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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善被囚禁在楼顶（3）

责编:郭晓芸 责校:从菲 热线:

邓小平决定写一封信（13）

B07

如果世界末日来临， 只能带一种
动物上诺亚方舟———马、 老虎、 孔雀、
羊， 你会选择哪一种？

荒芜的天空。
大团泼墨般的浓密云层间， 一架

不知是波音还是空客的飞机飞过。 引
擎与高空气流的摩擦声， 宛如深夜悬
崖边的海浪， 穿越三万英尺将她唤醒。

崔善躺倒在坚硬的地上， 面对不
毛之地。

天空的界限， 是一堵黑色墙壁，
笼罩刺眼的灰白光晕。 颈椎深处摩擦
的 “咯吱” 声。 接近一百八十度的旋
转间， 最终被一道直线切断———还是
黑色水泥墙。 两道高墙之间， 宛如长
长甬道。 手肘撑着地面抬起， 天空像
一幅卷轴铺展， 露出深色画框。

她在一个凹字形的世界里。
喉咙发出喘息， 细细的女声。 深

呼吸， 胸口有一对突出物， 有节奏地
起伏， 肩上有柔软的长发， 还有两腿
之间的耻骨。

背后依然是墙， 铅灰色的乌云下，
四堵墙连接封闭在一起， 从 “凹” 变
成“口”， 如镶嵌在黑框中的照片， 想
象一下追悼会上的黑白遗像。

没有耳环， 没有镯子， 左手无名
指上也不见戒痕， 只有一条合金项链。
沿着链条摸到坠子， 一枚施华洛士奇
水晶天鹅， 轻巧得几乎没感到分量。

脚指头可以动了， 小猫似的脚踝，
光滑的小腿肚子， 还有……她穿着齐
膝的裙子， 仅有一只脚上有鞋子。

高跟鞋 ， 七厘米的， 红色底 ，
Christian� Louboutin。 脚踝有些擦伤 ，
胳膊也有刚结疤的伤口。

左手伸进裙子……内裤还在， 并且
完好， 不像被人匆忙穿上的样子， 泪水
沿着脸颊坠落到手背， 眼睛后面某根神
经剧痛， 像牙医用机器钻你的龋齿。

找到另一只鞋子前， 她赤着双脚，
扶着粗糙的水泥墙， 遍地灰尘与鸟粪，
孤独的天井……这是个口袋， 近乎标

准的长方形， 左右两道长边， 前后
两道短边， 加上坚硬的地面， 酷似
敞开盖子的棺材。

墙角下有几株茂盛的石榴， 灌
木般的树丛， 簇拥着火红的花朵。
数蓬一人多高的蒿草， 疯长到邪恶
的藤蔓， 结成杂乱干燥的土块。 夕
阳像舞台追光， 越过高墙直射双眼，
以及妖艳的石榴花。

正对她的墙顶， 落日的方向，
露出一小截高层住宅楼， 这种楼通
常在三十层左右———匪夷所思， 仅
隔着一堵墙， 却只能看到它最顶上
几层。 反方向更远处， 看到两栋玻
璃幕墙的大厦， 虽然只有一小部分，
但估计有四五十层。 耳边响彻各种
噪音， 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 似
从遥远地底传来……

她被囚禁在大概二十层高的楼
顶。

天井， 其实是空中花园， 只是
看来荒废了很久。 花园被四堵高不
可及的墙包围着， 除了没有屋顶，
跟监狱毫无区别。 好歹监狱还有门
窗， 这里却什么都没有———我是怎
么来到这里的？ 崔善困惑地仰望云
层， 想象一个女人从天而降。

一整天， 她尝试了各种逃生方
法， 但每面墙起码三米多高， 踮着
脚尖伸直手， 也仅够着一半。 崔善
不矮， 双腿与胳膊修长， 光着脚也
在一米六五。 南侧那堵水泥墙壁，
跟其他三面墙略微不同， 颜色浅些，
用力敲打感觉更厚实。 墙角有小小
的落水口。 用脚步丈量这座监狱：
长十米， 宽不到四米， 标准的长方
形。 最简单的算数乘一下， 将近四
十平方米。

脑后肿着块大包， 稍微触摸都
很疼。 打结的头发凝固着血迹。 崔
善判断自己是被人从墙上扔下来
的， 不巧后脑勺撞在坚硬的水泥地
上……

找不到镜子， 一小块水洼也没
有， 看不到自己的脸。 她伸出细长
指尖， 触摸面孔轮廓， 双眼皮， 眉
眼间距离适中， 鼻梁不高不矮， 窄
窄地垂在人中上。 嘴唇较薄， 因缺
水开裂 。 颌骨与下巴的感觉很自
然， 没整过容。 皮肤还算光滑， 想
必用过很多护肤品， 手指上抹出一
层淡淡的粉。 白皙的胳膊与胸脯，
擦满灰尘与污垢， 披头散发， 很像
女神……经病。

她的腰挺细的， 肚子略有赘肉，
估计体重五十公斤， 还会继续瘦下
去。 黑色小碎花无袖裙， 裸露双肩
与膝盖以下部位， V 字领扯到胸口，
藏着结实的 B 罩杯。 她脱光衣服，
想找到某种特别印记。 很幸运， 腰
上没有取肾的伤疤， 肚子没有妊娠
纹， 更无剖腹产的刀口。

崔善相信自己的子宫中， 仍有
个小小的胚胎， 像小螺蛳那么大。

但是， 左手上臂的皮肤表面，
依稀有几处微弱的红点， 仔细看像
是针眼。

是否遭遇过性侵犯？
（明日关注： 捕鸟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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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办在矿院要办一场演出，从我这里借鼓，然后我
们花了 120 元租了辆卡车给他送过去。 我们没有鼓箱，
就是放到卡车上拉过去的， 那个活动的主办单位写的
是：西安摇滚国际协力事业团，西安摇滚普及办公室，矿
院学生会。

赵鸥为 “摇普办” 打开了国际摇滚事业交流的渠
道。

那时， 赵鸥的外教叫一濑先生， 退休后来外院教
书，并送给外院一辆大红色的三菱越野车。 他的儿子一
濑哲有一次来中国看他老爹，从赵鸥那里听说了西安摇
滚普及办公室，非常感兴趣，他决定回国告诉高泽。于是
西安摇滚国际协力事业团对应浦和市民联合，而西安摇
滚普及办公室和浦和摇滚中心对口。

在一濑哲的提议下，我们决定中日双方为摇滚普及
共同做一些事情。 具体事情由高泽决定，浦和市民联合
动员浦和市民积极响应和支持。

我在大方向上同意了这件事，很快，高泽就来中国
了。 由于外院外事办住满了，高泽住到了陕师大的外事
招待所。

由于我的日语很不好，基本开不了口，所以把日语
系 91 级的李格和马亚斌带上当翻译， 他们俩是班上的
好学生，是我们发展的青年办员。

高泽后来说对这次会谈非常不舒服，感觉到我们可
能就是一群爱好摇滚的小鬼。 而且觉得我有些高傲，像
跟他在商业谈判。

直到第二次和我交谈，他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这个
所谓的第二次，就是第二天我觉得要去看看高泽，就拎
了录音机和几盘磁带去师大找他。我们两个在没有翻译
的情况下，我通过只言片语、日语混合英语，又在纸上写
写画画， 并听着我放的经典摇滚乐———他当然都知道，
有待给我录的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一切激起了高泽的
共鸣。 我也讲述了中国以往的学生运动，我们在思想上
得到高度统一。

于是，高泽决定在西安举办长泽广的演唱会，时间
安排在一年后。 浦和市民联合准备用一年时间进行准
备，赵鸥是“摇普办”对日的窗口。

对外摇滚交流（15）

邓小平尽管心里早有发生大事的
准备， 但一时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下子站了起来， 声音有些发抖地说，
贺平， 你再说一遍。

邓榕激动地抱着父亲的脖子， 凑
近他耳边说： “老爷子， 贺平是说，
中央昨天把江青他们抓起来了。 ‘四
人帮’ 被粉碎了！”

小小的卫生间顿时沸腾了， 孩子
们都兴奋地跳了起来， 卓琳的眼眶里
充盈着泪水。

邓小平也激动了， 右手在口袋里
不断地摸索着。 卓琳知道他在找火柴，
便替他从口袋里拿出火柴， 准备给他
点烟。 邓小平接过火柴盒， 信步从卫
生间走了出来。 邓小平走了几步， 又走
了几步， 手不再微微发抖。 他取出一根
火柴棒平静地划了一下， 凑到嘴边点着
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在沙发上坐下。

他望着空中， 一字一顿地说了一
句话： 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这是他在全家欢乐的气氛中所说
的唯一的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的准确
性是实实在在的， 要是 “四人帮” 真

的上台全面执政， 死命把中国往“无
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这条
道路上推， 邓小平最后的命运很可能
就如刘少奇一样， 那是无法想象的一
幕。

当代中国的这个命运拐点， 真
是千钧一发、 命悬一线， 一想起就
让人惊心动魄。

当然， 对邓小平晚年的命运而
言 ， 事情还远远不止于 “安度晚
年”， 而这点是邓小平本人当时也完
全没有想到的。

邓小平决定写一封信。 已经进
入秋天的北京， 迎来了一年之中难
得的雨季。

这些天， 邓小平一直把自己关
在书房里， 专心地写这封信。 卓琳
熟悉邓小平的习惯， 除了照顾他的
饮食外， 尽量不去打扰丈夫。 她知
道她那位 “老兄” 的这封信， 是写
给华主席与党中央的， 非同小可。

那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华主席、 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

对 “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斗争， 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 这样一
个关键时刻， 紧接着发生的。 以国
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战胜了这批
坏蛋，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同全
国人民一样， 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
利， 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那天， 邓小平写到这里的时候，
心情有些激动， 便站了起来， 点燃
一根烟， 在屋里来回踱步。

他想到了很多， 甚至想到了自
己半个世纪以来投身革命的所有不
平凡的年月。 他想到了巴黎， 想到
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想到了自己隐
蔽在上海租界里担任中央秘书长的
那些 “步步惊心” 的岁月， 也想到
了百色， 想到了风雪弥漫的大别山，
想到了进入北平以后的辛劳， 想到
了自己在 “文革” 中被打倒但又顽
强站起来的那些日子， 想到了那条
位于江西南昌附近的崎岖的 “邓小
平小道”， 也想到了协助周总理“整

顿” 国家山河的那些艰难的日子。
他想， 我还没有到老态龙钟的

地步， 我还能为我的党、 我的国家、
我的人民做些什么。

在这封信的末尾， 他写上了这
么一行字：

我要高呼：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的伟大胜利万岁！

他知道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只
是为了欢呼， 他要为人民做事， 他
认为自己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和目光。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也确实到
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这些想法， 他这几天都没有跟
卓琳清晰地谈起过， 跟孩子们一起
围桌吃饭的时候也未有丝毫提及，
但是全家似乎都知道这位老爷子想
做什么。 当老爷子把自己安静地关
进书房的时候， 大家的脚步似乎都
明显地放轻了。

这封信， 邓小平是请驻守在前
院的 “中办” 秘书局副局长刘鑫转
交的。 他与刘鑫握手， 郑重地递上
信， 嘱托刘鑫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汪
东兴， 并由汪东兴转交给华国锋。

刘鑫表情严肃， 双手接过信， 敬
礼后随即转身离去。 看着刘鑫的背
影， 邓小平松了一口气， 如释重负。

但就在这个时候， 回到家的小
儿子质方， 忽然向父亲叙述了一个
令人忧虑的消息。 质方俯在父亲耳
边说， 老爷子， 现在上面的精神是
要集中批 “四人帮”， 但还要连带
“批邓”； 对“四五天安门事件”， 要
避开不说。 而且， 凡是毛主席讲过
的、 点过头的， 都不能批评。

邓小平听小儿子讲完， 久久没
有吭声， 脸上也是波澜不惊。 他心
里想， 肯定是这样的， 目前也许只
能这样， 华国锋有难处。

但是， 他又想， 所有的难处，
都是可以慢慢化解的。 只是， 他没
有把这个信念告诉此刻站在他面前
的神色不安的儿子。

（明日关注： 偶遇）

长泽广，是摇滚老炮，以前是“安全”乐队的，写过
大量歌曲，这次他来主唱，并邀请了“黄猴子”乐队的鼓
手高桥诚，还有个青年吉他手。

“摇普办”这次主要是配合日方做好接待工作，还
有剧院的选择、音响的租借等。 持续一年的准备工作已
经开始。

何能伟一直跟着许玮学吉他。某天，他来到学生会，
说许玮和想跟我们认识一下。过了几天，一个晚上，许玮
来了。第一次在协和大酒店见他时，他穿得很干净，白白
净净的小生，后来我跟张楚、熊炜，还有德国外教拉夫到
建国饭店看过许玮的演唱。 拉夫是热爱摇滚的光头德国
壮汉外教，一年四季穿着勃肯拖鞋，挺个大肚子，他爱喝
啤酒，吃巧克力，貌似不吃肉。 我和他能聊类似哲学范畴
的事，他的学生如今是她老婆，德语系 88 级的女生给我
们翻译，我们说了半天，翻译直译，却不懂我们说的什么。

拉夫是未来许玮人生第一场演唱会的第一赞助商。
我们在学生会门口，许玮拿着何能伟的吉他，唱他

写的歌《Don't�Cry�Baby》。 许玮头发长了，长发的他变
得有几分沧桑。 我对许玮的作曲很认可，但对他的歌词
了提出一些要求。 我心里是拿张楚、何勇的歌词为标准
的。 我们相谈甚欢，决定一起组织一个西安最强的摇滚
乐队，乐队成员都要是西安最好的乐手，于是他就去张
罗乐手了，都是那些一起和他在温州干过舞厅的人。 很
快就凑齐了， 高松———许玮认为他是西安最好的吉他
手、八斤———来自陕西歌舞团的键盘手、童童———贝斯
手，至于鼓手，原来要找的西安最好的鼓手没有来，找来
的是年轻的鼓手张老三。许玮和高松的吉他都是在温州
干歌厅挣钱买的。 张老三家是戏曲研究院的，刚买了一
套新鼓，YAMAHA 牌的。这些乐器确实是当时西安最好
的乐器了。 关于乐队的名字， 许玮一直想叫 “年轻的
枪”，我说太轻浮，后来许玮他们在一块喝酒抽烟时，爱
说“飞”“飞高了”“飞大了”，最后觉得“飞”很好，于
是就决定叫“飞”乐队。

“飞”乐队：主唱兼节奏吉他许玮，主音吉他高松，
贝斯童童，键盘八斤，鼓手张老三，经纪人蒋涛。 乐队收
入六个人平分。那时，金办非常热爱这支乐队，她作为助
理经纪人照顾乐队的排练等。

（明日关注：为许玮开演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