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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情的发生有些突兀。

休息天上午，我正在家里写文章。认识我

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写作者，虽然梦想看起来有

些遥远，但成功和失败，不就是一词之差吗？

对门的那对年轻夫妇，又开始吵架了。

男人在喊，你说，到底是哪个野男人！女人

也在喊，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没有没有没

有，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当初为什么死皮

赖脸地求我，让我嫁给你呢！门关着，一开

始的动静，还不是很大。后来对面的门被打

开了，声音一下子大了许多。女人说，我们

离婚！男人说，离婚？你想得美，想让我成

全你和那个野男人啊，我偏不离！伴随东西

的倒地声，长长的哭嚎声，还有摔打声，最

后，是女人惶恐的惊叫声。

我的心头猛地一紧，现实看来比我的小

说还要一触即发。我被惊扰得已经无法再继

续我的写作了，那个男人显然已经动了手，女

人的惊叫声像支箭似地射中了我的大脑。接

下去，是不是将会发生更为跌宕起伏的情节呢？

事实上，我听到了男人的一记惨叫声，

来自楼下的小花园，而我们住的是3楼。男

人不会从3楼摔下去了吧？哪怕不是3楼，

摔下去这事，都是不得了的啊！

刚想到这，我的门迅速地被重重砸响了！

是女人的声音，救命！救命！快点救命啊！

女人似乎明白无误地知道我在家。她

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哭喊，求你了，快点开开

门，快点救命啊！

似乎，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只能

起身，刚要开门，忽然又犹豫了下。我还穿着

一身睡衣。从昨晚上床睡觉，到今天早上起

床，我一直穿着睡衣，软绵绵、舒舒服服的睡

衣，能让我的写作灵感进一步迸发出来。

隔着一扇门，女人的哭喊声更急迫地钻

进我的耳膜。我无法再犹豫下去。打开门，

女人披头散发红肿着眼地站在门外，令人惊

诧的是，女人穿着的也是一身睡衣。当然，

这种状况下的女人，早已不在意这些了。女

人急急忙忙地说，快，我，我老公从窗口掉楼

下去了，请你赶紧跟我一起下楼吧。

这个女人，和她的那个男人，我其实都

不熟悉。就打过几回照面而已，女人见我，

会微笑点头，而那个男人，每次看向我的眼

神，总带着敌意。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们下楼的速度很快，女人穿着一双运动

鞋，配上那一身睡衣，有那么几分不伦不类。而

我，穿着一双拖鞋，拖鞋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敲

击在楼梯的每一个台阶上，也敲击在我的心头。

一楼，窗口下端的灌木丛中，早已站满

了围观的人。那个男人显然是掉到了里面，

围着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和这个女

人走下楼，刚想说请他们让开下，人群像是

早就排练过的一样，马上让出了一条宽窄恰

如其分的通道。

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你看哦，这个男人可真够倒霉的，明明

是回去捉奸，却被这对狗男女推下了楼……

是啊，你看这对狗男女，竟然还敢穿着

睡衣睡裤下楼，真是够嚣张，也够不知廉耻

的。世风日下啊……

那些投向我的鄙夷的目光，我想向他们

解释，你们误会了。但，这一刻，我又不知道该

怎么解释，因为我和那个女人，确实是穿着睡

衣睡裤。我想说，这是巧合，可是他们能信吗？

所幸，我和女人走过去时，男人躺在灌木

丛中，看他的表情似乎没大碍，只是腿好像动

不了了。但男人高昂着头，表示他还是清醒的，

还有他眼睛里对我的敌意更强烈了。很奇怪，

迎着男人的眼神，我居然有些不敢直视。这

是做贼心虚吗？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硬着头皮，我不得不走上前去，我说，你怎么

样？腿能动吗？身上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吗？

男人探照灯般的眼神审视着我，却没有

回答我的问题。

女人显然是在庆幸，或者说是在祷告。

这三楼的楼层不算很高。女人的脸上写满

了愧意，似乎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女人嘴里

不停地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二

一会儿，救护车开进了小区，警车也开

进了小区。

救护车带走了受伤的男人。警车带走

了我和女人，我本不愿去，这事和我有什么

关系，我是被叫下来帮忙的，为什么要去派

出所呢？还有，我去了不是更说不清了吗？

我抬起头，眼前站满了看笑话一样的居民

们，他们都似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对着身旁一高一矮两个警官，我说，我

不去派出所，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高警官年轻，想说什么，被矮警官拦住

了。矮警官比高警官年长不少，也沉稳许多。

矮警官脸上带着笑，说，请你去派出所不为别

的，这不，我们也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而已。

女人也说，大哥，麻烦你一起去趟派出

所，也算为我作个证吧。

女人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心头一软。我其

实还是想拒绝的，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派出所的一个小房间里，还是那两个警

官。一张桌子前，他们坐一面，我坐他们对

面。高警官在桌子上摊开了一个记录本，手

上是支打开的笔。

我的眼前摆了一杯水，应该是温水，有

几缕水汽在那晃来晃去。

高警官开门见山，说，说说吧，刘洪亮，

你是什么时候去赵云家的？

刘洪亮我是的名字。也是到这时，我才

知道，男人叫赵云，那个女人叫李冰。赵云，

这个名字好熟悉啊，对了，三国时追随刘备

的五虎上将之一。那个爱打女人，又从楼上

摔下去的男人竟然也叫赵云，大将军难道是

用来打女人的吗？男人无疑辱没了这个名

字。我停顿半晌，说，我没去过他们家啊。

高警官冷笑，说，你没去他们家，这倒是

好玩了，那你又是怎么出现在他们家的呢？

我淡淡地说，我真没去他们家，你们真

是误会了。

高警官拍了桌子，说，既然你没去他们

家，行！那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被赵云发

现的，又是怎么一起把赵云推下楼的。我最

恨你们这种人，敢做为什么就不敢认呢！

高警官的声音高亢，带着无比的不满。

像掉下楼的男人，不是赵云，而是他。

我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位警官，发觉我

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甚至都想投诉

他了，哪有警察说这样的话的！

一时冷场。

矮警官一直冷眼旁观着这一幕。

矮警官轻轻咳嗽了下。高警官原本瞪

着我的眼，慢慢就低了下来，他的眼神，看向

了记录本，和手中的笔。那支长长的笔还在

手上极不严肃地转了几圈。

矮警官说，那你能说说，今天发生的事

儿吗？我说，可以。

我看了眼憋着怒意的高警官，和不显山

不露水的矮警官，把早上发生的事儿，原原

本本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包括我是他们

的对面邻居，我在家里写文章，听到他们的

吵架声，又听到赵云打李冰的声音，还有听

到赵云掉下了楼，李冰敲我的门，央求我一

起下楼帮忙……

陈述完了。矮警官说，就这些吗？

我说，是的。

矮警官看了我一眼，说，行，那你先坐会儿。

矮警官起身，拍拍高警官的肩。高警官

顺势也起身，他们向门外走去。

大概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喝完了桌上

的水，想要去卫生间。其实我已经憋了一

会儿，进派出所的时候，就有点反应了。我

刚起身，门突然打开，吓了我一跳，门口站着

高警官矮警官。我说，我去卫生间。高警官

挡在我面前，没让开。矮警官说，你一直向

前走到底，左手拐弯就是卫生间。高警官一

让开，我匆匆地去卫生间。

回到小房间，矮警官说，刘洪亮，是这

样，我们和赵云、李冰也都了解过情况，你确

实是他们的对门邻居。

我的腰板坐正了一些。

矮警官说，另外，你和赵云，还有李冰，

你们并不认识，对吗？

是的。我的底气更足。

我说话的时候，矮警官一直在看着我的

眼睛。还有高警官，我很纳闷，是不是以前

得罪过这位高警官，他看我的眼神，总有几

分敌意。这让我很不舒服。

矮警官已经起身，说，刘先生，谢谢你的

配合，事情的前后，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

我的称呼，从刘洪亮变成了刘先生。真相看

来已经大白了。

我看了眼还站在那里的高警官，冷冷的

表情，我还是高兴不起来。

矮警官开车送我和李冰回的小区。车

上，我听到说，赵云的腿没大碍，过两三天就

可以回家了。

警车停在了小区楼下。

李冰下了车，先上楼了。我刚走两步。

矮警官忽然叫住我，说，刘先生，能聊两句吗？

我停住脚步，转过脸。

矮警官说，我那个年轻同事，你多担待

些，他昨天刚失恋，和相恋多年的女朋友眼

瞅着要结婚了，却被另一个男人横刀夺爱。

他现在眼里的每一个有夺爱嫌疑的男人，都

成了拐走他女朋友的那个男人。

我说，我理解。我朝矮警官点了下头。

三

晚上，老婆李梅下班到家时，我已烧好

一桌香喷喷的菜。

直至李梅擦干手。我都静静地坐在椅

子前，看李梅忙这忙那。李梅显然也注意到

了一动不动的我。

李梅说，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看着李梅的表情，她越表现得这么温顺

和善，越说明她内心的不平静。像暴风雨来临

之前，一切都会是超乎寻常的平静。她一定知

道今天的事，李梅的姑姑，和我们住一个小区。

这么大的事，李梅的姑姑没理由不告诉李梅。

但是，我失望了。李梅的脸上是茫然

的，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疑问，似在问我，到

底是怎么了？

这事，由别人说，还不如我说。

李梅的面色很平静，像在听别人的故事。

李梅拿起了筷子，筷子伸出去，刚搛起

一块糖醋排骨，还没来得及塞进嘴巴里，又

放下了。

李梅看着我，说，你确定，你们真的是没

问题？我愣了愣，我的表情应该是无比坚定

的。我说，当然。

李梅说，你刚才说，你在家里喜欢穿睡衣

睡裤？我以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看着李梅，说，

是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李梅笑了一下，说，哦。李梅的笑，比哭

还难看。我心头猛地一沉。该来的是不是

就要来了。

李梅已经完全放下了碗筷，说，你刚才说，

你认识对门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哦叫李冰。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了，说，对门的那个

女人，我说我不认识，我怎么可能认识她呢？

说话的当口，门被敲响了。

李梅离门口近，却不动，看着我。我只

好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对门的那个叫

李冰的女人。

李冰说，大哥……

我回过头，李梅正起身，朝房间走去。

我的心头已像千军万马杀伐过，乱作一

团了。我看着这个叫李冰的女人，说，你有

什么事吗？李冰说，大哥，今天谢谢你。

李冰走了后，我关上门，走向卧室。门

被反锁了。我叫了一声，李梅。李梅没出

声。我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任何反应。

我苦笑着摇头。

四

门被重重敲响，是在周末的大清早，我从

美梦中被吵醒，我梦见自己到了一处世外桃

源，那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别提多美丽了。

这完全是我身处钢筋水泥、车水马龙般的城市

所感受不到了。我还似乎闻到了空气中的那

一抹芳香，在我刚要深深地去闻上一会儿时，

突然就被那如雷般的敲门声所吵醒了！

谁呀？

我嘀咕着，从客卧的床上爬起来，匆匆穿

上了衣裤。隔了这么多天，李梅还没从那次风

波中原谅我，她说，你一个写小说的，平时编瞎

话编惯了，事实就摆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让我是

信那么多人眼前看到的，还是你一个人嘴巴里

说道的呢？嘚！我没辙了，不过我相信时间是

会证明我是无辜的，李梅一定会原谅我的。

门打开，迎来的是对门男人的那张怒气

冲冲似要立即砍我杀我的脸，我心头一咯

噔，赶紧要把门关上，却已经是来不及。对

门男人狠狠地顶住门，我用力往外推，两个

人僵持了好一会儿。

让他进来吧，你既然说你们没什么问

题，又何必怕呢？

李梅的这个声音一出，我就知道，这个

门我是关不上了，也没必要再关了。

对，我记得这个高昂着头的男人叫赵

云。赵云昂首挺胸阔步地走进了我家的客

厅，还坐在了靠窗的沙发上，软绵绵的沙发，

赵云一坐下就像被陷了进去，两条腿有点倒

伏着使不出力让自己坐起来。

这也是日常，我受李梅的软塌塌感受最

多的体会。

李梅没有坐下，自然我也笔直地站立

着。我的神情，说不上紧张还是轻松，总之

心头是忐忑的。为什么忐忑呢？你说一个

男人和一个女人穿着睡衣一起走到楼下，去

看那个女人从楼上摔下来的男人，这个事情

你说没有点故事在里面，谁又能相信呢？哪

怕是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没有什么的。

李梅说，说吧，说说你来的目的。

李梅一副成竹在胸气定神闲的样子，倒

让这个叫赵云的男人不知怎么开口了，他似

乎是停顿了一下，说，事情你大致应该也了

解了，你们家男人和我们家女人……

李梅打断了赵云的话，冷笑着说，我们

家男人，和你们家女人，是怎么了？我倒还

真不是很了解，要么，你给我说说？

李梅轻蔑的表情，盯视赵云。

尽管如此，赵云还是坚持地在诱导说，

你不觉得很有问题吗？一个穿着睡衣的男

人和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他们同时堂而皇

之地下楼，去看那个女人从三楼掉下去的丈

夫，他们第一时间，并不是避讳地去换衣服，

而是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李梅说，那你又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俩

是有问题呢？难道说穿着睡衣的男男女女都

有问题？那我倒要请问了，马路上那么多撞

衫的男男女女们，他们也都有问题吗？……

又说，要么，我们报警？反正上次警察

也不是没来过。如果真有问题，他们俩也是

不可能回来的。

李梅的表情冷冷的。

赵云似乎已经没什么可以再说下去的必

要了，这也是让我不得不佩服李梅的地方。

赵云起身，就打开了门，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我还没来得及往卧室的方向

而去，就听见李梅的几乎一声吼，刘洪亮！

我迈出去的腿，瞬时就像是被砸断般地，

“啪”地一声摔倒在木地板上。李梅冷着脸，

冷冷地说，再给你个机会，还有什么需要补

充和我说的吗？

五

以上发生的这个事情，我把它写成了一

个短篇小说。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给了一

家省内的文学期刊。

几天后，很意外地接到了编辑的电话。

编辑说，你是刘洪亮吗？我是广耀文学的编

辑孙启明，近期你有一个短篇小说投给了我

们。听声音年纪应该比我小。这么多年了，

我还从没在这类档次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过

小说。所以，这也是让我足够激动和兴奋

的。我的声音甚至都激动地有些颤抖了，是

的孙老师，您有什么指教吗？

孙编辑说，这个小说挺不错的，一个穿着

睡衣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一起去

看从3楼掉下来的女人的男人，这本身带有很

大的悬念，立意完全没问题。不过呢……

这个停顿不免让我紧张，我说，您说。

孙编辑说，后面部分处理得简单了点，

在大家都以为那个睡衣男人和睡衣女人并

没有关联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大有关联的。

可能是，他们早就认识，门对门的邻居，生活

起居上难免会有所接触，对不对？或者说，

他们在早饭摊位上碰到过，女人没带钱，男

人帮她付了。他们还互留了联系方式。后

来他们居然发现，竟然是住对门……

像是跳跃开的火花，不得不说，虽然孙

编辑比我年轻，但就凭这点对写作的领悟力

与延伸性，我却自愧不如。这也许，也是我

这么多年一直无声无息的原因吧。

挂掉电话，我开心得像个孩子，在客厅

里跑来跑去，李梅开门进来时，我伸出去的

脚步停住了，又放了下来。

李梅狐疑地看了看我，我赶紧说，刚刚

有家杂志编辑找我，对我的一个小说很有兴

趣，有可能会发表呢！

李梅“哦”了一声，就进房间了。

按着孙编辑指导的思路，我又加了许多

内容，文中的我和那个女人在早饭摊相遇，

我帮助了她，她朝我致谢，四目相对时，我居

然“发现”我们似曾相识。交流过后，才想起

曾经我们在一个农村的初中读过书，她比我

小一个学年，当时午饭我都是骑自行车去就

近的外婆家吃，她途经我外婆家。有过若干

次的碰面，但我们从未讲过话，最多就是看

一眼，各自骑车往前了。

我还补充了，这次事件后，我和那个女

人真正走到了一起。她说，他没死成，总有

一天他还是会死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

们在一起。我们去了电影院，还去了酒店。

有一次，单位派我出差，她跟着也来了。我

们在出差的酒店里待了整整一个礼拜。暗

暗地，我们还在谋划着，怎么样能让他尽快

死去。下慢性毒药？给他吃安眠药？……

六

这个短篇小说不久后在《广耀文学》的头

条推出，还加了个编者按，足见他们的认可程

度。这让我欣喜若狂，太不可思议了吧！我

似乎还看到了一颗文坛新星在冉冉升起。

样刊寄了 3 本，厚厚地摆在我的书桌

上，透着书香的杂志，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

页页翻过去，像一名虔诚的读者般一个字一

个字仔细阅读，唯恐漏了什么字眼，而没有

把这个小说读完整。

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点让我出乎意料。

先是楼下的一帮老太太，坐在小区花团

锦簇的座椅旁，窃窃私语着。我听到了一个声

音，你们知道吗？上回，就上回我们这边3楼，掉

下来的一个男人，后来不是他的穿睡衣的女人，

和一个穿睡衣的男人一起下来的，还说他们没

什么问题的吗？事实上，他们是有问题的。我

告诉你们，一本杂志上写得明明白白呢……

难道，是老太太看到了那本杂志？我的

心里突然惶恐。这，不会他们按着这个对号

入座了吧？但那个是小说啊，小说是可以虚

构的，她们懂不懂啊！

尽管如此，我的心里还是忐忑。

直到——我又听到了对门的吵架声，不

对，这次甚至我还听到了打架的声音，女人

吃痛大喊大叫的声音，还有女人撕心裂肺的

哭喊声！这是怎么了！

这紧闭的门，一点都关不住对门的声

音。这是晚上8点多，我还在客厅一角的电

脑前，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似乎我有写

不完的文字。李梅还没有回来。早上时，李

梅说，晚上约了几个原来的同事吃饭，就是

那个小朱，你见过的，还有那个谁。那几个

人，我脑子里早就没有印象了。她离开那个

单位已经多少年了呀！

对门的打架声，哭喊声，越来越激烈了，

像要穿透了门，穿透了墙，直接扑到我的面

前，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这次的争吵有

点不同以往，我想到了梦里的那一幕。那是

非常不好的一幕。我似乎是应该冲过去，那

一幕不该就这样发生了！

但我……我起身，又停止了。我的出

去，好像更会推动这个事情的加剧！但，我

闭上了眼睛。也许，那一幕不是真的呢？

漆黑，又密布星星点点灯光的玻璃窗

外，似有一群鸟儿飞过。本来它们是可以停

下来的，那一对细巧又结实的爪子，紧紧地

拽住长长的晾衣架，它们还可以在那里叽叽

喳喳地鸣叫，和我打着招呼。

猛地，似乎有一个黑影从窗外闪过，从

上至下的一片阴影，但我又没有看到什么，

是我眼花了吗？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

听到“砰”的一声，像上次隔壁男人掉下来的

声音，却比上次的声音更清脆！

同时伴随着的，是好几个混乱的声音：

出事情了，有个女人从楼上跳下来了……

好多血，好多好多血……

这太可怕了……

七

是上次敲我门的那个穿睡衣的女人，掉

在水泥地上。救护车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

小区里都是救护车鸣叫的此起彼伏的声

音。同时赶来的警车，混合着发出声音。

他们为什么争吵？还跳楼？上次跳了

一个，这次又跳一个，什么时候跳楼也成为

了争吵之外的一种表达方式了？我没有下

楼，我的身上还穿着睡衣。我站在阳台的一

角的隐蔽处，看到楼下众多围观的人，似乎

叽叽喳喳地还在说着什么。那个女人刚好

平躺着由几个白大褂往救护车里送，灯光

下，她躺过的位置好多好多的血，让我心生

惊悸。这一幕，和我恍惚的梦中的一切完全

一样。这竟然是真的？后来，救护车拉走了

女人。女人躺过的地方，被遮挡住了，我在

高处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警察的再次来访，是在几个小时后。

还是上次的那个房间。

高警官说，说说吧，你和跳下楼的李冰

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一愣，说，什么关系？我们根本没关系呀。

高警官抢白说，什么关系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说，我真不知道啊。

高警官冷冷地说，那我提醒一下你，早

饭摊上，女人没带钱，你帮她付了钱……

我的脑子里“嗡”了一下，他们也看到了

那个小说了？可是……像打仗被打了个措

手不及般地，我解释着，那些都是假的，是我

写小说胡编乱造的……

矮警官插嘴说，胡编乱造？那你们一起

吃午饭也是假的吗？

我涨红了脸，说，当然是假的，那些也都

是我编的，那是小说，小说你不知道吗？小

说都是编的。

我还说，不信，不信你可以问 3 楼的那

个女人，她会告诉你答案，所有的一切都是

我编的。

矮警官的面色又变凝重，说，有一个消

息我得告诉你，医院来过电话了，在送到医

院不到1个小时，李冰就没了。所以，现在，

一切都只有你能告诉我。

我简直蒙了！这从3楼跳下来，怎么就

没了呢？上回赵云从3楼跳下来，不是没什

么事，一个礼拜就出院了吗？我瞪视着矮警

官高警官，我真的不信。

矮警官叹了口气，说，这个，我没必要骗

你，明白吗？

又说，我们也了解过了，当然，多半是李

冰的丈夫赵云调查的，我们刚刚也和当地派

出所值班人员求证过，也查了相关资料，你

们俩，还真像你小说中所说的，在一个初中

读书，差一个学年，李冰每天上学放学途经

你外婆家，你们午间在路上相遇……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矮警官，直定定地盯视

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像飞速行驶的火车般将我

脑海里的回忆席卷一遍，李冰，李冰真的是和

我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吃饭的小姑娘？我那时

倒是从没打听过她的名字，怪不得看着有几分

相像，可是，这也太巧了吧？我们竟然都从小时

候的乡下，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城市，并且，还住

在了对门？所以上次她主动来找我跟她一起

下去，还有她每次看到我客气的表情，是不

是，她早就认出了我，而我一直蒙在鼓里呢……

想到了什么，我说，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吗？

可以，矮警官说，但需要外放。

我打的是李梅的电话，电话拨出去，只听

到一个声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机。接着，是一段英文的讲话。李梅居然关

机了，她从来不关机的。这个时候，她怎么就

关机了呢！我说。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我突然有点难过，难过像小河，又很快变

成了湖泊，又变成了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海。

有一缕光透过房间的玻璃窗照进来，不

是西侧，那就是东边了，这一天，不是说好要

下一场倾盆大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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