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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珂对自己所生活着的这个小区充满了

迷思。小区超市的门前长期流连着一个永远

在遛狗的阿姨。阿姨的样貌在五十岁上下，

空闲时间看起来多到可以每天连续遛狗八个

小时以上。她养着一只似乎患有多动症的泰

迪，身体内时刻沸腾着让它以小碎步起舞的

能量，以阿姨手里的狗绳为圆心，每日连

续舞动八个小时。自打安珂搬进这个小区，

第一次下楼找到超市，就看到了这个阿姨和

这条狗。阿姨没什么新奇，狗也没什么新

奇，直到有一天安珂拎着一袋子食物走出超

市，听见阿姨嘶哑着嗓子对着那条狗喊出一

连串英文指令：“Sit down！Shut up！Sit 

down please，and 给我 shut up！You son of 

bitch！”安珂惊呆了。她心里暗暗为阿姨叫

好。尽管这几句英文听起来非常简单，也就

是小学水平的祈使句，但“son of bitch”非

常符合这条狗的身份啊。这句话用来骂人是

蛮恶毒的，用来骂狗就显出幽默感来了。泰

迪还真就稍微消停了一阵。阿姨得意地昂起

头来，目光恰好与安珂对视上了。安珂慌忙

把自己的眼神挪开到旁边的树上，快步离开

了超市门口。

在最初的惊艳之后，安珂开始天天盼着

能在超市门口碰到这个阿姨跟她的泰迪。她

不敢停下脚步盯着人家看，也从未走上前去

逗逗那只泰迪顺便跟阿姨聊上几句天。她只

是拎着购物袋，从超市门口穿行出去以后，

看着那一人一狗，直走到小区花园向着自己

所住那栋楼的转弯处再也看不到她们为止。

每次用时大概二十秒的时间。这二十秒，渐

渐成了安珂每日生活的一项必需的慰藉。阿

姨的英文词汇量不是很丰富，“Sit down”和

“Shut up”是她最常用的短句，此外偶尔也

能听到她说“Shit”“Stupid”和“Stop”。

大部分都是以S打头的。安珂怀疑阿姨家里的

英文词典是不是遗失了一大部分，只剩下Ｓ

那一章了。

阿姨也不是从来都不跟她的泰迪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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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珂听到过两次。一次她看到阿姨一只

手拿着自己的手机，另一只手用力拽住正不

断扑腾想冲过去找花园里遛着的其他狗的泰

迪，嘴里念念有词，听着像是中文。安珂实

在按捺不住好奇，腿一歪，行进的路线往阿

姨的方向偏了几度，听清了阿姨正在念的是

她手机上的新闻。关于特朗普取消奥巴马医

保的一系列影响，叙利亚内战出现新转机，

德国大选后组阁依旧问题重重。阿姨给泰迪

念新闻的时候为什么不讲英文呢。安珂判断

这可能是因为阿姨怕泰迪承受不了这么多人

世间的坏消息。毕竟这些对于人类来说都过

分沉重了，凭什么要让一只泰迪去分担这份

沉重呢。还有一次，安珂加了个小小的班，

回到小区已经快八点了，没有力气和心情做

饭，她只在超市买了一份麻辣烫准备就这样

凑合一顿。她原本以为这么晚了，阿姨和泰

迪肯定已经回家休息了，没承想还没走出超

市大门，就听到阿姨凄声厉气地对着泰迪叫

喊：“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说呢？为什么！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说！”超市亮眼的大招

牌的灯光只洒到了门口两三米远的位置，阿

姨和泰迪站在三米以外，一大一小两团黑影

浓汤一样混沌着相互撕扯。安珂忽然意识

到，她很少会听到阿姨的这只泰迪叫出声

来。它总是在小碎步地舞动着，要么就是狠

命地扯拽着自己脖子上的狗绳，就是从来不

叫。安珂站在超市门口愣了一会儿。愣着的

时候，她忽然很想把自己手里拎着的麻辣烫

递过去给那个阿姨。阿姨肯定是不缺她这一

口吃的，但她就是很想把这口刚烫完的又热

又辣的吃食给阿姨递过去。等她恍完神儿

了，那一大一小两团黑影已经相互撕扯着化

进夜里了。

七号楼位于整个小区的中心地带。所

谓中心地带，就是整个小区的楼群以七号楼

为圆心涟漪状向外散开。从建筑学的角度来

讲，安珂认为这种铺列方式很不走心，因为

这种格局会导致七号楼整个被包裹在众楼之

中，朝南朝北采光都不好。但从声场学的角

度来考虑，七号楼可以说就是位列整座小区

声场扩散的最佳位置了。站在七号楼的任一

楼层中，喊一嗓子，那声音基本上都可以涟

漪状地向整座小区扩散开。这就跟安珂住着

的十一号楼很不一样了。十一号楼位于小区

的外围边缘位置，虽然采光相对较好，但声

场条件差，站在楼里任你向外怎么呼喊，声

音也传不到十二号楼以外。

正常情况下，人们选择住房是不会考

虑到关于这个声场的传播价值的。安珂住

过来之前也没考虑过。七号楼住着的一位阿

姨让她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七号楼三楼朝西的一扇窗户会在晚上

十点钟准时敞开，一位阿姨把自己的头从窗

户里伸出来，放开嗓门儿向小区的楼群中高

喊：“ＸＸ大学新闻系的张ＸＸ教授天良丧

尽！他诱奸年轻学生，贪污研究经费，破坏

他人家庭，滥用行政职权！此人厚颜无耻，

遗臭万年，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实该斩首

示众，千刀万剐，永世不得翻身！”话音一

落，阿姨便把头收回窗内，随即关上窗户。

大概隔三十秒左右，窗子再次打开，阿姨伸

出头，将这段话一字不落地再重复一次，收

回头，关上窗。这样周而复始，一直持续到

十点半，那颗头收进去，就不再伸出来了。

在七号楼阿姨坚持不懈每日半小时的人

肉广播时段，安珂从家里溜出去躲在七号楼

楼下偷看过她好几次。安珂很想知道这个声

音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位阿姨还挺会

保护自己，每次打开窗户高喊的时间段里，

身后的房间内总是关着灯的，始终看不清她

的脸。只能隐约地看到她的轮廓，不胖也

不瘦，长发盘成一个很大的卷，顶在头上。

她的身体很有表现力，带动着整个一套动作

都充满了节奏感：左手打开窗插销、右手推

开窗、两手同时收回抵在腰间，一口气顶上

来，声音洪亮高亢，有着领袖演讲式的十足

压迫感，右手拉回窗、左手扣死窗插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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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动作就算一气呵成地完成了。长时间以

来，阿姨从来没念错过字，没打过磕巴，没

做错过动作，也没一个字吐得含糊不清。她

的喉音听起来甚至像是专门经过了某种训

练，或许是表演训练，或许是播音训练。这

个就很难通过躲在人家窗户下面偷窥来判断

了。更难判断的，大概是这位阿姨跟张教授

之间的关系。她会是被欺负的学生的家长，

还是被挤占了科研经费的同事？会是被破坏

了的家庭的成员，还是被滥用职权受到伤害

排挤的人？在轮番想了个遍这位张教授有可

能做过的各种值得千刀万剐的恶事后，安珂

想到了一种大胆假设。如此需要持之以恒且

耗费真气的事情，应该只有还眷慕着张教授

的——他的妻子才能干得出来吧。去年进入

仲夏以后，七号楼三楼朝西的那扇窗子再也

没被打开过了。

二

这座小区最初吸引安珂的地方是它在傍

晚昏黄的暮光残留下形成的星河舰队般的阵

势。晚霞曦光微弱，天云酝酿着墨色，但还

没来得及泼下来。一整片十几栋楼浓绿色

的落地玻璃窗中射出星星点点的各色灯光，

不管这些家里装的都是什么颜色的灯管，被

这浓绿色的玻璃统统一滤，就显出来些科幻

大片里常见的那种星河舰队式的幻光。安珂

心里悄悄感慨，真不知道这开发商是怎么想

的。不过看着还挺带劲。小区是集中供暖，

烧着锅炉的那栋楼楼顶连续不断地向高空喷

吐着白花花的浓雾。站在远处一看，会恍然

感觉这群冒着绿色幻光的编组舰队是靠烧锅

炉供应能量的，烟气滚滚地随时准备着攒够

了能量点火起飞。传说中的蒸汽朋克啊这是。

带安珂看房的中介小伙子喋喋不休地说

着这小区的各种好处，安珂却完全被聚集在

小区广场上跳舞的大爷大妈们给吸引了。具

体地说，是被其中一位大爷给吸引了。这位

大爷站在队伍的末尾，而且始终处于队伍的

末尾。每当有新加入的人站在他身后跟着一

起跳起来，他就一边跳着一边不动声色地向

后挪蹭，直蹭到自己又重新处于队尾为止。

这小区的广场舞阵容呈现出可喜的性别平等

态势，参与其中的大爷数量几乎可与大妈数

量抗衡，有两位大爷甚至跻身到队伍前排的

领舞阵容中去了。这位队尾大爷，相对显得

有些放不开。他大部分的步伐都没有踩在音

乐的节拍上，动作也很少跟前方归整划一的

舞步一致，而是自成一体地歪七扭八随性甩

动着。那些不太熟悉舞步的人，眼睛都是紧

盯着前排领舞的，但他的眼神在空气里飘来

飘去四处扫荡，落在哪里完全没个数。一曲

播放完毕后，到下一曲响起之前那十几秒的

空当里，所有人都松下来一口气，抹抹头顶

的汗，甩甩紧绷的胳膊肉，向身边的人撇过

去几丝默契的笑容。队尾大爷却在此时猛然

炸起，他双手举高，两腿分开，剧烈地抖动

着自己的双臀，上半身像是跟下半身分了家

一样快速地前后左右摇晃，像一只尾巴被螃

蟹钳住了的水母一样抽动。就在这音乐消失

了的十几秒空白里，队尾大爷撒出了迷狂的

舞步，但仅限于这十几秒的空白。下一曲音

乐响起，队尾大爷立刻收起自己的舞步，进

入新一轮的随性摇摆中去了。

中介小伙子看安珂焊在了地上似的盯

着广场不肯走，慌慌张张地跟安珂解释：

“姐，甭操心甭操心，我那房源是十一

号楼，离广场远着哩，关上窗户一点听不

着。”安珂嘴里嗯嗯啊啊地应和着。租金跟

她的预算相符，房型不大不小一个人住正合

适，离公司也不算远，还有这么迷人的广场

舞大爷，干吗不住这里呢。搬过来不到一个

月，安珂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区。中学以后没

再有过的“很想早点回家”的感受每天下午

三四点就燃起在她的身体里，催促她尽快完

成工作不要拖到加班。她很快就发现了弥漫

在这个小区里的更多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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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珂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

个小区如此奇特。会不会是因为开发商将这

片楼群设计得过分特别，经过一番逆向选择

后，购买和租住在这里的人便也就是比较特

别的那一拨人了？还是其实自己以往居住过

的地方也总是有着各种各样奇特的人和事，

只是自己一直太忙碌了，忙碌到没有时间抬

起头来向四周望一望，才没有发现的。生活

跟时间搅混在一起，河流似的推着她向前

走，推到哪里停下来了，她便在哪里坐下来

看一看。等到河水又推着她向前走，她便继

续走。她没想过要跟河水太过较劲，从小到

大的经验告诉她，较劲总归是没什么太大好

处。还是河水推着她走她便走这样来得顺其

自然些更舒服。

小区里拥有数量庞大的流浪猫。每当天

气晴好，太阳冒出来的时候，楼群和楼群之

间，小区花园中，还有中心广场上，就趴满

了一地的猫，眯着眼睛、肚皮翻开、四仰八

叉地平铺得到处都是。安珂很快发现，之所

以能聚集起这么多的流浪猫，是因为六号楼

有一位奶奶每天在喂食它们。奶奶每天早中

晚各三次，拎着满满一袋猫粮从六号楼颤悠

出来。奶奶腿脚不是很利索，左脚有点跛，

她拄着一根拐杖，走得很慢。六号楼的楼下

住着一只大白猫，这只大白猫通体雪白，一

丝杂毛都没有，只是经常在花园里滚得灰头

土脸的。大白猫猫如其名，叫作大白。每日

奶奶一走出楼道门，大白便伸个懒腰站起身

来，跟随着奶奶一路行进，去给全小区的流

浪猫喂猫粮。奶奶拄着拐走得慢，大白每走

出几步去，就要停下来等奶奶跟过来，等奶

奶走过来了，大白再继续向前。奶奶把猫粮

从袋子里抖搂出来给猫儿们吃的时候，大白

并不吃，大白只是昂着头逡巡在猫儿们的身

边，然后护着喂完了饭的奶奶继续向前。大

白不吃那些猫粮是因为大白有自己单独的猫

粮，装在奶奶衣服兜的小袋子里。等到整个

小区逛完了一圈，大白护着奶奶回到六号楼

楼下，奶奶会从自己的衣服兜儿里把那个小

袋子捞出来，把单独给大白的猫粮自小袋子

里抖出来给它吃。安珂自己不养猫，搞不太

明白这大袋子里的跟这小袋子里的猫粮具体

有什么区别，但她想着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应

该还是挺大的。小袋子里的猫粮应当更金贵

些，肉味更浓厚，或者营养含量更高，如果

是同样的猫粮，只是分成了不同的袋子来

装，大白难道闻不出来吗？大白给奶奶一路

护驾走路的架势，跟它俯视着群猫噌噌低头

吃大袋子里猫粮的凌驾气魄，让安珂相信大

白卓尔不凡，肯定不会连猫粮的味儿一样不

一样都闻不出来。

小区的超市里就有一个专卖宠物用品

的购物架。有一次安珂突发奇想，在那只

架子上挑了一只标价最高的金枪鱼罐头，不

到巴掌大的一小罐就要二十几块钱。她把那

只罐头捏在手上，冲着六号楼走过去的路上

心止不住地扑通乱跳，竟有了跟野男人偷腥

似的心情。大白卧在楼门口的草垫子上，那

只垫子也是奶奶给它放的。安珂四下打量了

半天，蹲下身去，撬开罐头，把鱼腥气四溢

的罐头伸到大白鼻子头下面。大白把鼻子伸

过去嗅了嗅，居然又趴了回去，并不肯吃。

安珂一时感到尴尬。简直像是自己衣服都脱

光了躺好在床上，对方却坐怀不乱无动于

衷。尬蹲了一会儿，安珂想到也许这是大白

的忠心作祟，不愿在人前轻浮，就起身佯装

走开，躲到了楼的拐角处继续观察。躲了快

十分钟，还是不见大白动嘴，她只好回家去

了。第二天又绕过去看，那只罐头原封不动

地摆在原地，罐头里的鱼肉都冻得硬邦邦变

色了，连鱼腥气都闻不出。安珂从地上拾起

那只冷罐头，丢进了花园旁的垃圾箱里。

三

跟这个城市里差不多所有的大型社区

一样，这个小区的居民楼中藏匿着不少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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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的私营小商户。他们在浓绿色的落

地窗外挂起一张写着自己经营方向的纸牌，

就算是开张了。也有对自己的小生意很上心

的，就会在窗户里面镶上一块LED灯牌，循环

播放展示自己的经营范围。当然这样一来风

险也将随之上升，万一工商来纠察的话，灯

牌的罪过肯定要比纸牌大。惯常都会有的小

超市、小打印店、小中介、小饭馆，这里自

然一应俱全，号称自己的产品除了可以涂脸

也能够吃的美容店、号称使用海带红酒提取

物做成染发剂的美发店、号称帮你无息贷款

信用卡套现的不知道什么店，这里也有好几

家。在小区里散步时，安珂会观察一下这些

灯牌的变化，哪些开不下去了，谁又出了什

么新花样，偶尔还是能有点惊喜的。比如，

去年开的宠物寄养店，今年推出了新业务，

可以替你永久代养你的宠物，每天给你发送

宠物照片和视频来慰藉你对它的思念，将来

宠物死了还能给你丧葬一条龙服务。还有一

家新开的店，据称拥有大量优质资源的一线

话剧演员，可以根据你的订单需求随时扮演

你的男友女友老公老婆爸妈爷奶上司客户讨

账的送钱的抬杠的搭腔的，出现在你需要他

们出现的任何场合里，计时收费周租月租还

有优惠，磨合出默契来了还能签订长期合作

协议。

观察归观察，安珂基本上不会走进这些

小店当中去。这些开在她生活着的楼宇中的

小店，跟大街上商业区里的店面不同。这些

藏匿于住家里的小店，在安珂看来并不像是

承载着纯粹商业含义的买卖，那一间间推门

进去就会发现连空气里也充满着日常生活气

息的住家，是一个个藏在买卖背后的人的生

活。安珂不习惯就这样走进别人的生活里。

她更习惯于观看。对于她无法进入的生活，

她从不觊觎，就是连观看，也不想看得太多

太明显。

大概是由于人类整体上开始变得越来

越懒惰的缘故，能够在小区范围内解决的事

情，大家都倾向于不再走出小区外去解决。

小区里各家商户间的生意竞争也随之激烈了

起来，竟然也开始需要地推人员来推广各家

的广告了。一个简单的地推广告，也能看得

出各家的心思来，高下立见。有的雇几个年

轻的大学生，站在小区入口处把印制粗劣的

小单页强塞进来往的行人手里。有的挥舞着

手机上的二维码追在你身后非要你扫一扫。

有的把按摩床直接摆到小区广场上，趴上去

可以免费给你来个十分钟的理疗体验。据安

珂观察，尽管小区里的地推手段越来越眼花

缭乱，但相对高明的推广手法，背后都有一

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在操盘。这个个儿头不

高、长相扁平的小伙子堪称这家小区的地推

之王。

小伙子第一次被安珂注意到时，他正

全身包裹在一只维尼熊的人偶衣服里追着

院子里的小孩子尖叫着满地乱跑。小孩子的

笑声叫声是连环炸弹，一个点爆了马上就跟

着有另一个爆起来，用不了太多时间，整个

小区里五岁以下的小孩子就全部围了过来形

成了惊人的“大型爆破”局面。小孩子们人

多势众以后，开始对维尼熊的追击进行倒

逼，维尼熊在一番抱头鼠窜后终于被小孩们

团团围住，掀倒在地，扯熊毛，拽熊尾，骑

熊腰，坐熊脑。熊脑被几个野性难驯的小男

孩七坐八坐，又拉又扯，最终从熊身子上滚

落下来。这时候小伙子一个弹跳起身，顺着

熊脖子处的开口从怀里拉出一道红色的大横

幅，展开在双手之间，冲着小孩子们和站在

一旁捂着嘴笑的父母们大声吆喝起来：“欢

乐园小饭桌，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每天课后

丰富的饭菜，更有满满一屋的欢乐！就在十

号楼1301，就在十号楼1301，就在十号楼

1301！”连续吆喝了四五遍以后，小伙子把

大横幅顺着熊脖子再一点点塞回去，爬进广

场边的灌木丛里，把被野性难驯的小男孩踢

进灌木丛里的熊脑袋扒拉出来，夹在胳肢窝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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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维尼熊人偶大作战以外，小伙子还首

创了灌水气球湿身大作战，认生僻字换晚饭大

作战，健身器械变身亲子活动大作战，以及

夕阳红版八分钟集体快速相亲大作战等等推

广活动。很多时候参与其中的人都不知道他

具体是在为什么商家的什么商品做推广，这

一点完全不妨碍居民们参与活动的热情，却

时常令商家感到恼火。恼火归恼火，小伙子

依然受到小区内各个商家的追捧，好像什么

事儿被这小伙子一折腾，不管客人有没有来

到店里，至少会被整座小区的人一下子都知

道了，保不齐哪天就晃悠过来了不是吗？

安珂原本以为小伙子并不住在小区里，

直到有一天在小区超市里看到他穿着大裤衩

和拖鞋在买泡面啤酒火腿肠。两大盒康师傅

红烧牛肉面盒子上立着三瓶燕京啤酒，每瓶

啤酒缝隙之间都塞着一根金汇火腿肠，所有

这些东西，就卡在他打成弯的左臂中。他右

手攥着手机，激情澎湃地对着手机宣讲自己

的事业版图：“李总你相信我这绝对绝对是

一片蓝海你这时候带钱入场一定可以打出一

片天地来！你知道全中国有多少盲人吗你知

道全中国有多少专为盲人设计的APP吗我说出

来能吓你一跳你不要以为这是在做慈善当然

了这项事业极其伟大等我们做成了那绝对是

既能赚到钱同时也是大慈善你们成功人士都

愿意回报社会对不对这就是赚钱外加回报社

会的大好时机啊！据我观察我国有一大批盲

人兄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却苦于没有适合他

们消费的网络服务和网络游戏现在入场就是

绝佳时机再晚可就不是蓝海了！”

安珂跟在小伙子身后结账，看着他左

臂弯里那三瓶随着他说话的节奏一再颤动摇

摇欲坠的啤酒瓶，想着待会儿要是瓶子滚下

来自己是接一把还是不接。小伙子的生意还

没有谈完，安珂已经被他说服了，要是手机

对面的人是安珂，这笔投资恐怕很快就能打

到小伙子的账上来。让安珂略感惊讶的是，

小伙子竟一路向着十一号楼走过去。难道一

直以来他们就是住在同一栋楼里，怎么自己

从没留意过呢。走到了楼门，小伙子并没有

走进电梯间，而是向着楼梯间拐去，顺着楼

梯向下走去。楼下应该是停车场啊。安珂自

己没有车，从来没有去过位于地下室的停车

场，她以为电梯里“-1”和“-2”层指代的

只是停车场而已。

向下延伸着的楼梯跟向上延伸的楼梯

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一楼处打了个弯，

继续向下而已。小伙子讲电话的声音越飘越

远，显得有些若即若离了，安珂跟着向下

走了过去。原来“-2”层不止有个地下停

车场而已。在停车场旁边，有一片地下室小

隔间，看起来难以判断是楼盘建成时就盖好

的，还是后来被谁给改建的。一间紧密连着

另一间的房门上，分别挂着一个金属号牌，

非常直接地从“1”开始升序向后标去。小伙

子一边讲着电话一边向深处走去。走廊里游

走着很多男男女女，在外接的水池里刷牙洗

脸擦身子的，在开水房打开水的冲泡面的，

敲着其他人半掩着的房门叫人组队打游戏

的，整条走廊里热气腾腾，混杂着下水道厕

所煮饭汗水鞋袜空气清新剂和泡面火腿肠的

复杂气息。一个倚在公共厕所门前的小女孩

正抱着手机打电话，她似乎意识到了安珂作

为一个闯入者对于他们的注视。小女孩嘴里

没有停下来一刻不停地继续讲着电话，但是

眼睛死死盯着安珂，那双夹杂着不明含义但

显然不太友好的大眼睛一下子拍醒了安珂，

她急忙转身，慌慌张张地朝着向上的楼梯逃

过去。

四

在安珂住在这座小区的三年时间里，

一共有两个男人来过她的这间小公寓。其中

一个是她交往过一段时间的男朋友。这个男

朋友跟她之前交往过的男朋友也没什么太大

区别。没什么严重的缺点，也没什么非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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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优点，相处还算平稳，分手也分得还算

平稳。另一个男人是她的同事，不同部门不

同产品线，平时业务上交流也不多，属于那

种在公司大堂碰到会寒暄在公司开大会时吃

饭可以闲聊几句家常的普通同事。不知道怎

么就在一次应酬酒局上碰巧坐在邻座多聊了

一会儿，酒局散了就自然变成同事送她回家

一直送到了家门口，随后又自然变成了请同

事进门喝口茶歇一会儿喝着喝着就躺到床上

了。一切都很自然，就像安珂自己早已适应

的生活那样，河水把她推到哪里，她就流向

哪里，太过较劲总归是没什么太多好处。同

事以为她睡着了以后屏住呼吸起身，在黑暗

里摸索着衣物穿好安静地关好门离开。她在

黑暗里睁开眼，发现卧室窗帘没有合上，从

卧室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正对面十号楼

里还未熄灭的点点亮光。她按亮手机，已经

快三点了，抓紧时间睡一会儿还能再睡五个

小时。于是她爬起来走到窗前，准备把窗帘

关好，不然六点以后刺眼的阳光就会提早晒

醒她。就在这时，她第一次看到了十号楼的

那个女人。

十号楼跟十一号楼之间的直线距离大概

有五十米，白日里并不会感到这个距离有什

么问题，没想到到了深夜，两栋楼之间的距

离近得仿佛推开窗就能跳到对面似的。夜晚

浓重的黑色抹平了一切白日间的杂色杂物，

仍然还透出光的地方便凸现出来。整栋十号

楼只还亮着四五盏灯，那个女人家的灯则

显得格外刺眼，大概是因为女人一直在灯底

下走来走去，一丝不挂。她白花花的肌肤加

倍反射着白花花的白炽灯，整个屋子都被这

一大片的白花花给填满了，白光刺透了黑夜

呼之欲出。女人除了赤身裸体之外似乎并没

什么异常，时而站在窗边晾袜子，时而走到

客厅里倒杯水，时而抓起手机不知给谁打着

深夜电话。等安珂觉察过来，她已经站在窗

边盯着这个赤身的女人看了许久。安珂把窗

帘合上关好，躺回到床上去，努力让自己睡

着，不然早上起来脸色一定没法看。

尽管独居，安珂的睡眠习惯始终很规

律，如无特别推脱不开的应酬都会在午夜

零点前收整完毕上床睡觉。自从发现了那个

赤身女人以后，安珂每晚睡前关窗帘时都会

在无意间向那个女人的窗户一侧瞥一眼。她

感到自己这样的行为不妥，即便是无意识行

为也需要控制，因此每次关窗帘的动作都越

来越利索迅速。尤其是当她发现那个女人赤

身并非偶然，而是习惯如此。时常在那么急

匆匆的一瞥里，她会看到女人正赤着身做瑜

伽、削平果、冲咖啡、吃外卖、看电视、墩

地板，哪怕在冬天里也是如此。北方的冬天

暖气足够暖，但像安珂这样身子单薄的人在

房间里还是至少要穿着棉绒睡衣的，对面的

女人看起来身子像安珂一样单薄，却在大冬

天里也感觉不到冷吗？一扇从来不挂窗帘的

落地窗，每夜晃动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在能够得以一窥的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邀

请吧。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安珂有时会

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按捺不住深夜的寂

寞，跑到对面楼上去，敲响女人的门呢。楼

层和门牌可以通过目测这扇窗户轻而易举地

计算出来。而这个女人，真的是从小的生活

习惯使然，还是确实在向外发出邀请呢。

三月里的一天晚上，安珂看到赤身女

人自己在客厅里烧起了一锅热腾腾的火锅。

火锅的雾气升腾，萦绕在整个房间里，将白

炽灯团团环绕起来，让整个房间的光亮看起

来没有那么灼目了，透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柔

和感，女人赤裸着的身体也不那么刺眼了。

安珂看得发呆，手里拉扯窗帘的动作凝了下

来。女人先是蹲在锅前面东涮涮西涮涮，随

后起身，端着一只瓷碗，站到了落地窗前。

女人捧着碗，碗中的热气不断向她脸上扑过

去，她认真地挑起碗中的食物吃着，吃着吃

着，不知是辣到了还是怎么，忽然捧着碗跳

了起来。不是一惊一乍那种愣跳，是跳着舞

的跳了起来。旋转、踮脚、颤动、回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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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摆头。舞步绝算不上优雅好看，但也不

算丑到露怯。也许她小时候还学过跳舞，芭

蕾，民族舞也有可能，在少年宫一类的地

方。她跳够了停下来，吃东西的动作也停了

下来。女人站定在落地窗前，一动不动，向

对面的楼宇望着，不知道在看什么。正对着

她的这栋十一号楼共有三十层，每层十二

户，有六户的窗户面向着她家的方向，她住

在八楼，所以理论上来讲三楼以上二十楼以

下的住家可以凭肉眼就能看到她，一共是

十八个楼层乘以六总计一百〇八户。这一百

零八户当中，有多少人看到她的此刻呢？她

此刻又到底想看到谁？安珂把窗帘拉好，躺

回到了床上，努力让自己睡着。

来到北方上大学之前，南方人安珂从来

没有吃过叫作煎饼馃子的这种食物。大学时

候她一度很喜欢吃，不管爸妈怎么唠叨她那

里面夹的炸馃子不干不净千万要少吃，她还

是忍不住每天至少吃一顿。工作以后她不再

吃了，不是觉得不体面太凑合，大概只是大

学时候吃伤着了。搬进这个小区以后，她又

开始吃了起来。因为小区里做煎饼馃子的小

伙计实在太吸引她了。同样都是摊煎饼，砸

鸡蛋，涂酱料，放馃子，折吧折吧卷起来的

工序，这个小伙子完全做出了艺术的高度。

不是他摊煎饼的手艺有多高明，只是他做起

这些事来的状态，无限接近脑子里被各种疯

狂的想法充斥着而激情爆发陷入迷狂的艺术

家或诗人。小伙计的头发永远是油腻腻的，

总是长到能遮住眼睛跟耳朵，他的脑中似乎

持续高响着动感激昂的劲舞金曲，只有他自

己能够听得见，脑袋不住随之晃动。在整个

摊煎饼馃子的工序中他高强度地调用起了全

身的能量，肢体动作幅度惊人。舀出面糊的

动作像是歌手巨星垂手谢幕，旋转出面饼仿

如功夫大师推手摆阵，砸开鸡蛋似乎傲世侠

客取下人头。吃着这样做出来的煎饼馃子，

一口连饼带薄脆馃子咽下去，仿佛服下了一

口真气。在搬离小区之前，安珂做的最后一

件事，就是赶到小伙计的煎饼馃子摊，买了

他一只煎饼馃子。小伙计一如往常地发挥稳

定，哐哐哐地把煎饼卷好递到安珂手上。安

珂吃下一口，才觉得有力气回到那辆装满了

她家具行李的金杯车上，离开这里。生活缺

了我们的，总有食物补回来。这是爸爸以前

给她做各种好吃的时常说的话。

这套公寓在过去的三年间，房租已经

涨了将近百分之五十，大大超过了安珂的

预算。安珂很喜欢这里，但也没有喜欢到要

付出超过预算百分之五十的代价来换取。生

活的河水又推着她向前走，那就继续走呗，

太过较劲……嗨，不说了吧。新住房的条件

还算不错，租金跟她的预算相符，房型不大

不小一个人住正合适，比之前的小区离公司

远了四站地，也算可以接受。其他也没什么

了。偶尔吃饱了饭，卧在沙发上，安珂会想

一会儿泰迪阿姨、七号楼阿姨、广场舞大

爷、大白奶奶、维尼熊小伙子、赤身女人和

煎饼小哥，想想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但

也就想一小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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