伴随着

“日不落”三个字随风消逝，令

当年身处上流社会的人们慨叹

长日将尽，华光不再。

略有区别的是，这部令石

黑一雄得到布克奖的小说，是

以庄园管家的口吻叙述的，而

不像唐顿庄园那样在众人的回

眸中打量世事变幻。“英国管

家”是一个标签化的词语，让人

望之便与某些符号不自觉地联

系起来，而这位主人公也不自然

地契合公众的符号化逻辑，无论

谈吐、做派、思路，都始终尽自己

最大努力保持着贵族时代没落

的荣光，“伟大”与“尊严”是他脑

海中每时每刻存在的字眼，他思

索着它们的意义，不断更新诠

释，犹如为字典做出一次次的修

订，不考究到极致决不罢休。

“伟大”与“尊严”究竟是什

么？也许在管家看来，为一位

有道德的绅士全心全意地服

务，倾其忠诚，不虑其他，便是

最好的定义。在马首是瞻四个

字面前，他永远可以进退有据，

任何意外或突发都不能使其失

去理智，这种从容足可以消融

掉一切慌乱、愤慨、悲伤等种种

可以激动人心的情绪，让他的

职业性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程度。因此尽管他所在的庄园

身处世界事务的轴心，他的回

溯却始终以波澜不惊的样态进

行，这足以影响到阅读此书的

人，随之进入沉稳的心境中，对

那种英国式的古板、一丝不苟、

绅士风度感同身受。作为一个

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能写出特

别“英国范儿”的文字，这份功

力不禁令人击节。

然而一切是否真的心如止

水？石黑一雄的高明，是要在

纤毫中仔细体察的。你仿佛在

直视一个人，他衣着得体、谈吐

优雅，犹如一块静立的山石，始

终岿然不动，然而当你留意他

面部的肌肉或者眼神时，总能

在不经意中找到些微异样，或

者是慌乱，或者是犹疑，或者是

躲闪。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一

个不可能脱离诸多血肉联系的

人，爱情、亲情注定要在他的生

活中存在，且不会默默地委居

在角落里，而是要站出来对其

呼喊，与其对质，去寻求一个答

案，即它们到底在其生活中处

在何样的地位，要经受怎样的

对待。

为了“伟大”与“尊严”，主

人公以职业准则作为铠甲，试

图借其逃避给出答案。他将自

己装扮为无情之人，放弃了所

有普通人所应有的情感波澜，

重重地伤害了他的亲人与爱

人。与此同时，这种无视，在看

似饱含职业热肠的虚假理想的

蛊惑下，逐渐从对个体、对自我

的审视，渐及对整个世界的打

量，使他不能理解文明在向前

发展时所应有的价值观，而停

留在自我欺骗式的安慰中，去

维系自己与主人那些浸泡在往

日荣光中的落伍逻辑。其实他

终归是明白，自己毕生追求的

“伟大”与“尊严”，矗立在了一

条错误道路的尽头，且因时光

不再，也难以回头。长日将尽，

初看上去是惋惜韶华，实则带

着无尽的失意。

这或许不只是管家一人的

心绪，对经历过舰旗飘扬、力至

四方的英国而言，面对二战后

势力范围大幅缩水、世界各地

民族独立风潮的涌起，类似的

纠结可能在民众心中具有普遍

性。石黑一雄的小说之所以能

打动他们，恐怕是触动了许多

潜藏的尊严之心吧！

把购物车里的懒人被子图片

分享给老爸，三分钟后他回复：我

也能做。两天后，完工，五斤蓬松

棉的小猪佩奇款，领口跟我脖子严

丝合缝，袖子长短肥瘦合适，隐形

拉链一点都不磨肉。我穿着被子

在床上走秀，老爸戴着老花镜呵呵

笑：“好看，好看。”

只要他做的，我穿着，都是

好看。

我爸的裁缝手艺是在部队自

学的，因我妈手头也利索，怕抢了

她的风头，我爸从不施展。但是，

我妈只给我姐和我老弟做新衣，我

捡我姐的旧衣。六岁那年，我爸扯

了块细条绒折叠好，咔嚓一剪子给

我裁了两件罩衣，灯笼袖，前后片

带褶，穿起来像洋娃娃。

那是我爸第一次给我做衣

服。我妈赌气说我的衣服以后归

我爸管。管就管，我爸不含糊，他

夸下海口绝对比我妈做得漂亮。

又一年腊月，我爸准备放了假

给我做衣服。结果，到了腊月二十

三，他师父的老娘过世，帮了三天

忙，事办清，师父给他一条烟两瓶酒，

我爸不要，帮忙应该的。可师父过意

不去，搬来一包袱办事收的帐子，让

我爸挑，他就挑了一块粉红色的吉祥

如意的缎子，回家给我做棉猴。

第一个反对的是我妈，这块布

给我姐做正好，给我做就得裁下二

十公分。俩人争夺，谁都不让谁。

后来，我妈和我爸“石头剪子布”，

我爸赢了。我妈还不干，我爸就把

我姐和我叫跟前，问谁敢夜里跑胡

同外上厕所？我姐说她敢，我怯怯

说我可不敢。我爸说我胆小，办白

事的东西，孩子用了壮胆。我妈说

我爸就是偏心眼。棉猴缝的盘扣，

邻居哑巴奶奶教的，我爸盘不好，

琢磨了一夜，我半夜醒来，炉火旁

我爸拿烙铁刺溜刺溜熨布条，熨一

条盘一个。我爬起来，凑近他，说：

“爸，你真好，你要是跟我妈离婚，

我跟你。”我爸嘎嘎大笑，干得越发

起劲。

剩下的二十公分布，跟黑条绒

拼接，做了小棉裙。为了协调，腊

月三十，我爸花一块钱给我买了双

革面的红鞋。

那个春节，小伙伴穿上黑的、

蓝的棉猴像小秤砣，我爸偷偷说我

最好看。怎么好看？我的学校是

慈禧行宫旧址，有个红色的木亭

子，开学第一天下雪，别人去操场

玩打雪仗，我怕把衣服弄脏，就立

在大红的栏杆旁，静静地看他们。

有位男老师路过，说我像电视上走

下来的格格，真好看。我爸说这老

师有眼光。

后来我用的东西都由我爸做，

吃饭老滴答饭汤他用毛巾挖个洞

串上松紧带套我脖子上；布头拼的

书包，他做；冬天椅子凉屁股，棉垫

他做；夏天的衬衫和裙子他做……

结婚陪嫁的被褥也是他一针一线

缝的。我爸的针脚细密、匀称，这

跟他当过兵有关，加上是左撇子，

他的活好得别人模仿不了。

我正穿着懒人被在床上走得

嗨，我爸又给我变出一件小猪佩奇

的棉坎肩，做懒人被他特意多买了

点布，他知道我生完孩子，后背遇

冷就发酸。坎肩絮的新棉花，为了

美观，前身棉花薄，后身厚。

我不想穿，坎肩我有毛的，绒

的，皮的，小貂的，我要这干嘛？我

爸说：“什么毛也比不上棉花贴心

暖，穿上。”

恰好老弟抱着侄女回家，瞅着

还剩一块布头，他故意逗：“老爸，

给孙女也做件坎肩呗。”我爸说：

“商场里各式各样的，洋气。”“大俗

即大雅，我们喜欢。做一件呗？”

老爸摘下老花镜，露出羞涩的

笑：“你女儿，你疼；我女儿，我疼。”

嘿，老爸，我的御用裁缝。老爸这

年七十二。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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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春期有两大发

现，一是女性的美，二是好

书的魅力，我眼中的世界和

人生因此而变得美好。这

两大发现意义重大，影响了

终生，我对生命的热爱可以

追溯到前者，我对精神事物

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后者。

【王
原●
大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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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
两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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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岳：“没错。我们在沉管的

封门上装有‘应力感应器’，就是可

以随时反映沉管在水下是不是发

生了变形，确认它是不是始终是安

全的、始终没有漏水或渗水的情况

发生。之后，我们才能做下一个动

作，叫‘绞移’，这就是让沉管在下

沉的过程中，慢慢地靠近上一节已

经固定在海底下的沉管——我们

叫它‘老管’吧。”

“老管”？我说好，明白，这说

法拟人，还挺亲切。

“从什么时候开始让沉管往下

沉呢？”我继续。

小岳：“50 米，一边放，一边让

它往前走，是斜线。”

这就是“绞移”？

“对，这就叫‘绞移’。”

绞移到差不多 0.5 米到 1 米的

位置，沉管就开始实施对接。

对接？终于要进入到关键时

刻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浮运”与“安

装”的第三难？

小岳点头，说，就是，这才是

目的。

真正的沉管要“着床”了。此

时8万吨重的“大家伙”还被安装船

紧紧地拎着，还没有完全被放到事

前已经挖好海槽、铺好了“石褥子”

的“复合基床”上。此时，下一个动

作就要出现，这个动作叫“拉合”。

“拉合”“绞移”“锚缆”“系泊”，

好家伙，这么多术语。说老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我走近了港珠澳大

桥，要拍大桥、写大桥，这些技术名

称恐怕我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也不

需要好好地研究它们。

“这个拉合，”小岳笑笑，“也是

技术的，也有点学术性。”

简单讲：在待放沉管——我们

叫它“新管”吧——的前端顶部，预

先安装了一个装置，叫“拉合千斤

顶”。这个“千斤顶”有一对机器

手，可以伸出去，而上一节已经安

装好的沉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老管”，尾部的顶端也有一个装

置，叫“被动拉合单元”。此时，机

器手伸出去，就是要够这个“被动

拉合单元”。“机器手”一旦够上了，

“拉合”动作也就要开始了。

“整个动作在运行的过程中，

人可以看得到吗？”我问着，心里多

少带上了点紧张。

“还好，”小岳说，“这个动作在运

行的过程中，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摄像镜头，通过电脑屏幕，使

“拉合作业”不仅可视，而且可控。

也就是说，远一点、近一点、高一

点、低一点，指挥者在指挥船上都

能够控制。

因此每一次我们在船上听到

林总最后发话，“好，现在可以进行

拉合作业了”，这个时候，安装就快

要大功告成了。

操作员不断地报告着新、老沉管

的距离和位置：“开始搭上，搭上了！”

同 时 ，还 有 一 个“距 离 传 感

器”，也是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老

管”和“新管”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

态，在往前划的过程中，很像人们

划桨，让船一点一点地靠上去。

啊，举凡惊世骇俗之作，都有

诗情画意般的壮美？！

不错！港珠澳大桥也是如此！

当然，成功了人们才有心思去

赞美；不成功，命悬一线的时候，大

家都紧张得要死！

“新管”“老管”一旦相扣，沉管

安装就算画上了精彩的句号？我

这样想，也这样问，但很快发现，

“不对，还没到时候”。

还有一个环节、一件事，我忘

了：GINA，我把GINA给忘了。

GINA是谁？人，还是设备？

GINA是一位女演员，外国的，

曾经因为成功出演了《巴黎圣母

院》而闻名全球。她的名字，同时

也是一种橡胶止水带，是港珠澳大

桥沉管隧道接头密封防水及安全

的重要屏障。

“对，这件事可不能忘！”

关于这种止水带，按世界最佳

标准选择的，小岳提起时有点不好

意思。我知道为什么。这种止水

带，其外形很像鼻头，或者有人说

更像乳房，这……“乳房”？年轻的

小伙子有点说不出口。

“没事，”我替他说，“我知道这

种止水带的外形很像什么，前面

小，后面大，软软的，很容易被挤

压，所以密封效果特别好。”

小岳像被救命，连连说：“对，

对。就是它，就是它。您看到材料

了吧？”

我说：“对，我看到过。这种止

水带要沿着沉管管节的端面走上

一圈，怎么固定？就是用螺栓把它

牢牢地钉住吗？”

小岳说：“对。GINA本身厚37

厘米，‘新管’和‘老管’对接上之

后，它在中间，要被挤压，最后只有

22厘米，死死地挤住。就是这玩意

儿，非常关键，保证着港珠澳大桥

海底隧道一滴水也不漏。”

“哦——棒！”GINA是个功臣，

大功臣！ （连载32）

天开海岳 ——走近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项目，更是改革开放40年成果的有力见证。作家深入工程内部，从
亲身体验和多方采访出发，记录了这座被国外同行列入“新世界七大
奇迹”工程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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