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春天， 我去了趟德国， 在西
部城市特罗普， 平生第一次体验
住下水管道旅馆。

在德国刚下飞机， 我就被德
国朋友汉斯开车领到贝尔纳公园
铁门前。 我不解地看着汉斯， 按
常情， 汉斯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
为我找一家舒适安静的旅馆休息
才对 ， 可他怎么领我来逛公园
了？ 难道这就是中西方待客的差
异所在吗？

看我一脸莫名的样子， 汉斯
笑着问我： “中国有下水管道旅
馆吗？ 你住过下水管道旅馆吗？”
汉斯一连串的发问， 令我张口结
舌， 目瞪口呆。 世界上还有下水
管道旅馆？ 汉斯说： “当然有 ，
德国就有。”

“这是德国第一家也是唯一
一家下水管道旅馆，” 汉斯指着
贝尔纳公园草坪上摆放着的5根
下水管道说， “很多游客都趋之
若鹜来体验住下水管道旅馆的独
特和新奇， 客房常常爆满， 为了
让你一下飞机就能住上下水管道
旅馆， 我提前一个月就在网上为

你预订了房间。” 说着， 汉斯带
我来到一根下水管道前， 口中念
了一句德语密码， 下水管道一侧
的淡黄褐色的石门就吱呀呀自动
打开了， 就像中国神话故事里的
“芝麻开门” 一样神奇。

下水管道旅馆的客房内， 陈
设简单而别致： 一块木制床板架
在两边管道壁上， 床板上铺一张
床垫 ， 一个棉布缝制的睡袋 ，
两条毛毯和两个枕头， 床头柜上
摆一盏台灯……下水管道旅馆，
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盥洗、
如厕、 照明、 厨灶等设施， 一应
俱全。

晚上， 住在由混凝土构造的
下水管道旅馆里， 非常的安静、
闲适， 而且有一种远离尘嚣、 与
世隔绝之感。 那一晚， 我睡得十
分香甜， 就像在家时一样， 忘记
了时差 。 第三天早晨 ， 汉斯来
了， 说给我找到了新旅馆。 而我
已经有点喜欢上住下水管道旅馆
了， 我说别麻烦了， 就住在这里
吧。 汉斯却说： “你没仔细看过
下水管道旅馆住宿手册吗？ 旅馆

规定每位客人最多只许连续住三
天， 三天之后必须离开。” 我惊
异于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规定，

商家不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吗 ？ 怎 么 会 放 着 钱 不 赚 ， 而
“赶” 客人离开呢？

汉斯去结账时， 对客服人员
说， 我的中国朋友在这里住得很
舒适 ， 就付给你们 100 欧元吧
……事后， 他告诉我， 在下水管
道旅馆住宿， 客人离开时， 想付
多少钱就付多少， 完全凭客人一
张嘴、 一颗心。

关于三天 “限住令”， 汉斯
这样解释： 下水管道旅馆最初的
创意者奥地利艺术家安德烈亚
斯·施特劳斯给出这样的理论依
据， 三天是人们对他自身所处环
境保持新鲜感的极限时间， 三天
后， 人的心情就会像死鱼一样开
始发臭， 会开始逐渐厌倦他所处
的环境和氛围， 所以在客人还未
厌倦这个环境氛围时， 马上赶他
离开， 能让他始终保持一种意犹
未尽的新奇感， 他才会把这种独
特、 新奇的住宿体验传递给他周
围的人， 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这里
住宿体验。

外国人有句名言： “垃圾是
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此次在德
国住下水管道旅馆的经历， 让我
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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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德德国国住住下下水水管管道道 □佟才录 文/图

唤醒心灵深处的幸福 □向建军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讴歌女性解放、 探讨男女
平等的传奇作品 《醒来的女
性》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7月出版）， 系美国著名女作
家玛丽莲·弗伦奇的力作 。 小
说出版后， 曾被译成22种语言
在全球发行 ， 累计销量达2千
万册。 而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
也获得了戛纳电影节3项提名，
是什么铸造了本书的传奇？ 是
对现实社会的精准描摹， 是作
品中所蕴育的深刻思想创造了
这种奇迹。

小说讲述的是小镇女孩米
拉的成长和婚姻故事。 这位聪
颖而独立的小女孩， 十四岁就
开始阅读尼采和潘恩的作品 ，
开学第一天就学完了全部课
本， 对于如此优异的学生， 学
校只得让她跳级。 少时的她视
知识为朋友， 每天不知疲倦地
一头扎入书海里， 刻苦地学习
着。 可她的母亲却给她灌输着
传统的持家理念， 期望着她能
在不久的将来嫁个好人家。 一
开始， 米拉还不为所动， 但环
境的制约， 以及当时主流社会
的影响， 特别是自身遭逢到几
次难言的羞辱和尴尬后， 原本
还追求个性自由的她， 在无奈
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了她
“高贵 ” 的头颅 。 成为人妇之
后 ， 她为夫君生下了两个孩
子， 也住上了大房子。 幸福来
得如此迅捷， 以至于她还没来
得及仔细分享其中的况味， 哪
知风云突变， 丈夫的中途出轨
却给了她沉重一击……面对自

己一波三折的人生命运， 离婚
后的米拉终于 “醒了 ” 过来 ，
牺牲自己的事业、 理想、 爱好
去取悦婚姻， 把一切幸福的根
源都寄托到另一半身上， 不仅
换不来梦寐以求的和谐美满 ，
而且， 这种一味的迁就， 也会
让自己无形中失去许多做人做
事的乐趣。 女人， 首先要学会
自立和自强， 这才是确保自身
婚姻幸福和美满的基础。 有了
这种认识， 米拉的心很快变得
豁达起来， 她再次拿起了久违
的书本。 虽然， 婚姻的变故磨
平了米拉性格上的棱角， 但也
让她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逢里
看到了人性的幽微。 不沉湎过
往 ， 在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 ，
靠着这种顽强的信念， 米拉很
快走出了心灵的桎梏， 终于在
充实的时日中体会到了平凡而
琐碎的幸福。

《醒来的女性 》 除了以浓
墨重彩的笔调， 刻画了米拉这
一性格鲜明的角色外， 还以立
体浮雕的方式， 多层次、 多角
度地塑造了一群上世纪三十年
代追求个性独立的女性群像 。
这些知识女性跟米拉一样， 聪
颖好学、 头脑灵活、 对自己未

来的事业和婚姻都曾寄予了很
高的期许， 但对传统观念和婚
姻生活的妥协， 却又让她们屡
屡身心俱疲伤痕累累。 玛丽莲
以洞悉人性的细微笔触， 对男
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予以了辛辣
的嘲讽和犀利的揭示， 对倡导
女性觉醒、 追求男女平等的殷
切期盼给予了充分赞许。 虽然
她所描写的是七八十年前美国
社会里女性的痛苦和挣扎， 但
作品所涵盖的深刻寓意 ， 却
极 具普世意义 ， 这或许也是
《醒来的女性 》 在历经岁月变
迁之后， 依然能撼动人们的心
灵并保持长久艺术魅力的原因
所在。

“醒了 ” 的米拉 ， 让人看
到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女性形
象。 在早已实现男女平等的今
天 ， 赏读 《醒来的女性 》， 虽
然国情不同， 但美好的期许却
是一样的， 那就是期望更多的
“米拉” 们能运用自身的智慧，
在家庭、 事业、 婚姻的多重关
系中， 既不轻易放弃自我， 又
能在求同存异中找到一种合理
的平衡， 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
时， 亦能在展现真我中去畅享
人生的惬意和欢愉。

■家庭相册

母亲的脸面 □熊荟蓉 文/图

几经搬迁， 家具更新换代多
次 ， 但一张木板床 、 一张写字
台、 一个书柜， 一直伴随着我。
这些东西， 是我的嫁妆， 是父母
留给我的生命的念想。

在我们老家， 父母若是培养
女儿读了书， 就不再为女儿结婚
生子花钱了。 我老早就知道这个
规矩， 结婚也没做丝毫指望。 反
正先生家里更穷， 谁也不会计较
谁。 我们就打算把两张单人床拼
在一块算了。

母亲知道后 流 下 了 眼 泪 ：
“哪有读书人这样不顾脸面的！”

母亲执意给我弹了六床棉
絮，置办了四套床上用品。又催促
父亲给我打家具。 这让父亲很为
难。家里新盖了房子，根本没有多
余的木料啊。 母亲拉着父亲来到
后院，用钉耙刨开棉梗堆，几截粗
壮笔直的木头就露了出来。 母亲
是如何积攒和收藏这些木料的，
我不得而知。只记得母亲说，姑娘
的嫁妆就是自己的脸面。

用这些木头， 父亲给我做了
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
就是靠这些简易的家具， 我度过
了结婚后那段最拮据的日子。

生了儿子后， 娘家抬来一只
摇窝、 一张凉床， 这于我已是喜
出望外。 当晚， 先生交给我五百
块钱， 说是母亲给的： “妈说你
的手冬天容易冻， 叫我们买个洗
衣机。”

洗衣机不是大张旗鼓抬来
的， 我就知道母亲给的钱一定是
瞒着父亲的。 娘家新建了房子，
弟弟还在读书， 父亲是没有心力
管我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这五
百元对于我们家， 可是一笔巨款
啊！ 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 从来
不管家里的收支。 她的钱从哪里
来 ？ 后来知道 ， 这其中的两百
元， 原是我给母亲治病的。 母亲
一个秋冬地咳嗽， 我给两百元要
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她医院的门
槛都没进， 硬靠着自身的免疫力
挺过来了。 还有三百元， 是她向
三个舅舅借的。 说是准备在农闲
时去给别人 “做小工” 还钱。

所谓“做小工”，就是给做房
子的人家提灰桶、挑砖、扎钢筋。
一整天忙下来，十块钱。我坚决不
让母亲干这种又脏又累的苦活，
我说：“这三百元由我来还！ ”

我开始当班主任、 写文章、
编资料、 参加各种有奖比赛。 一
年内， 我不仅还掉了舅舅的三百
元， 还攒下了两千元。 在儿子周
岁的时候， 给娘家风风光光地抬
去了一个熊猫彩色电视机。

人是在拼命挣钱中成长的，
是母亲教会了我坚强。

母亲58岁时中风， 生活不能
自理， 此后的几年， 都是跟我们
过的。 我竭尽所能对她好， 但硬
气的母亲， 心里始终是虚弱的。
她总说自己活得没有脸面了。 母
亲一直把成为别人的拖累， 看成
最没有脸面的事情。 她常说 “树
活一层皮， 人活一张脸”。

2014年农历四月十九， 母亲
停止了呼吸 。 我给她梳头 、 洗
脸、 擦身， 给她穿上缎面夹袄、
绣花布鞋， 这是我为她维护的人
间最后的脸面。

如今清明将至， 母亲的祭日
将至， 我在模糊的泪光中祈祷，
愿天上那个世界里没有疾痛， 愿
母亲在父亲的怜爱下 ， 脸面如
花、 心情如花。

———读玛丽莲·弗伦奇 《醒来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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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