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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的车夫
姚 霏

! ! ! !老陈穿着湿透的衬衣进到休息
室，志愿者臂章紧紧贴在手臂上。一
早，他看着倾盆大雨就说，今天衣服
肯定得湿，要上下车给老太太们打
伞吧。电话铃响，让他再去接老太太
们回宾馆。他把汉堡包一下全塞进
嘴里，奔出门外。
老太太不是一般人。她们是来

参加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开幕
式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人，一
个韩国人，一个中国人，都是八九十
的高龄。历史给她们带去太多的苦
难，我们能做的是保留她们受害的
证据、为她们讨回公道，同时也要抚
慰她们晚年的心情。让他们的上海
之行顺利顺心，就是我们能尽的绵
薄之力。
十年前，我和老陈也曾走近“慰

安妇”老太太。那时候，中国“慰安
妇”资料馆还没有成立，但我们的导
师已经为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的
真相奋斗了十几年；那时候，国内的
媒体和民众刚刚开始认知“慰安妇”
这个新名词，我们的中国“慰安妇”
问题研究中心已经通过募捐和自筹
的方式，给当时寻访到的百余位受
害老人提供每年 !"## 元的援助。

"##$年初，我和老陈受委托给山西
的老太太们送援助款。那是我第一
次进土窑洞，第一次睡炕，第一次在
野外如厕，第一次看到历史亲历者。
当你的手触摸到那满是老茧、黝黑
瘦弱的手，当你的眼睛望向那历经
风霜却清澈无辜的眼睛，你会意识
到你付出的辛劳是多么值得。今天
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陈

列了我们从山西带回来的老太太
们日常使用的东西。那是一把梳
子、一个瓷碗、一双小鞋和几条裹
脚布……即使十年后，她们当中的
绝大多数已经离开，那上面却永远
留下了她们的体温。

开幕式的隆重在预料之中，也
在意料之外。当老太太们为“慰安
妇”少女塑像揭幕时，雨水倾盆直
下，却没有人离开。那里有相熟了十
几年的老面孔。王选女士依然爱穿
白衬衣，依然是那句“你还在这里”。
我想说，这么多年了，您这个“感动

中国”的身影还在这
里，我怎能不在这
里？“九一八”爱国网
的老吴，年近七十还
在为抗战遗留问题
的取证宣传奔走。尽管已经不是那
个“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大嗓门
了，那种属于年轻人的热血劲头不
改当年。那里还有很多新面孔。他
们是一些民间研究机构成员，是纪
录片拍摄团队，是近几年加入抗战
研究的学生，还有更多更多的志愿
者。他们放弃了热门的选题，把业
余甚至全部时间投入了一项直面
苦难又无比艰辛的事业。他们很快
也会成为我们的老面孔。
开幕式后，我翻看嘉宾签到本。

本子上有来自各国、各行、各业的人
名，但似乎还少了很多人。老陈再次
回到休息室，原先湿透的衬衣已经
被体温烘干。毕业后从事专业之外
的工作，但他对这份曾经全身心投
入的事业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当老
师客气地发来邮件，希望他充当免
费车夫时，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
问老陈，你也来签个字吧。他说，自
己人，签什么？果然。我不禁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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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土耳其电影《野马》，开场是一段海
边戏：蔚蓝的天空、翻滚的海浪，一群活
泼的少男少女，尽情嬉戏……不要以为
这是一部快乐的电影，随着剧情展开，
你会看到，里面充满着令你愤怒的内
容：五位姐妹，青春靓丽，就是因为在
海边和男生打闹，在土耳其这个偏远
的乡村，她们成了传统礼教的牺牲品，
自由被禁锢替代，幸福被强行剥夺，生
命瞬间成了摆设———而所有这
一切的施行者，来自她们的长
辈。“是我灵魂深处，让我有了
拍这部电影的想法。”年轻的土
耳其女导演丹妮兹·盖姆泽·厄
古文这样说，“我想诉说女性在
土耳其的命运。”这是女导演的
处女作，获得过许多国际奖项。
本片故事梗概如下：五姐妹的父母

早亡，由奶奶和叔叔抚养长大。因为女孩
骑在男生脖子上做游戏，就被认为男女
肌肤相亲，不贞洁。奶奶和叔叔将女孩关
在家里，收走了电脑、手机，“宅女们成了
生产小组”，做点心、做橡皮糖、煲汤。更
为严重的是，奶奶开始为她们安排终身
大事，女孩中，有的无奈接受，有的不从
自杀，有的为了自由，走上了逃亡
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个阴
暗的题材，但导演说：“我要以一
种阳光一点的手法来处理这些晦
暗的话题。”所以，我们看到的电
影，并不是漆黑的画面，混乱的构图，而
是具有一种美的格调。比如，美的风景：
海边、乡村如画的景色；比如，美的人物：
柔光照射在女孩美丽的脸上；再比如，美
的构图：五个女孩头碰头朝天仰望，构成
如花瓣一样的图画。美的场景里有如此
丑的恶行；美的人物这么容易被蹂躏；美
的图画很快遭到撕裂，一想到这些，我们
就同情，就感慨，就无奈，就悲愤。
这是一群如花似玉的姐妹。老大索

纳算得上是归宿最好的，她有心爱的男

友，即使被囚禁的日子，也能在姐妹的
帮助下，偷偷地溜出去和男友幽会。当
奶奶将她许配给来提亲的人，她当即反
抗，惊声尖叫，使得奶奶放弃了原来的
打算。老大最后嫁给了心爱的人。老二
塞尔玛是懦弱的典型，奶奶将原先向老
大提亲的人，转给了老二，老二只能答
应。最小的妹妹曾对她说：“假如你不想
嫁可逃走。”可老二说：“逃哪儿？我们这

里离伊斯坦布尔有 !### 公里，
而且我又不会开车。”老二的新
婚之夜是羞辱的，因为没见红，
被迫去做处女膜检查。老三伊丝
用生命作了抗争。小妹说：“轮
到伊丝时，她一开始接受了嫁
人，过了一会儿，她的行为就有
点奇怪了。”她不停地吃曲奇饼

干，她变得更沉默寡言，她和陌生人有
了性关系，她把男人引到了家里。吃完
饭，当叔叔生硬地斥责她：“吃完了别坐
着。”她笑了笑。离开后就听到一声枪
响。她被埋葬的场景，令人心酸。老四努
尔，被迫戴上婚戒，奶奶用亲身经历教
导她，随着时间流逝，你会爱上你的丈
夫。最小的妹妹拉丽，是本片着墨最多

的人物。画外音里是她的叙述，
镜头里是她的视角，她会向姐姐
提出自己的看法，她会身体力行
地做出反抗的动作。比如，逃出
“囚牢”看足球赛；打探去伊斯坦

布尔的行程；学习开车。最后，正是她，带
领努尔，和以奶奶、叔叔为首的旧传统
卫道士，展开本片最精彩的一战：胜利
大逃亡。她就像是电影的片名《野马》，
具有一种难以驯服的野性，具有一种持
续性、爆发式的愤怒和反抗。

本片摄影和用光很有特点，虽然是
手持摄影有点晃动，但构图却很精致；许
多色彩明亮的画面和蓝色调画面互相映
衬，形成一种变化、对比和冲撞，这也对
应了影片冲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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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走进那栋老式的马蹄
型的大楼后，中年门卫和
颜悦色地告诉我们：“老刘
已回家了！”

按了门铃后，
中国隧道事业奠基
人、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建航———老刘
笑盈盈地把我们迎
进了书房。

书房不大，不
过 $ 至 % 平方米。
几个人朝里面一
坐，有一种满满的
感觉。这就是“上海
地铁之父”的书房。

北墙之上，是
一幅书法，细细观
之，辨认出来的文
字是：“天若坍唯擎
天而立，何畏危难；人欲言
但从善如流，安虑讥谗。”
看到我专注地面对书

法，老刘告诉我，那两句诗
句是他的创作，是当年在
金山造排水隧道发生险情
后所写。
那是 !&&$年，大堤把

海洋与陆地阻隔了，但漏
水的隧道却把大堤和海洋
接通了，围堤造田形成施
工区域海平面竟高于井体
的反常地貌，海水无情地
倒灌进来，冲进井内，向四
下蔓延，波及到了整个工
地。已经完全淹没在海水
中的隧道，遇到许多不测
的难题，包括可畏的人言。
当时担任负责人的老

刘与施工队一起，通宵苦
干了 '$小时，最后，以无
畏的气概，科学的推理和

卓有成效的施工，
抢险成功。这件事
给老刘感触很深，
于是就有了上述
诗句。

看我在记他
的诗句，老刘坐到
写字台前，铺开宣
纸写了起来。我很
好奇他怎么能写
得那么流畅。老刘
说，那是天天用毛
笔记日记的结果。

那是 !&&& 年
到 "###年，造地铁
二号线时，老刘生
病了。到医院里一

查，胸腔出血，前后住院三
次，加起来大概有 (到 '

个月。老刘说：“人在生病
时，才感到健康的宝贵，才
越发感到时间的珍贵。我
怕时间会把我在地铁建设
中的一些经验永远带走。
我想，我必须记下一点东
西，必须带一些后来者。因
此，就开始记日记。”
困难时期，身为上海

隧道局三科科长的刘建航
新婚燕尔，与他的伙伴们
一起，在浦东塘桥原来是
煤栈的基地上，开始了艰
难的地铁工程试验研究。
吃的是大锅菜，喝的是酱
油汤，住的是简陋棚，冬天
寒风刺骨，夏天闷热难熬，

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是泥
泞一片……
五年，整整的五年，老

刘和伙伴的功夫没有白
费，一项“盾构法钢筋混凝
土管法”的科研项目，在后
来的 !&$%年，获得了全国
科技大会奖。
“我对太太有愧！”老

刘说，“我身体不好，自己
又不注意，她很担心。如果
工地离家近，她会把热牛
奶送到工地上……”
老刘的妻子朱雪青对

丈夫的关心确实无微不
至，她知道丈夫一旦扑在
工程上，其他的事情都会
让位。因此，她就多长了一
个心眼。一个秋天的早晨，
老刘匆忙外出，朱雪青怕
老刘又忘记穿袜子，便塞
了一双在老刘的衣袋里。
临行时，他关照老刘上车
后不要忘记穿袜。晚上，望
着回家后依然是赤着脚的

老刘，朱雪青问他为什么
不穿袜子？然后她上前一
摸，袜子还在衣袋里。
那些天，老刘正在读

《院士的思维》，而且，读得
津津有味。问他为何对这
本书有如此偏爱？他说：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
了精神才会有动力、有追
求。读了这本书后，再去看
技术方面的书，好像在宏
观上更有所得。”
瞧，三句话不离本行。

转来转去又转到了技术。
原来，老刘看书的针对性
很强，那就是为我所用，为
地铁所用。

上海地铁用 "# 年时
间走完了西方地铁 !##年
走过的历程，离不开许许
多多和刘院士一样默默奉
献的工作者。今年夏天，%%
岁的刘院士永远离我们远
去了，但他书房里的格言
却会常常在我耳边响起。

五味杂陈添二宝
陈 娟

! ! ! !我家小孙女有一对闪亮的大眼睛，漂亮
活泼好动非常可爱。三年来，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爸爸妈妈六个大人付出了很多精力、时
间和辛劳，同时也收获了快乐、幸福和希望。
就在 "#!)年春意融融的时间，爸爸妈妈宣
布了家中要添二宝的消息。家中添丁全家既
高兴也略有点担忧。

在计划要二胎之前曾与大宝说过，如果
爸爸妈妈再生个小宝问她要不要？得到的回
答是否定的———“不要，就是不要”。为了让
大宝能自然接受家中未来新成员，爸爸妈妈
给大宝读书看画，利用书本知识和动物的家
庭故事，让大宝了解有了弟弟妹妹的好处和
乐趣。在妈妈有了怀孕征兆时，就告诉大宝
小宝已经住到妈妈肚子里了，再过几个月就
可以看到了。小宝会喜欢她爱她，期盼着和
小姐姐打闹玩耍，让大宝在心理上慢慢接受
未来的小宝。

夏日傍晚，全家人带着大宝外出散步。
妈妈穿着孕妇衫，虽然宽大得体但仍能看出
凸显的肚皮，走路的步伐也略显笨拙。观察
力极强的大宝挺起自己的小肚皮，双手放在
自己的肚子上，一摇一晃模仿妈妈走路，翘

着嘴巴不停地念叨，“我的肚子里也有了小
宝宝”，还模仿妈妈各种动作，挺着肚皮弯腰
捡东西，把双手插在腰上唉声叹气地说：“我
好累呀。”那天真调皮诙谐的姿态，逗得大家
开怀大笑，连同行的陌生人也不由得笑出声。

开始给小宝起名字了，大宝也积极参
与，她为小宝起了不少的名字如翼龙、剑龙、
霸王龙等等全是她自己喜欢的动物。最后还

是爸爸妈妈定夺，在大宝名字中改了一个字
确定下来。

白露过后秋风习习，妈妈临盆的日子即
将来临，家里人也为迎接小宝做筹备。在欢
声笑语中一天天度过，同时也误以为大宝已
经接受了小宝的来临。

小宝回家了，大家都在愉快的气氛中忙
碌着。谁知几天后大宝开始变得不听话了，
哭闹声也增多了，吃饭也开始挑剔，甚至冲
着玩具生气。晚上非要和妈妈睡一个被窝，

不让睡就会大声哭闹。有时弟弟刚刚入睡，
就被大宝的哭闹吵醒。大宝小宝的哭声此起
彼伏，奏响了让人心烦的“交响曲”，把往日
安静的家搅得嘈杂不堪。一天大宝来到妈妈
床前，怒气冲冲地对妈妈说：“我要去奶奶家
住一万天，再也不回来。”因奶奶家装修时间
不长，让大宝只住 )天就回来了。大宝回家
那天，站在门口不进屋苦苦哀求妈妈，让她
在奶奶家多住几天———好可怜。后来从心理
咨询师处得知：家里有了小宝，大家的注意
力从大宝身上转移了，原本独享全家的爱现
在要与弟弟分享了，从而产生了失落和心理
不平衡。于是全家开始重视大宝的情绪，更
细心地关照她，陪她玩。慢慢地她也就不再
闹着去奶奶家住了。

在哭声打闹声和欢笑声中幸福地走到
今天，大宝懂事了，小宝长大了，他们也成了
互相关爱的好姐弟。我们看着大宝小宝在一
起高兴地玩过家家时，幸福感油然而生，欢

乐替代了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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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读《宋史》，看到一位名叫“查道”的官员经历，其
中几件小事，值得今人一记。

查道，字湛然，安徽歙州休宁人。祖父、父亲都是
官员，本人也当过多处地方官员。他从小是个孝子，
母亲生病，想吃鳜鱼羹，“方冬苦寒，市之不获”，查道
“泣祷于河，凿冰取之”，煮成鳜鱼羹让母亲吃了，终

使“母病寻愈”，看来颇受古代“二十四
孝”中“王祥卧冰求鲤”的影响。

母亲去世，他曾绝意仕途，出家做
了和尚。有一次坐禅时，“雷震破柱”，
但查道坐于柱下，“了无怖色”。众僧觉
得奇异，认为他大有前途，便劝他走科
举入仕的道路，他才离开寺庙，考试中
举，一路读书做官。

查道“性淳厚”“所至务宽恕”，胥
吏有了过失，他从不笞罚；百姓打官
司，关押期间缺少钱财，他会自掏腰

包，“出己钱偿之”。有一次查道因公外出，所经之处，
路旁有几株果实累累的枣树。随从摘
了满满一篮献给他。查道也不推辞，只
是大致估算了一下这些枣子的价值，
便将一串铜钿挂在树桠杈上，这才离
开。我们后来看到过工农红军因取用
农民家中的食物用品而无言留下钱财的朴素故事，
我思忖，那与查道“计值挂钱”同为中华传统美德，两
者该是一脉相承的吧！

查道曾有一梦，神人断言他：“寿命止于 '$岁”，
但结果他活到了 *( 岁才因病去世。史书评论说是
“积善所延也”！虽有点“戏说”的味道，但我们不妨也
信一回“善有善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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