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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只脚跨上楼梯，于家顾突然犹豫了，

他转身去了河边。二楼的那只狗，可能听到

了脚步声，在他的身后传来低低的叽叽声。

河就在小区的西边，河边的甬道上，走着很

多散步的人，一处开阔地响着音乐，几十个

女人开始了夜间的舞蹈。他站在河边，透过

楼的间隙，寻找着风暖小区6号楼3单元四

楼的窗口。

能住进风暖小区简直是一种唐突或者

意外。于家顾在旗城的一家杂志负责美编

兼一个文艺专栏的编辑。遇到林晓鸟是在

一次朋友和同事的聚会上，同事介绍说，一

个才女，杂志的封二登过她的画，简介和照

片一样。同事又把自己介绍给林晓鸟，两

个人就这么认识了。林晓鸟听说他做美编

兼做随笔栏目，那双小手就在他面前挥动，

有些张扬地把手伸给对方。他不再犹豫，

这时候如果犹豫就是一种不礼貌了。林晓

鸟把几幅画的照片给他，又给他递过来几

篇关于女人与艺术的随笔。他看了，文字

有灵性，虽然觉得欠些什么，可整篇文章还

是有些意味的，况且主编问过他，林晓鸟的

文章怎么样，编了没有？他也就不必苛求

和纠结了。那之后，他又相继编发了林晓

鸟的几篇随笔。

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于家顾先是接

到了林晓鸟的电话，然后在路边见到了林

晓鸟。在旗城牌坊胡同对过的梧桐树下，

林晓鸟手里拿着一把已经有些发锈的钥

匙，她的旁边是一块新建小区的广告牌，灯

光映照下绿草如茵，炫人眼目。林晓鸟穿

了一件翻毛领子的呢大衣，她时而手插在

大衣兜里，时而抬起头看一眼霓虹闪烁的

广告牌，她看见了于家顾穿过牌坊胡同朝

她走来。于家顾想起几天前无意间和林晓

鸟的一次邂逅，那天于家顾刚从一个快餐

小店里出来，手里还掂着半个没吃完的烧

饼，他没有想到会遇到林晓鸟。从他到杂

志社，林晓鸟已经几次在他主持的栏目上

发稿，而且她的水彩画、外出采风的摄影作

品分别登在封二或者内插彩页上。这就是

说两个人已经很熟了，那种由不得不熟的

熟。这次碰见两个人都有些尴尬，于家顾

赶忙把半个烧饼朝身后放，放到背后，而且

打算打一个马虎眼，不和林晓鸟打招呼。

林晓鸟却朝他喊起来，于家顾，于老师——

他停下来，把半个烧饼的袋子塞进了衣兜，

衣兜里鼓囊起来。就是这一次，林晓鸟竟

然要跟他去看看他的住处，他租住的房

子。林晓鸟那一刻的心情很复杂，她知道

这一片是老城区，是廉价的地方，租出的房

子都是在老房子上又架了一层的简易房。

林晓鸟下决心去看看这个编自己稿子，对

稿子往往有自己见解的于家顾到底是怎样

的一种生活状态。于家顾的心情也复杂，

他不想让林晓鸟上去，他听说过林晓鸟的

优越，她的娘家、她的婆家、她现时的状

态。他想阻住她的想法，想说我还要出去

办事，可明明自己是在往回走。他在心里

笑笑，有什么？我就是这么坦荡，一个人的

状态是真实的，我为什么不真实？我又不

向谁乞讨，我挺自在，我过我喜欢的生活。

林晓鸟到底上去了，于家顾先是在前，拐过

一个弯又一个弯，推开一扇旧式的铁门，从

墙角的一个小楼道上了二楼，又顺着楼道

拐一个小弯上了三楼。林晓鸟看到了他的

捉襟见肘，什么神气的编辑呀，原来住着

那么龌龊的一个地方：一张床、一张桌子，

来了人只能在床边将就，最奢侈的可能就

是床边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林晓鸟没

有多看，不想再看下去，匆匆地告辞了，

说，好，我还有事，知道我们的大编辑住哪

儿就行了，将来来给大编辑送礼不至于走

错地方。下了楼，林晓鸟又回过头，看了

看胡同，看了看楼下的一个游戏厅、一个

发廊。这发廊没准也是于家顾光顾的地方

吧，至少，在楼上他可以观察到发廊的生

活。她回过头，看见了于家顾在朝她挥手，

他挥手的后边是流泻而出的许巍的《方向》

《蓝莲花》。一种恻隐就是这一刻冒上来，

让她有些难受。

于家顾不大情愿地接过那把钥匙。他

回忆不起来那把钥匙他究竟怎么握到了手

里、交接时他都说了什么，自己像是有一点

语无伦次。因为这种结果他没有想到，有一

种意外，唐突、恩赐、怜悯……不，不能亵渎，

世界上最没良心的事情就是对好心的亵渎、

对好心人的猜度，不能，那不公平、不地道。

所以他接钥匙时是彷徨的、恭敬的、诚惶诚

恐的、感激的、受宠若惊的。太突然的好事

就这样降临了，不容拒绝。林晓鸟当时说了

什么，她含糊或很清晰地往一边指了指，手

指的方向是一个小区，头顶的广告仿佛特别

地闪了一下。林晓鸟说，那儿有我们的一个

房子，这老房子几年不住了，有时我偶然过

去，不过很多东西都还在那儿，暂时不拿，想

拿的时候再说，这钥匙给你，你自己打开门，

自己打扫，自己住进去。于家顾吃惊地看着

林晓鸟，你，你说什么？林晓鸟加重了语气，

说，我，我把这房子交你保管了，你可要管好

噢，好好收拾了。我可能要去我父亲那儿住

一段时间，最少两个月，也可能半年，我父亲

在西都，他有一个文化公司。林晓鸟对他交

代着，话绵绵的像一个姐姐。那一刻他是愣

怔的，忘了怎么接过了那把钥匙，愣怔过来

时林晓鸟已经走了。灯光下是来来往往的

车辆，脚下落下更多的落叶，牌坊街小吃摊

上的灯光晃动着。等按照地方找到房子，看

到铺满了灰尘的房间，他才想起得问清一件

事，他记得林晓鸟回答了，林晓鸟说，你就

住，你保管好，看好，其他暂时不说。

暂时？

林晓鸟两个月就回来了，在见林晓鸟之

前他去房屋中介公司打听了，按照中介说的

租价略低地准备了房费，装在一个信封里，

在为林晓鸟接风洗尘或者感谢的晚宴上他

递过去，说，一点意思，我必须得表示的，这

样我住着心安。林晓鸟挡了回来，林晓鸟再

次挡住他的手，说，以后再说，好吧。

其实，两个月也是不确切的。林晓鸟来

过四楼：那一次于家顾回文城，从文城回来，

远远地朝楼上倏然一望，发现窗口的灯竟然

亮着。他努力辩认是不是他住的地方，确定

之后于家顾的心提起来，他迅速地穿过甬

道，回到楼院，再看看楼上的灯光，房间的灯

灭了一盏。他有些害怕，如果、万一……他

怎么向林晓鸟交代？就在他犹疑着该采取

怎样的方式时，房间的灯光又灭了一个，整

个房子暗下来。听见了门响，接着是高跟鞋

踏在楼梯间的脚步声。他朝外走了走，观察

着楼道的动静，甚至做好了拍照、搏斗的准

备，如果真的可疑！于家顾听见了二楼的狗

叫声，那个和自己已经成为熟人或者朋友的

狗低低地叫了几声，叫声在楼道间嗡嗡地回

旋。于家顾躲到一棵梧桐树下，看见的竟然

是林晓鸟。

于家顾在梧桐树下坐了很久。他数过，

窗前的这棵梧桐树正好和五楼的窗口齐平，

每天清早会落上很多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

个不停。他有些迷糊，算算，林晓鸟出去还

不到两个月吧？其实类似今天这样的情况

已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搬过来几天

后，林晓鸟忽然来了，在屋里到处打量。尔

后指尖在窗台、柜顶上摸，眼光盯着地面。

于家顾躲着她的挑剔，赶忙准备了抹布，又

掂起拖把……第二次是那个小收音机，于家

顾在一次打扫卫生时，在一个小桌角发现

的，脏得不成样子，房间里没有电视，他就擦

干净收拾了拿出来听。几天后，于家顾竟然

发现收音机又放回了原地儿。后来林晓鸟

曾经旁敲侧击，说，我的东西放在哪儿都是

有记忆的。

二

于家顾喜欢上了二楼的那只狗，每次路

过二楼时他总不自觉地把脚步放慢，他一直

想看到那只狗，说不定有一天他会真和狗交

上朋友。不是有专门雇人遛狗的吗？那样

的生活其实不错，他曾经想过做一个遛狗的

人，牵一条狗，悠闲地走在路边，走在霓虹灯

亮起的城市，欣赏夜色里的湖水。可二楼的

防盗门同样锁得很紧，他至多可以听见狗低

低的叫声，听见狗在屋子里抖着链子。他又

觉得狗可怜，不如乡野的狗，它们拥有太多

的自由，辽阔天地，可以在旷野里恋爱。他

在二楼门口朝屋里听过，他想象着狗的模

样，一条黄颜色的狗，耳朵竖得很有气势。

他见过二楼的女人遛它，好像叫它什么“黄

世仁”。那一次他又守在草地，通过小区的

缝隙往楼上看，他想起一次他忘了一篇急需

签发的稿子，还有拷好了几篇稿子的U盘。

他打的回家，不，是回住的地方。他一直不

把住的地方叫家，每一次和朋友和同事分

手时，他们说回家啊，他都要拧过来一句，

哦，是住的地方。同事中说话比较嗲的一

个女孩子也是在城里租的房，说，于老师，

四海为家，落脚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叫家

了。他摇摇头。女孩又说，临时的家行

吧？行行行，就临时的家吧。好，我们回

家，临时的家。

那一次回家，二楼的狗多叫了几声，还

有二楼的女人在和她的“黄世仁”摆手。二

楼女人本来要锁门走人了，看见他突然一

愣。他被女人叫住了，诶，你看看我的狗帅

不帅？他扭回头继续往楼上走，狗又低低地

叫了几声。二楼女人说，你看看嘛！他往下

退了两步，门开着，看见“黄世仁”用仁义的

眼光看他，有话要说的样子。二楼女人把他

拽到了屋里，啪，把带上的门朝里边关上。

一阵脚步声从楼上下来。林晓鸟又一次来

了，他知道了女人的意思。脚步声远了，女

人才把门打开。他知道林晓鸟有钥匙，但他

不想林晓鸟这样做，起码在过来时能先给他

打个招呼。进了房间后他坐在椅子上，好长

时间脑子里都是空白的，他竟然又去了二

楼，养狗的女人已经走了，他独自站在门前，

听见狗在房间里走动。

二楼女人在河边看见过他，那一次，他

仰头的样子让二楼女人打了愣怔，狗像遇见

熟人一样轻叫了两声，扯着链子往于家顾那

儿去，二楼女人想绕都不可能了，她只能顺

从了狗。二楼女人看见于家顾脸朝着风暖

小区，禁不住也朝穿过楼缝的地方看过去，

她住的地方模糊，勉强能看见楼窗外的空调

主机。她心里咯噔一声，这小伙子这个房租

得，做贼一样，从她的心底就有了一种怜

悯。小伙子倚在一棵花树上，花树还在开放

着，大朵的棉花样的花絮，花树和茸茸的草

地旁是扑棱的荆条丛，目光穿过荆条丛看见

另一个遛狗的女人正牵着一只小京巴。她

想躲过去，想找个角度观察一下于家顾，狗

又叫了两声，扯到了于家顾的跟前。二楼女

人努力地把一个笑容张扬到两颊，在张扬到

两颊时先从嘴角开始，鼻子耸动，鼻梁骨生

动起来。于家顾看见了她和狗，“黄世仁”已

经围着他亲热起来，仰着一双小眼，还殷勤

地摆着尾巴，真和于家顾有缘分的一副派

头。二楼女人扯扯链子，铜质的链子在降落

的夜色里泛出一条细光，女人使劲扯着狗，

扭过头，说，兄弟，你怎么了，你有事吗？于

家顾摇摇头。

真的没事吗？兄弟。

没有，没，没有。

二楼女人犹豫了一下，其实，兄弟，有些

事我能看出来，你是租她的房子吗？

哦，哦，是，哦，不，不是，只是住，借住。

噢，那我明白了。

我走了，大姐你回家么？

你先站住。二楼女人不知道自己怎么

一样子说出了这句话。

大姐，哦，那天我谢谢你。

不，不是这意思。我，我只是想和你说

说话，你看，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邻居是吧，你

看连我们家的狗狗都认你做朋友了。

朋友！他一低头，狗正用一双友善的眼

看他，他心里掠过一股暖意。

他想起一个夜晚，一个失眠的深夜，他

下楼，伏在门上，想看看狗。可是，防盗门挡

住了视线。从大街上回来他又一次靠近防

盗门，猫眼里一片模糊，就在他要转身走时

听见了响动，慢慢地听出来是爪子在金属

上抓，让心都跟着痒起来。他站着，竟然

听见猫眼打开了，一种喘息从猫眼里传递

出来……此后，他和狗又有过这样的交流。

和我一块儿去遛遛狗吧。

二楼女人已经把链子往他的手里送。

河边散步的人多起来，旗城的夜晚真正

降临了，数不清的灯光透出暖色，于家顾感

受到霓虹的暖气。也许这就是城市的魅力，

在夜色中才显得又朦胧又耐看。一片空旷

处，每天固定跳夜舞的女人又在乐声中舞

蹈。二楼女人停下，于家顾跟着停下。看了

一曲，二楼女人往前走，狗扯着跟着她，于家

顾牢牢地拽着狗。

终于，二楼女人说，有的情是不能欠的。

于家顾没有说话。伴舞的乐声还在夜

色里弥漫，似乎在夜色里更加张扬。

绕过一个弯，走上了回家的路，从小区

的另一个口进了小区，二楼女人先打开门，

要和“黄世仁”说再见了。狗又该进入夜间

的孤独，和他一样，要熬一个长夜。他看见

狗失落的神态，心头飘过一层感觉。没事

吧？女人问。于家顾摇摇头，没事。女人

说，有事，你可以说，一个男人不要憋在心

里，也许我能帮你。谢谢！他朝楼上走。狗

又低低地叫了两声，接着是高跟鞋声，遥控

器提前打开了车门。

都沉在了夜幕里。

他急切地打开窗户，看见车尾灯晃出

甬道。

三

妻子忽然说，不走了。

不走了？

不走了。妻子转过身看看儿子，儿子在

玩他的电脑。你看看天，再看看孩子，你还

愿意撵我们走吗？妻子的目光里含电，直射

着他。他想拽住妻子，他抑制着。良久，他

去摸妻子的脸，摸妻子的头发，还是当年披

散拉直的长发。他说，要不，我给你们安排

个地方吧。安排个地方？妻子奇怪地看着

他。对，去外边。他已在做着出去的准备。

不！妻子的口气很倔。听我的。为什么？

妻子的目光里含满了幽怨，不解地看他。

他想说，不是，原谅我，这是别人的家，

我不想我们都住在别人的家里。他到底没

有说出来，妻子已悄然抱了过来，而且眼里

充满了渴望，他心里却恐慌起来，掠过心头

的是一层不安，他甚至听着门外的动静，害

怕可能出现的开门声。后来他想不会的！

不会的！大风吹草动了，小心眼了，人家对

自己大方，对自己有恩的。妻子看出了他的

犹豫，攥住他的手，他手里有一层虚汗，腻腻

的。妻子仰起头有些心疼地说，家顾，你在

旗城受苦了，你看你天天也吃不成现成的

饭，像你说的，什么流浪食客，你还写成了文

章，那篇文章让我们一家人都看了心疼。

我，我当初真不该同意你出来，同意你来旗

城，你看你都瘦了。妻子摸他的脸，泪从鼻

翼滑下来，汩汩地似两条溪流，含着泪问他，

你是不是受了委屈？没有。你没有，真没有

委屈或者惊吓？于家顾摇摇头，对妻子说，

我只是觉得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和孩子，我

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我太自私了，只为了

追求我的什么自由、我的喜好。别说了，家

顾。妻子拽住了他的手，妻子的小手让他觉

得暖暖的，把他的心一点一点化开。

不，我不能经常回家，也在旗城给不了

你们一个房住，哪怕是大大咧咧地给你们租

一个，我对不起你、你们。

于家顾，我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挺好

啊。我要你心里高兴，人这一辈子就是活个

心里高兴，顺从自己的心愿，这就是我当初

没有阻拦你放弃工作的理由。他擦着妻子

的脸，想说，谢谢。可他没有，那话对妻子有

一种亵渎。

窗外传来了风声。

家顾，如果不合适，我和孩子出去住吧，

或者我们三口都出去住一夜，一起出去吧。

妻子看着他，仰着脸，脸上还挂着泪。

不！他的话忽然很坚决。人家把房让

咱住，还在乎你们在这儿住一夜吗？

合适吗？

没事！

夜就那样深了。

四

于家顾收到林晓鸟的一条短信：你带女

人了？于家顾的手机差一点落在地上。此

刻，他坐在河边的草地上，身后是风吹动的

的涟漪，他不知道该不该回、该怎样回。他

想听到狗的声音，想看到那只叫“黄世仁”的

狗，看到那条金黄的链子，想再拉住“黄世

仁”去遛，遛得远远的，和“黄世仁”浪迹天

涯。自己拥有一条狗多好。

他回了，果断地回：爱人和儿子。

对方也许在犹豫，他把手机扔在草地

上，等待着它的震动、它的灯闪，那种鸟鸣音

的信息铃声。终于来了，是一串省略号。他

朝草地躺过去，大概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个时

辰，黄昏的灯光覆盖了他的身体，包裹了这

个城市，风在慢条斯理地吹动。他缩在狐疑

里，她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是二楼女人？

他摇摇头，绝对不是，他相信二楼女人，不知

为什么，他相信。他忽然想到一个人，门口

看门的那个女人，林晓鸟每次见她都喊她阿

姨。他犹豫了一下，推开看门女人的门，说，

我，我把手机丢了，我，我想求你一件事，我，

我找林晓鸟有事，我忘了她的号，在手机上

查惯了，你，能把她的号码给我吗？

他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第二天中午前，他接到林晓鸟的电话，

说，于家顾你手机又找到了？哦，我忘在单

位了，刚，刚找到。

那，好吧。电话挂了。

他知道了，原来有些事是有传话筒的，

而这传话筒是有意的，他打了个颤。

他又在草地上看到了二楼女人，他已经

在河边有意无意地等了她几天，或者说他想

最后再看一眼狗，被二楼女人叫“黄世仁”的

狗。他甚至想对她说“黄世仁”这名字不好，

它和你不是地主和雇农的关系，这条狗没有

剥削，你也没有欠它的债，狗不会这么想，相

互之间是平等的，改了吧，把名字改了吧，叫

它黄仁，叫他朋友都可以，也许你没有那样

想，只是不要那样叫了，好吗？他身后还是

那棵花树，穿过楼的缝隙他看见了那座楼，

风暖小区6号楼。他现在开始有点留恋，他

看见了挂在窗外的几个空调的主机；谁家还

晾在窗外的衣裳，红色的，像一件吉祥的旗

在半空飘舞。他忽然觉得，对一个人是要感

谢的，感谢帮助过你的人，就像河流，是滋润

过你的，河流的滋润才是主流，一个人这一

生能遇到多少人啊……

不经意间，二楼女人站到了他的对面，

手里没有牵狗，这让他有点失望。他朝四处

瞅，试图找到那条被叫作“黄世仁”的狗。二

楼女人朝他笑笑，尔后，说，我知道你会守在

这儿。笑还在脸上，自然且优雅。女人从手

心里慢慢展开一件东西，像魔术师，在夜色

里，在霓虹的灯光里，先是一根长长的彩色

的绳子，红色的，细细的，从手心里弹开，渐

渐地曲线地舒展，像一只鸟儿的翅膀，在夜

色里开屏，慢慢地开屏，亮到最后是一件小

的金属物体，在夜光里闪烁，晶莹剔透。于

家顾看见，那是一把钥匙，在朦胧的霓虹里

像闪光的宝石。拿着吧，兄弟，我会让你放

心住，有你的自由。二楼女人又从兜里往外

掏出一张纸片，这是地址，你自己去找，什么

都不要说，兄弟，我理解，理解你……

他摇摇头，摇摇头说，我要走了！

走？女人有些失望或失落地站着，长长

的钥匙还悠在半空。她的手指在夜色里干

净、白皙，似一双女神的手。

真的，我要走了，谢谢你，谢谢，姐！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一声“姐”脱口

而出。钥匙挂在树杈上，那棵花树，在风

中晃悠……

五

几年后，于家顾随外地一个开发商悄

然来到旗城。开发商接受于家顾的建议，

首先盘下了风暖小区，拆迁重建一个新型、

环保、时尚的新住宅小区。在赔偿过程中，

林晓鸟很顺利地拿到了多出原来将近一倍

面积的赔偿房合同。于家顾始终没有露

面，老板不明白为什么，说我理解你，答应

你，可你也该让对方知道么。他摇摇头，只

是在整个拆迁快结束时给二楼女人发了一

条短信：那条狗，还好吧？二楼女人很快回

了：于家顾你在哪里，姐想见你。他又去了

河边的草地。

风暖小区6号楼3单元四楼，他在心里

无数次地背过。他最近在看一本书，那本书

告诉他迁徙的价值，让他越来越义无反顾，

无悔自己当初的选择，那些在路上给过你帮

助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你的贵人，曾经有过的

芥蒂不过是沧海桑田中的一粒尘埃，尘埃落

定剩下的都是温暖。还有，他对老板说，将

来这套房要多送一套家具，按我们最高的奖

励标准。他没有对老板解释，或许这算不了

什么，也不是感恩或者回报的最佳方式。只

是他对自己说：人一定要记住感恩！他无数

次地想过一个问题，感谢一个人，究竟该采

取怎样的方式？那么，暂且就这样吧，我们

还有更多的选择。

楼还在，他似乎又听见了狗低低的

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