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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雪封门
徐则臣

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北京的冬天就来了。冷风扒住门框往

屋里吹，门后挡风的塑料布裂开细长的口子，像只冻僵的口哨，屁大

的风都能把它吹响。行健缩在被窝里说，让它响，我就不信首都的冬

天能他妈的冻死人。我就把图钉和马夹袋放下，爬上床。风进屋里吹

小口哨，风在屋外吹大口哨，我在被窝里闭上眼，看见黑色的西北风

如同洪水卷过屋顶，宝来的小木凳被风拉倒，从屋顶的这头拖到那头，

就算在大风里，我也能听见木凳拖地的声音，像一个胖子穿着四十一

码的硬跟皮鞋从屋顶上走过。宝来被送回花街那天，我把那双万里牌

皮鞋递给他爸，他爸拎着鞋对着行李袋比划一下，准确地扔进门旁的

垃圾桶里：都破成了这样。那只小木凳也是宝来的，他走后就一直留

在屋顶上，被风从那头刮到这头，再刮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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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爬上屋顶想把凳子拿下来。一夜北风掘地三尺，

屋顶上比水洗过还干净。经年的尘土和杂物都不见了，沥青浇过的地

面露出来。凳子卡在屋顶东南角，我费力地拽出来，吹掉上面看不见

的尘灰坐上去。天也被吹干净了，像安静的湖面。我的脑袋突然开始

疼，果然，一群鸽子从南边兜着圈子飞过来，鸽哨声如十一面铜锣在

远处敲响。我在屋顶上喊：

“它们来了！”

他们俩一边伸着棉袄袖子一边往屋顶上爬，嘴里各叼一只弹弓。

他们觉得大冬天最快活的莫过于抱着炉子煲鸡吃，比鸡味道更好的是

鸽子。“大补，”米箩说。“滋阴壮阳，要怀孕的娘们儿只要吃够九十九

只鸽子，一准生儿子。”男人吃够了九十九只，就是钻进女人堆里，出

来也还是一条好汉。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理论。不到一个月，他们

俩已经打下五只鸽子。

我不讨厌鸽子，讨厌的是鸽哨。那种陈旧的变成昏黄色的明晃晃

的声音，一圈一圈地绕着我脑袋转，越转越快，越转越紧，像紧箍咒

直往我脑仁里扎。神经衰弱也像紧箍咒，转着圈子勒紧我的头。它们

有相似的频率和振幅，听见鸽哨我立马感到神经衰弱加重了，头疼得

想撞墙。如果我是一只鸽子，不幸跟它们一起转圈飞，我肯定要疯掉。

“你当不成鸽子。”行健说，“你就管掐指一算，看它们什么时候飞

过来，我和米箩负责把它们弄下来。”

那不是算，是感觉。像书上讲的蝙蝠接收的超声波一样，鸽哨大

老远就能跟我的神经衰弱合上拍。那天早上鸽子们的头脑肯定也坏了，

围着我们屋顶翻来覆去地转圈飞。飞又不靠近飞，绕大圈子，都在弹

弓射程之外，让行健和米箩气得跳脚。他们光着脚只穿条秋裤，嘴唇

冻得乌青。他们把所有石子都打光了，骂骂咧咧下了屋顶，钻回热被

窝。我在屋顶上来回跑，骂那些浑蛋鸽子。没用，人家根本不听你的，

我不讨厌鸽子，讨厌的是鸽哨。那种陈旧的变成

昏黄色的明晃晃的声音，一圈一圈地绕着我脑袋转，

越转越快，越转越紧，像紧箍咒直往我脑仁里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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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绕圈子还怎么绕。以我丰富的神经衰弱经验，这时候能止住头

疼的最好办法，除了吃药就是跑步。我决定跑步。难得北京的空气如

此之好，不跑浪费了。

到了地上，发现和鸽子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们其实并非绕着

我们的屋顶转圈，而是围着附近的几条巷子飞。狗日的，我要把你们

彻底赶走。这个场景一定相当怪诞：一个人在北京西郊的巷子里奔跑，

嘴里冒着白气，头顶上是鸽群；他边跑边对着天空大喊大叫。我跑了

至少一刻钟，一只鸽子也没能赶走。它们起起落落，依然在那个巨大

的圆形轨道上。它们并非不怕我，我在地上张牙舞爪地比画，它们就

飞得更快更高。所以，这个场景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群鸽子被我追着跑。

然后我身后出现了一个晨跑者。

那个白净瘦小的年轻人像个初中生，起码比我要小。他低着头跟

在我身后，头发支棱着，简直就是图画里的雷震子的弟弟。此人和我

同一步调，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恒定不变的

距离，八米左右。他的路线和我也高度一致。在第三个人看来，我们

俩是在一块追鸽子。如果在跑道上，即使身后有三五十人跟着你也不

会在意，但在这冷飕飕的巷子里，就这么一个人跟在你屁股后头，你

也会觉得不爽，比三五十人捆在一起还让你不爽。那感觉很怪异，如

同你在被追赶、被模仿、被威胁，甚至被取笑，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不洁感。反正我不喜欢，但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让我觉得，这家伙也

不容易，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如果我猜得不错，他那小身板也就够跑

两千米，多五十米都得倒下。他要执意像个影子粘在我身后，我完全

可以拖垮他。但我停了下来。跑一阵子脑袋就舒服了。过一阵子脑袋

又不舒服了。所以我自己也摸不透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撒腿就跑。

第二天，我从屋顶上下来。那群鸽子从南边飞过来了，我得提前

把它们赶走。行健和米箩嫌冷，不愿意从热被窝里出来。我迎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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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一路嗷嗷地叫。它们掉头往回飞，然后我觉得大脑皮层上出现了

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如果你得过神经衰弱，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我

们的神经如此脆弱，头疼的时候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像发生在我们的脑

门上。我扭回头又看见昨天的那个初中生。他穿着滑雪衫，头发变得

像张雨生那样柔软，在风里颠动飘拂。我把鸽子赶到七条巷子以南，

停下来，看着他从我身边跑过。他跟着鸽群一路往南跑。

行健和米箩又打下两只鸽子。它们像失事的三叉戟一样一头栽下

来，在冰凉的水泥路面上撞歪了嘴。煮熟的鸽子味道的确很好，在大

冬天玻璃一样清冽的空气里，香味也可以飘到五十米开外；我从吃到

的细细的鸽子脖还有喝到的鸽子汤里得出结论，胜过鸡汤起码两倍。

天冷了，鸽子身上聚满了脂肪和肉。

如果我是鸽子，牺牲了那么多同胞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往那个屋

顶附近凑；可是鸽子不是我，每天总要飞过来那么一两回。我把赶鸽

子当成了锻炼，跑啊跑，正好治神经衰弱。反正我白天没事。第三次

见到那个初中生，他不是跟在我后头，而是堵在我眼前；我拐进驴肉

火烧店的那条巷子，一个小个子攥着拳头，最大限度地贴到我跟前。

“你看见我的鸽子了吗？”他说南方咬着舌头的普通话。看得出

来，他很想把自己弄得凶狠一点儿。

“你的鸽子？”我明白了。我往天上指，那群鸽子快把我吵死了。

“我的鸽子又少了两只！”

“要是我的头疼好不了，我把它们追到越南去！”

“我的鸽子又少了两只。”

“所以你就跟着我？”

“我见过你。”他看着我，突然有些难为情。“在花川广场门口，我

看见那胖子被人打了。”

如果我是鸽子，牺牲了那么多同胞以后，我绝对

不会再往那个屋顶附近凑；可是鸽子不是我，每天总

要飞过来那么一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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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胖子是宝来。宝来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在酒吧门口被

几个混混打坏了脑袋，成了傻子，被他爸带回了老家。他说的花川广

场是个酒吧，这辈子我也不打算再进去。

“我帮不了你们，”他又说，“自行车腿坏了，车笼子里装满鸽子。

我只能帮你们喊人。我对过路的人喊，打架了，要出人命啦，快来救

人啊。”

我一点儿想不起听过这样咬着舌头的普通话。不过我记得当时好

像是闻到过一股热烘烘的鸡屎味，原来是鸽子。他这小身板的确帮不

了我们。

“你养鸽子？”

“我放鸽子。”他说，“你要没看见——那我先走了。”

走了好，要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少了的七只鸽子。七只，

我想像我们三个人又吃又喝打着饱嗝，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接下来的几天，在屋顶上看见鸽群飞来，我不再叫醒行健和米箩；

我追着鸽群跑步时，身后也不再有人尾随。我知道我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不安，反倒不那么反感鸽哨的

声音了。走在大街上，对所有长羽毛的、能飞的东西都敏感起来，电

线上挂了个塑料袋我也会盯着看上半天。

有天中午我去洪三万那里拿墨水，经过中关村大街，看见一群鸽

子在当代商城门前的人行道上蹦来蹦去，那鸽子看着眼熟。已经天寒

地冻，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还在和鸽子玩，还有一对对情侣，露着通

红的腮帮子跟鸽子合影。这个我懂，你买一袋鸽粮喂它们，你就可以

和每一只鸽子照一张相。我在欢快的人和鸽子群里看见一个人冰锅冷

灶地坐着，缩着脑袋，脖子几乎完全顿进了大衣领子里。这个冬天的

确很冷，阳光像害了病一样虚弱。他的头发柔顺，他的个头小，脸白

净，鼻尖上挂着一滴清水鼻涕。我走到他面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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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鸽粮。”

“是你呀！”他站起来，大衣扣子挂掉了四袋鸽粮。

很小的透明塑料袋，装着八十到一百粒左右的麦粒，一块五一袋。

我帮他捡起来。旁边是他的自行车和两个鸽子笼，落满鸽子粪的飞鸽

牌旧自行车靠花墙倚着，果然没腿。他放的是广场鸽。我给每一只鸽

子免费喂了两粒粮食。他把马扎让给我，自己铺了张报纸坐在钢筋焊

成的鸽子笼上。

“鸽子越来越少了。”他说，又把脖子往大衣里顿了顿。

“你冷？”

“鸽子也冷。”

这个叫林慧聪的南方人，竟然比我还大两岁，家快远到了中国的

最南端。去年高考，作文写走了题，连专科也没考上。当然在他们那

里，能考上专科已经很好了。考的是材料加半命题作文。材料是，一

人一年载三棵树，一座山需要十万棵树，一个春天至少需要十三亿棵

树，云云。挺诗意。题目是《如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

写《如果大雪封门》。说实话，他们那里的阅卷老师很多人一辈子都没

看见过雪长什么样，更想像不出什么是大雪封门。他洋洋洒洒地将种

树和大雪写到了一起，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逻辑。在阅卷老师看来，

走题走大了。一百五十分的卷子，他对半都没考到。

父亲问他：“怎么说？”

他说：“我去北京。”

在中国，你如果问别人想去哪里，半数以上会告诉你，北京。林

慧聪也想去，他去北京不是想看天安门，而是想看到了冬天下大雪是

什么样子。他想去北京也是因为他叔叔在北京。很多年前林家老二用

刀捅了人，以为出了人命，吓得当夜扒火车来了北京。他是个养殖员，

在中国，你如果问别人想去哪里，半数以上会告

诉你，北京。林慧聪也想去，他去北京不是想看天安

门，而是想看到了冬天下大雪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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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跟别人斗鸡斗红了眼，顺手把刀子拔出来了。来了就没回去，偶

尔寄点钱回去，让家里人都以为他发大了。林慧聪他爹自豪地说，那

好，投奔你二叔，你也能过上北京的好日子。他就买了张火车站票到

了北京，下车脱掉鞋，看见脚肿得像两条难看的大面包。

二叔没有想像中那样西装革履地来接他，穿得甚至比老家人还随

意，衣服上有星星点点可疑的灰白点子。林慧聪出溜两下鼻子，问：

“还是鸡屎？”

“不，鸽屎！”二叔吐口唾沫到手指上，细心地擦掉老头衫上的一

粒鸽子屎，“这玩意儿干净！”

林家老二在北京干过不少杂活，发现还是老本行最可靠，由养鸡

变成了养鸽子的。不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运，弄到了放广场鸽的差事。

他负责养鸽子，定时定点往北京的各个公共场所和景点送，供市民和

游客赏玩。这事看上去不起眼，其实挺有赚头，公益事业，上面要给

他钱的。此外你可以创收，一袋鸽粮一块五，卖多少都是你的。鸽子

太多他忙不过来，侄儿来了正好，他给他两笼，别的不管，他只拿鸽

粮的提成，一袋他拿五毛，剩下都归慧聪。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慧聪自

己管。

“管得了么？”我问他。我知道在北京自己管自己的人绝大部分都

管不好。

“凑合。”他说，“就是有点儿冷。”

冬天的太阳下得快，光线一软人就开始往家跑。的确是冷，人越

来越少，显得鸽子就越来越多。慧聪决定收摊，对着鸽子吹了一曲别

扭的口哨，鸽子踱着方步往笼子前靠，它们的脖子也缩起来。

慧聪住七条巷子以南。那房子说凑合是抬举它了，暖气不行。也

是平房，房东是个抠门的老太太，自己房间里生了个煤球炉，一天到

晚抱着炉子过日子。她暖和了就不管房客，想起来才往暖气炉子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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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想不起来拉倒。慧聪经常半夜迷迷糊糊摸到暖气片，冰得人突然

就清醒了。他提过意见，老太太说，知足吧你，鸽子的房租我一分没

要你！慧聪说，鸽子不住屋里啊。院子也是我家的，老太太说，要按

人头算，每个月你都欠我上万块钱。慧聪立马不敢吭声了。这一群鸽

子，每只鸽子每晚咕哝两声，一夜下来，也像一群人说了通宵的悄悄

话，吵也吵死了。老太太不找碴算不错了。

“我就是怕冷。”慧聪为自己是个怕冷的南方人难为情，“我就盼着

能下一场大雪。”

大雪总会下的。天气预报说了，最近一股西伯利亚寒流将要进京。

不过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大部分时候你也搞不清他们究竟在说哪个

地方。但我还是坚定地告诉他，大雪总要下的。不下雪的冬天叫什么

冬天。

完全是出于同情，回到住处我和行健、米箩说起慧聪，问他们，

是不是可以让他和我们一起住。我们屋里的暖气好，房东是个修自行

车的，好几口烧酒，我们就隔三差五送瓶“小二”给他，弄得他把我

们当成亲戚，暖气烧得不遗余力。有时候我们懒得出去吃饭，他还会

把自己的煤球炉借给我们，七只鸽子都是在他的炉子上煮熟的。

“好是好，”米箩说，“他要知道我们吃了他七只鸽子怎么办？”

“管他！”行健说，“让他来，房租交上来咱们买酒喝。还有，总

得给两只鸽子啥的做见面礼吧？”

我屁颠屁颠到七条巷子以南。慧聪很想和我们一起住，但他无论

如何舍不得鸽子，他情愿送我们一只老母鸡。我告诉他，我们三个都

是打小广告的。小广告你知道吗？就是在纸上、墙上、马路牙子上和

电线杆子上印上一个电话，如果你需要假毕业证、驾驶证、记者证、

停车证、身份证、结婚证、护照以及这世上可能存在的所有证件，拨

打这个电话，洪三万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电话号码是洪三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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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三万是我姑父，办假证的，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刻在一块山芋上或者

萝卜上，一手拿着山芋或者萝卜，一手拿着浸了墨水的海绵，印一下

墨水往纸上、墙上、马路牙子上和电线杆上盖一个戳。有事找洪三万

去。宝来被打坏头脑之前，和我一样都是给我姑父打广告的。行健和

米箩也干这个，老板是陈兴多。

“我知道你们干这个，昼伏夜出。”慧聪不觉得这职业有什么不妥。

“我还知道你们经常爬到屋顶上打牌。”

没错，我们晚上出去打广告，因为安全；白天睡大觉，无聊得只

好打牌。我帮着慧聪把被褥往我们屋里搬，他睡宝来那张床。随行李

他还带来一只褪了毛的鸡。那天中午，行健和米箩围着炉子，看着滚

沸的鸡汤吞咽口水，我和慧聪在门外重新给鸽子们搭窝。很简单，一

排铺了枯草和棉花的木盒子，门打开，它们进去，关上，它们老老实

实地睡觉。鸽子们像我们一样住集体宿舍，三四只鸽子一间屋。我们

找了一些石棉瓦、硬纸箱和布头把鸽子房包挡起来，防风又保暖。要

是四面透风，鸽子房等于冰箱。

那只鸡是我们的牙祭，配上我在杂货店买的两瓶二锅头，汤汤水

水下去后我有点晕，行健和米箩有点燥，慧聪有点热。我想睡觉，行

健和米箩想找女人，慧聪要到屋顶上吹一吹。他很多次看过我们在屋

顶上打牌。

风把屋顶上的天吹得很大，烧暖气的几根烟囱在远处冒烟，被风

扯开来像几把巨大的扫帚。行健和米箩对屋顶上挥挥手，诡异地出了

门。他们俩肯定会把省下的那点钱用在某个肥白的身子上。

“我一直想到你们的屋顶上，”慧聪踩着宝来的凳子让自己站得更

高，悠远地四处张望。“你们扔掉一张牌，抬个头就能看见北京。”

我跟他说，其实这地方没什么好看的，除了高楼就是大厦，跟咱

们屁关系没有。我还跟他说，穿行在远处那些楼群丛林里时，我感觉

我跟他说，其实这地方没什么好看的，除了高楼

就是大厦，跟咱们屁关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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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走在老家的运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不露头，踩着水晕晕乎乎往

前走。

“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你能想像那会有多壮观吗？”

说话时慧聪辅以宏伟的手势，基本上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

瞬了。

他又回到他的“大雪封门”了。让我动用一下想像力，如果大雪

包裹了北京，此刻站在屋顶上我能看见什么呢？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

地真干净，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

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

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

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

“下了大雪你想干什么？”他问。

不知道。我见过雪，也见过大雪，在过去很多个大雪天里我都无

所事事，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我要踩着厚厚的大雪，咯吱咯吱把北京城走遍。”

几只鸽子从院子里起飞，跟着哗啦啦一片都飞起来。超声波一般

的声音又来了。“能把鸽哨摘了么？”我抱着脑袋问。

“这就摘。”慧聪准备从屋顶上下去。“带鸽哨是为了防止小鸽子出

门找不到家。”

训练鸽子习惯新家，花了慧聪好几天时间。他就用他不成调的口

哨把一切顺利搞定了。没了鸽哨我还是很喜欢鸽子的，每天看它们起

起落落觉得挺喜庆，好像身边多了一群朋友。但是鸽子隔三差五在少。

我弄不清原因，附近没有鸽群，不存在被拐跑的可能。我也没看见行

健和米箩明目张胆地射杀过，他们的弹弓放在哪我很清楚。不过这事

也说不好。我和他们俩替不同的老板干活，时间总会岔开，背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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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什么我没法知道；而且，上次他们俩诡秘地出门找了一趟女人之

后，就结成了更加牢靠的联盟，说话时习惯了你唱我和。慧聪说他懂，

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还有一起嫖过娼的，会成铁哥们儿。

好吧，那他们搞到鸽子到哪里煮了吃呢？

慧聪不主张瞎猜，一间屋里住的，乱猜疑伤和气。行健和米箩也

一本正经地跟我保证，除了那七只，他们绝对没有对第八只下过手。

我和慧聪又追着鸽子跑。锻炼身体又保护小动物，完全是两个环

保实践者。我们俩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鸽子还在少，雪

还没有下。白天他去各个广场和景点放鸽子，晚上我去马路边和小区

里打小广告，出门之前和回来之后都要清点一遍鸽子。数目对上了，

很高兴，仿佛逃过了劫难；少了一只，我们就闷不吭声，如同给那只

失踪的鸽子致哀。致过哀，慧聪会冷不丁冒出一句：

“都怪鸽子营养价值高。我刚接手叔叔就说，总有人惦记鸽子。”

可是我们没办法，被惦记上了就防不胜防。你不能晚上抱着鸽

子睡。

西伯利亚寒流来的那天晚上，风刮到了七级。我和行健、米箩都

没法出门干活，决定在屋里摆一桌小酒乐呵一下。石头剪刀布，买酒

的买酒，买菜的买菜，买驴肉火烧的买驴肉火烧；我们在炉子上炖了

一大锅牛肉白菜，四个人围炉一直喝到凌晨一点。我们根据风吹门后

的哨响来判断外面的寒冷程度。门外的北京一夜风声雷动，夹杂着无

数东西碰撞的声音。我们喝多了，觉得世界真乱。

第二天一早慧聪先起，出了屋很快进来，拎着四只鸽子到我们床

前，苦一张小脸都快哭了。四只鸽子，硬邦邦地死在它们的小房间前。

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出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出来以后木盒子的门是如何

关上的。喝酒之前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鸽子房，确信即使把这些

鸽子房原封不动地端到西伯利亚，鸽子也会暖和和地活下来的。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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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们的确冻死了，死前啄过很多次木板小门，临死时把嘴插进了翅

膀的羽毛里。

“你听见他们起夜没？”我问慧聪。

“我喝多了。睡得跟死了一样。”

我也是。我担保行健和米箩也睡死了，他们俩的酒量在那儿。那

只能说这四只鸽子命短。扔了可惜，米箩建议卖给我们煮了吃。我赶

紧摆手，那几只鸽子我都认识，如果它们有名字，我一定能随口叫出

来，哪吃得下。慧聪更吃不下，他把鸽子递给行健和米箩，说随你们，

别让我看见。然后走到院子里，蹲在鸽子房前，伸头看看，再抬头望

望天。

拖拖拉拉吃完了早饭，已经十点半，慧聪驮着他的两笼鸽子去西

直门。行健对米箩斜了一下眼，两人把死鸽子装进塑料袋，拎着出了

门。我远远地跟上去。我知道西郊很大，我自以为跑过了很多街巷，

但跟着他们俩，我才知道我所知道的西郊只是西郊极小的一部分。北

京有多大，北京的西郊就有多大。

拐了很多弯，在一条陌生的巷子里，行健敲响了一扇临街的小门。

这是破旧的四合院正门边上的一个小门，一个年轻的女人侧着半个身

子探出门来，头发蓬乱，垂下来的卷发遮住了半张白脸。她那件太阳

红的贴身毛衣把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地举在胸前。她接过塑料袋放到地

上，左胳膊揽着行健，右胳膊揽着米箩，把他们摁到自己的胸前，摁

完了，拍拍他们的脸，冷得搓了两下胳膊，关上了门。我躲到公共厕

所的墙后面，等行健和米箩走过去才出来。他们俩在争论，然后相互

对击了一下掌。

我对他们俩送鸽子的地方的印象是，墙高，门窄小，墙后的平房

露出一部分房顶，黑色的瓦楞里两丛枯草抱着身子在风里摇摆。听不

见自然界之外的任何声音。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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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鸽子是怎么少的。早上出门前过数，晚上睡觉前也过

数，在两次过数之间，鸽子一只接一只地失踪了。我挑不出行健和米

箩什么毛病，鸽子的失踪看上去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他们甚至把弹

弓摆在谁都看得见的地方。宝来在的时候他们就不爱带我们俩玩，现

在基本上也这样，他们俩一起出门，一起谈理想、发财、女人等宏大

的话题。我在屋顶上偶尔会看见他们俩从一条巷子拐到另外一条巷子，

曲曲折折地走到很远的地方。当然，他们是否敲响那扇小门，我看不

见。看不见的事不能乱猜。

鸽子的失踪慧聪无计可施。“要是能揣进口袋里就好了，”他坐在

屋顶上跟我说，“走到哪我都知道它们在。”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越

来越少是必然的，这让他满怀焦虑。他二叔已经知道了这情况，拉下

一张公事公办的脸，警告他就算把鸽子交回去，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数。

什么叫个差不多的数呢？就眼下的鸽子数量，慧聪觉得已经相当接近

那个危险而又精确的概数了。“我的要求不高，”慧聪说，“能让我来得

及看见一场大雪就行。”当时我们头顶上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西伯利

亚的寒流把所有脏东西都带走了，新的污染还没来及重新布满天空。

天气预报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大雪的事呢。一次说不准，多说几次

总可以吧。

可是鸽子继续丢，大雪迟迟不来。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比较稀罕，

至今一场像样的雪都没下。慧聪为了保护鸽子几近寝食难安，白天鸽

子放出去，常邀我一起跟着跑，一直跟到它们飞回来。夜间他通常醒

两次，凌晨一点半一次，五点一次，到院子看鸽子们是否安全。就算

这样，鸽子还是在丢。与危险的数目如此接近，行健和米箩都看不下

去了，夜里起来撒尿也会帮他留一下心。他们劝慧聪想开点儿，不就

几只鸽子嘛，让你二叔收回去吧，没路走跟我们混，哪里黄土不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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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北京，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

慧聪说：“你们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们；我从南方以南来。”

终于，一月将尽的某个上午，我跑完步刚进屋，行健戴着收音机

的耳塞对我大声说：“告诉那个林慧聪，要来大雪，傍晚就到。”

“真的假的，气象台这么说的？”

“国家气象台、北京气象台还有一堆气象专家，都这么说。”

我出门立马觉得天阴下来，铅灰色的云在发酵。看什么都觉得是

大雪的前兆。我在当代商城门前找到慧聪时，他二叔也在。林家老二

挺着啤酒肚，大衣的领子上围着一圈动物的毛。“不能干就回家！”林

家老二两手插在大衣兜里，说话像个乡镇干部。“首都跟咱老家不一样，

这里讲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慧聪低着脑袋，因为早上起来没来及

梳理头发，又像雷震子一样一丛丛站着。他都快哭了。

“专家说了，有大雪。”我凑到他跟前。“绝对可靠。两袋鸽粮。”

慧聪看看天，对他二叔说：“再给我两天。就两天。”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二锅头和鸭脖子。一定要坐着看雪如何从北京

的天空上落下来。我们喝到十二点，慧聪跑出去五趟，一粒雪星子都

没看见。夜空看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然后我们就睡了。醒来已经

上午十点，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我推了一下门，没推动，

再推，还不行，猛用了一下劲儿，天地全白，门前的积雪到了膝盖。

我对他们三个喊：

“快，快，大雪封门！”

慧聪穿着裤衩从被窝里跳出来，赤脚踏入积雪。他用变了调的方

言嗷嗷乱叫。鸽子在院子里和屋顶上翻飞。这样的天，麻雀和鸽子都

该待在窝里哪也不去的。这群鸽子不，一刻也不闲着，能落的地方都

落，能挠的地方都挠，就是它们把我们的房门抓得嗤嗤啦啦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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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鸽子歪着脑袋靠在窝边，大雪盖住了木盒子。它们俩死了，

不像冻死，也不像饿死，更不像窒息死。行健说，这两只鸽子归他，

晚上的酒菜也归他。我们要庆祝一下北京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收

音机里就这么说的，这一夜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落下了三十年来最

大的一场雪。

简单地垫了肚子，我和慧聪爬到屋顶上。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我想

像的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高楼上的玻璃依

然闪着含混的光。但慧聪对此十分满意，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

庄严，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

雪浪花。他团起一颗雪球一点点咬，一边吃一边说：

“这就是雪。这就是雪。”

行健和米箩从院子里出来，在积雪中曲折地往远处走。鸽子在我

们头顶上转着圈子飞，我替慧聪数过了，现在还勉强可以交给他叔叔，

再少就说不过去了。我们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脚下的新雪蓬松温暖。

我告诉慧聪，宝来一直说要在屋顶上打牌打到雪落满一地。他没等到

下雪，不知道他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打牌。

我也搞不清在屋顶上待了多久，反正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那会

儿行健和米箩刚走进院子。我们从屋顶上下来，看见行健拎着那个装

着死鸽子的塑料袋。

“妈的她回老家了。”他说，脚对着墙跟一阵猛踹，塑料袋哗啦啦

直响。“他妈的回老家等死了！”

米箩从他手里接过塑料袋，摸出根烟点上，说：“我找个地方把鸽

子埋了。”

2011-12-17，知春里

载《收获》2012 年 5 期

舅舅的花园.indd   15 2015-8-18   11:5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