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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

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没有想到会在荷兰出版，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恩赐。出版

社老板莱纳德·沃尔特斯先生（Mr.Lenard Wolters ）是一位很敬

业的出版人。他虽不懂中文，但他希望他懂中文的朋友能够帮助

他。于是，他费心劳神地请了懂中文的朋友阅读我之前出版的文集

《纹身的女人》。这是一本3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文集，读起来还

是蛮花费时间的。一个多月后，莱昂先生给我来了邮件并把他朋友

的读后感发给我看。没想到他的几位朋友一致认为作品不错，甚至

奇怪怎么没在国内出版。我要谢谢三位我并不认识的朋友对我的肯

定和谬奖，因为他们的认可，莱昂先生决定出版我的长篇中文小说

《塞纳河畔的女孩》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可是莱昂先生做

出版十几年来第一次破例出版纯中文小说。毫无疑问，对他的出版

社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这是要打开海外中文阅读的市场啊，这在

并不以中文为语境的欧洲，该是多大的风险？但他毫无畏惧，决定

试一试。我相信他的眼力，也相信他筹划的能力。他是一位资深的

出版人，在荷兰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只要是荷兰莱昂出版社

出版的书籍，销路都很好。我敬佩莱昂先生敢于创新和尊重文学没

有国界的崇高境界！

    今天，我把故事讲给您听，把情节展露给您看，把真实与虚构

客观地捏成一个形状，塑造一尊雕像，或几尊雕像，由您来评判。

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的故事只是一滴水，一顷浪，涓流在翎笔

下。在无限的空间里，剖析自己，把悲剧化为喜剧，感染心灵。   

    

   我坚信，人们是在生存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各自不同的天赋。作为

一个写作者，总希望在精读别人的经验中增长自己的智慧，完善庄

重的写作和人格的韶秀。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总会在

浅尝辄止中漏掉很多宝贵的东西。而又会在囫囵吞枣中不求甚解。

我是一个酷爱诗词歌赋的人，因为它能让淡而无味的生活变得丰满

而精致，让我变得不那么愚蠢而朝向明智。如同我院中的蝴蝶兰，

默默的芳香，静静地开放。

    我在荷兰写报纸专栏，一直想写海外底层移民的故事，把他们

的辛酸苦辣用文字烙印下来，刻画下来，进入宽泛的精神地段，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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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平凡人朴实的情感世界；探寻灵魂中多层次、多维度、多空间的

立体风骨；包涵肤浅的、深刻的、哲学的、谬误的、贪婪的、禅性

的、罪恶的、善良的、优美的、丑陋的等等人性中的心理元素，挖

掘并袒露在阳光下，让更真实的灵魂闪耀。我相信，那些深藏不露

的精华才可以不加修饰地、对比地蹦爆出来。

    生活本身是的奇妙的，有时亦很荒诞。人们在遵守社会法则的

同时，也在审视法则；在执行约定俗成的习惯时，又被法则、习惯

所抛弃，以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会唏嘘失去了基本的尊严与权利。

可是，当我们打开枷锁的同时，又被人为因素所桎梏。在这样平凡

甚至平庸的充满自相矛盾的生活中，灵魂很容易堕入失望透顶的深

渊里不能自拔。但是我们必须自拔、坚强，带着伤痛面对同类的冷

嘲热讽。然而，我们有往往在某个节点上，同仇敌忾，嫉恶如仇。

这是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然。因为矛盾、纠结、颠覆、迷

茫时刻在我们身边，像影子一样，不离不弃。但我们必须在沉寂的

悲伤中，在深重的痛苦中，在冥思苦想、自我安慰中最终警醒，开

辟新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这是生活的原始，而不是空话，是

压力也是毅力，更是魅力。 

    希望这两部连续剧姊妹篇，与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人类的

生存离不开爱，爱自然，爱人，爱动物，爱生灵，爱一切给予我们

生命之水的万物，甚至有时还要爱敌人。

    借此园地，我要感谢很多我爱着，也爱着我的人：

    感谢亲爱的女儿樊帅。这位秀美、端庄、仁厚、大气、睿智的

大学教授，没有她对我的孝顺和宽厚，便没有我在荷兰静静写作的

安心和动力。对于我女儿，我愧疚着、挂念着、爱着，想拥抱她。

    感谢漂亮可爱的小外孙女廖欣琰(灿灿），这个小小的“毕加

索”，用她的画作和她的表达方式来鼓励“像小孩”的外婆，她天

赋的天才和善解人意的聪颖与善良来感染和温暖我，在我写这几笔

时，我是多么想念她和亲人，想拥抱他们，山高水远，思念绵长。 

    感谢挚爱的丈夫 Koos van der Fluit （房·徳·弗莱特）。 

他是一位开朗、坚毅、幽默、博学多才、热爱中国的荷兰纤维光学

高级知识分子，是他长期以来支撑着我将写作进行到底，做我的坚

强后盾，让我无后顾之忧。否则，我没有力量与文字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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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的亲人们，我的姊妹兄弟！感谢爱护我的亲朋好友！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几位老师和好朋友：

    北京著名画家、书法家萧宽先生；浙江著名画家张波先生；

    意大利著名华人书法家徐国平先生；比利时著名作家、诗人、

画家章平先生；美籍华人作家孟悟女士；德国华人作家叶莹女士；

    德国华人翻译家岩子女士。感谢他们精美的题字、插画和解读，

我会永远铭记他们对我的鼎力支持和真挚友谊。祝好人一生平安！

    最后，再次衷心感 Leonon Media Publishers 荷兰莱昂媒体出

版社的鼎力协助！

    可是我仍然很痛心，因为我的母亲吴启芝大人，再也看不到二

女儿出版的任何书籍了。这位出生书香门第的慈母于 2021年 3月 10

日与世长辞。撕心裂肺的日子，受疫情的限制，我和丈夫弗莱特只

能在云端视频上，伤心欲绝地送母亲一程。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和

痛。在此，以这篇序，沉痛哀悼母亲！她与父亲（李传龙）永远活

在儿孙们心中，永远是子孙们最爱戴、最骄傲、最敬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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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梦 娜

岩子

 

    面对梦娜即将付梓的长篇小说《塞纳河畔的女孩》（Girl By 
The Seine）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One Love,One Lifetime）
蓦然之中我发现，梦娜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名出色的
小说家。

    一直以来，在我的心目中，梦娜，是一名出色的诗人。她的诗，
唯美而婉约。每每读来，犹若一个风情万种的古典美人，莲步轻移，
自唐朝或宋代翩然而来。些许朦胧，些许凄美，些许隽永，穿越到
现代，让你惊鸿一瞥，继而柔肠百转。我不止一次地流连忘返于她
的诗行之间，久久感动。而今天读她的小说，不知不觉我被带进了
女主人公飞燕的故事中，随着她的生命轨迹，跌跌宕宕，死死生生。

    这绝非单纯的爱情故事。是跨越民族、跨越国界的不同文化和
不同风俗习惯相互碰撞的故事。其间包涵了他们人生的苦难与甜蜜
的爱情，以及彼此之间刻骨铭心的亲情和友情。他们是不同肤色的
一群人，一群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彼此深爱着，帮扶着，没有血
缘关系却胜似有血缘关系的真性情人。囿于种种的不同，他们之间
于是也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人生插曲。这个故事给人以启示：血
缘并不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唯一纽带。人与人之间，大爱、大善、大
奉献和大胸怀方才是最可贵的。

    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邂逅或遭遇，天天都在发生，跨国恋情
早已屡见不鲜。但梦娜笔下的人生故事却别有洞天，叫你不得不感
慨万千。她用她一双多愁善感，温婉诗意的眼睛，捕捉别人或许看
不见，也看不出，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的善与美，悲与痛，
聚与散的人生常态，从而更深层次的结构和诠释普通人的美与善。

    一个从某省山区逃婚到城里寻找梦中的白马王子却失落了自己
的年轻姑娘，在经历了种种坎坷后决定破釜沉舟地偷渡出国。她以
为这样乘桴浮于海，便可以获得命运之神的眷顾，从此吉星高照，
一路坦途。却未曾想，造化偏偏弄人。

    小说围绕着她的坎坎坷坷而徐徐展开，一幅纵横着人情冷暖、
离合悲欢交错的悲喜剧式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似在局外人，海外
新一代移民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不同文化和不同习俗下的多元性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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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冲突，更是精神层面的挤压与挣扎，迷茫与彷徨。惊奇作者如此
丰富而翔实的创作灵感和想象力何处而来？洋洋洒洒50余万字，以
诗质的语言，将小说中的人物刻划得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将
惆怅而艰难的蹉跎岁月描写得如此这般跌宕起伏，入木三分。之所
以将笔触放在新移民群体，抑或新移民个体之上来写作，我想，应
该是一名文字工作者与生俱来的敏感和使命感吧。 

    在作品里，作者的使命感和文化担当随处可见。借助于文学这
一手段，将平日生活中看似鸡毛蒜皮的琐碎，及其夹层里的境遇和
尴尬，加以了提炼和升华，让人与人的对话，人与自然的对话，人
与灵魂的对话，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声中立体起来，丰富起来，走
向读者，走向世界，进而“走向智慧”。

    小说写了几代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长篇小说，是两部构
织得颇见功力的长篇小说。语言之鲜活，文笔之酣畅，人生的酸甜
苦辣和人性的虚伪真善一展无余，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
的拿捏亦恰到分寸，收放有度，且不见雕琢和斧砍之痕迹，难能可
贵。

作者简介：

岩子，本名赵岩。欧洲华文笔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与喜欢的
人一起读》栏目主持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专栏作者。国内外已出版
译著或合集十余部。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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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画：叶莹 德国华人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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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奇特的黄昏，花儿捧着额自己的灵魂，

在神经质的微风中飘荡着悔恨，

  最隐秘的心灵被叹息的缓浪沉没，

涌向唇边而暗淡地咽气销魂。① 

她相信爱因斯坦说的：

人生就像骑脚踏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一直前进。

1，郊外邂逅

 
    黄昏，飞燕已经在公路走得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所剩的几片
面包和水，早已化为热汗，挥发殆尽。直到凉露降临，才觉衣衫单
薄，浑身发冷。她已经彻底死心，不再一步一回头，指望出现奇迹。
她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罗伯特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像往常
一样，进屋第一件事，是找飞燕。看不见她，他会楼上楼下，每一
个房间推开看看。而且是边上楼，边亲切地喊着：“燕，燕，你在
楼上吗？我回来了。”直到看到飞燕为止，他才松了一口气，然后
递给她早准备好的一束花，他习惯这样的方式对飞燕。这一年多来，
他都是这样的。要么默默地将鲜花放进花瓶里插好，要么从她身后
突然将花展示在她眼前，吓她一跳，也让她惊喜。而今天，他会怎
样？他会发现桌上为他留了一封分手信感到痛苦吗？他一定会。那
么琳珊呢？她跟他回来了吗？她希望没有，她又觉得一定跟着罗伯
特回来了。那么，罗伯特会因读了她的信而后悔吗？或者他夺门而
出，不管琳珊在后面追着，他一定要找回飞燕，他要跟她解释清楚，
这纯粹就是一场误会。他爱的是飞燕，而不是琳珊。琳珊不过是一
个过去的女友，现在的普通朋友而已。那个时候，她会跟他回去的，
她会扑上去，在他怀里像孩子一样嘤嘤地哭。
    然而，没有人沿路寻她追来。这不过是她心还有不甘，情还有
不愿，爱还有不忘，人还有不舍而臆想出来的情节。

    E镇越来越远，她该去哪儿？巴黎？ 
    
    巴黎，在她儿时模糊的概念中，像一首嘹亮的歌在心中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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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祖父陆慈山、外祖母管虔玉都曾是30年代留法的学生，她娘
陆雅琴就出生在这座女权运动的发源地的巴黎。

    女权？她享有女权吗？这样一路走一路想，不料脚下一滑，被
一块石头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她干脆停下来，放下
行李箱拉杆，将双肩包往上提了提，嘴角露出一丝酸楚的微笑。
   
    她的家族对巴黎有着美好的记忆，是她外祖父母鸾凤和鸣的地
方。没有他们，哪来的她娘？没有她娘，哪来的她？可是，他们都
离去了，剩下她一个孤女在漆黑的现实中，漫无目的地走着。
    3年前，她和很多移民一样，怀揣梦想来了巴黎。巴黎的天空
变化无常，一会儿阳光明媚，一会儿乌云密布，雨点像天空吐出的
咒语。她却把自己隐藏得像一条蚯蚓，不敢随便冒头。只能把自己
埋在土里，在湿漉漉的黑暗泥土中，深挖浅掘，松土后爬出一条血
路来，看世间的残绿与凋红，斑杂与沉湎。

越往前走，天色越是暗了。她抬头望望，太阳早已归山，远处的山
峰像一幅抽象画，形状怪异，影影绰绰，连接着天上的乱云飞渡。
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呼啸着南来北往，像一座没有思想的城，只
有匆忙的人海。她拖着行李箱，两腿有些沉重；背着的双肩包也不
停地往下垮，腰酸背痛地往前走着。那次车祸后，她的腿伤虽然好
了，但从此走路比以前费劲多了。

    前面有个岔道，岔道两旁是野草和树木，看上去并无车辆和行
人走过。天色晚了，这荒郊野外没人经过也是自然。于是，她决定
就地歇息，度过一个晚上再说。她就在路边打开行李箱，拿出睡袋
铺在草地上，整个身体钻进去，像蜗牛蜷缩在壳里，与草地同眠。
    刚入秋，不太凉。她将行李箱放在睡袋脚头，如若有人动它，
她一定有感觉。双肩包权当临时枕头，人躺下来，长发铺洒在蓝色
双肩包上，头陷在背包里，她放松了许多。她是合衣就枕地躺着，
荒郊野外，她不敢脱掉外衣。她庆幸带了睡袋出来，否则，今晚不
知如何度过。这才真是天空当被地当床了，星星月亮守候着她。 
    她想起刚刚过去的夏天，她跟着罗伯特、夏妮去南部度假，三
人之行既浪漫又快乐。罗伯特像个大哥哥一路呵护她和夏妮，她俩
也理所当然地接受照顾，跑到海滩上玩堆沙。夏妮恶作剧，挖了一
个大沙坑，愣要罗伯特躺在里面，然后她俩七手八脚地捧着沙盖在
罗伯特身上。罗伯特还幽默地说，这是砂砾按摩法。后来他们仨去
附近的林子宿营。她和夏妮躺在一个帐篷里，说着悄悄话。罗伯特
的帐篷就在她们旁边，不一会儿就听到了他细微的鼾声。
    “男人都是些没心没肺的动物，挨着枕头就是鼾声。”夏妮这
么说时，飞燕捂住嘴不敢笑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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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想起来，她有说不出的怀念和伤心，夏妮如果还活着，一
定不允许她离开罗伯特。可是，罗伯特的前女友琳珊突然回来了，
她不想让罗伯特为难，还是给他们一个复合的机会吧。可是她刚一
出门就后悔了，就开始想念起罗伯特来。可是，她的脚已经迈出去
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此刻罗伯特在做什么呢？他想自己吗？飞
燕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渐渐瞌睡就来了，她侧过身，拉了拉睡袋，
梦也跟着来了…… 
    
    “喂，睡在荒郊野外干什么？”一个男人的声音。
 

 她在半梦半醒中听到了脚步声，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像迷老
鼠缠身了一样。待她发现一个大活人站在黑暗中时，她吓了一身冷
汗。他是人是鬼？想到这，她头皮发麻，浑身发软，汗毛倒竖，毛
骨悚然，情不自禁地吼一声：“谁？”她双手紧紧地抓住胸前的睡
袋，惊恐地望着头戴钢盔的影子。万籁俱寂的夜晚，公路上偶尔跑
过的车辆声音给她壮了胆。 
    “听得懂我的话吗？迷路了？”影子突然蹲下来，凑近她问。
    “别，别过来，别过来。”飞燕的声音有些失真，但很快调整
了情绪，不能让自己过度恐慌，更不能让思维混乱，要冷静。她爹
曾告诉过她，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遇到危险一定不要慌乱。越慌
乱，越被歹徒看穿。于是，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忍不住咳嗽了一
声，接着又咳嗽了几声，打了个喷嚏。壮着胆子先发制人，冲着面
前的陌生人没好气地说：“没迷路。我喜欢在这里露宿。”
    “你从国内来的吧？”陌生人口气肯定地说。
    “从国内来的又怎么样？与你何干？影子。”她突然腾地从睡
袋里钻出来，立马把双肩包挎上肩，又从睡袋旁把行李箱拖过来拽
在手上，警惕地看着他，不给他好脸色。
    “噢，你这小丫头还挺横的。这么快就送我一个绰号，影子。
谁是影子？你，还是我？”影子说，“看你一个女孩子可怜。你倒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要不，我送你回去？” 
    “你就是影子。”飞燕嘟噜，“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嘿，女孩子家家，怎么说话的？看你是同胞，我不生气。”
    “同胞又怎么样？”飞燕跟他较着劲，“该去哪去哪，该干嘛
干嘛去，别在这里找不痛快。你不走是不是？你不走，我走。”飞
燕把睡袋卷好，放进她的行李箱里，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在
夜雾茫茫中盲目地往前跑。 
    “哎，同胞，去哪？我免费带您一程？”影子着急地喊。
    “谁跟影子是同胞？别自作多情了，走你的吧。”
    “哎，哎，我又不是老虎，你怕什么？”影子发动了摩托车。
    飞燕拖着行李箱拼命地往前跑，可是，夜色朦胧，能见度低，
又不熟悉周围的环境，高一脚，低一脚，一个趔趄就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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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上来的陌生男人，撑着摩托车把手，一只脚踏在地上，一只
脚踏在摩托车踏板上，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看着飞燕自己从地上
爬起来，狼狈地拍着身上的泥土。
    “摔了个狗啃泥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影子故意气
她，却不上前帮她。
    飞燕一气之下干脆不跑了，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草地上。
    影子脱了钢盔，一脸滑稽地笑，蹲下来说：“美女，我不希望
明天早报上出现一具僵尸，还是美女的僵尸。不，我失言，失言。
我是说，明天早报如果有寻人启事，说不准我还能提供点线索，愿
意成全我吗？”
    飞燕更加气愤了，“影子，我警告你，你要再这样嬉皮笑脸地
跟着我，我可真不客气了。” 
    影子还是笑，转头走到摩托车前，打开车前灯。
    一道刺眼的灯光直射飞燕的眼睛，让她不得不抬手遮住，她再
次警告他：“信不信，我一脚准能把你踢成废物。”
    “厉害，我好怕怕。”他嬉皮笑脸地说，“遇见高人了。”
    她气得真想踢他，她说：“我与你素昧平生，凭什么纠缠？”
    “还挺倔强，你哪儿人？从哪儿来？”
    “关你什么事？” 
    “你以为我吃饱了撑的呀？看你是咱中国人，一个女孩子大半
夜在这么偏僻的地方露营，怕你遇到坏人，发发慈悲而已。”
    “本公主又不认识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哟，还公主呢？都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了，又冷又饿。”
    这话还真被影子说中了，飞燕的确又冷又饿。她说：“你怎么
像幽灵一般跟着我，烦不烦啊。”      
    “好，好，我是幽灵。公主您就继续卧于荒野吧。”影子说着
两手把住摩托车扶手，坐稳后，又一只手扶了扶头盔，侧头看看飞
燕，摇摇头，踩了两下摩托车的油门。
    半天没声音，飞燕这才抬头，发现影子正在检查摩托车故障。
    “咦，哪儿出问题了，怎么打不燃呢？”影子自言自语地说。
“真见鬼了，怎么突然就打不着了呢？”
    飞燕趁他着急检查摩托车，借着朦胧的夜色看清了影子的一张
脸，发现好面熟。她想了想，对了，一年前在诺曼底·艾伦咖啡厅
见过。于是，她有些兴奋地说：“喂，影子，我见过你。”
    “见过我？”影子嘴一撇，用不屑的目光瞥了她一眼，仍然把
注意力放在摩托车的故障上。他很着急，汗都出来了，他抬手擦擦
汗，索性取下头盔，揭开摩托车的后箱盖拿维修工具。
    “对，我真的见过你，还有一个女孩。”
    “女孩？脑子有问题，不会眼神也有问题吧？”影子看也不看
她，轻蔑地说两句。  
    飞燕讨个没趣，有点生气，她以牙还牙似地说：“懒得跟你这
种老年痴呆说了，一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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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这才停下来看看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飞燕被他满不在乎的态度惹怒了，她故意
幸灾乐祸地说：“什么破摩托车，还在这里耀武扬威，趁着天还未
亮，没人看见，免得丢人，扔掉了吧。”

    影子笑得更是夸张了。他直起腰，看着飞燕又是一阵大笑。   
笑得飞燕心里发毛。

    影子突然说：“我说呢，找到了，小问题，修修就好了。” 
   
    飞燕突然很无奈，也很无趣，更气愤。闹了半天，影子根本没
有在意她在说什么，他沉浸在寻找摩托车的故障和如何维修的思索
中，自言自语，也莫名其妙地大笑，与自己毫无关系。这种被忽略
的感觉，被看轻的人格践踏，她有些受不了。她没好气地冲到他面
前，板着脸问他：“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唉，我说，公主，我在跟我的摩托车笑不可以吗？”
    “可我在问你，是不是去年去过巴黎诺曼底咖啡厅，和你一起
的还有一个女孩，你们当时在翻阅一本人体艺术之类的书籍。”
    影子听完虽然也在笑，却认真思索了一下，说：”巴黎诺曼底
咖啡厅？女孩？人体艺术之类的书籍？” 
    影子本来准备再度骑上摩托车走人，听飞燕这么一说，他又关
了摩托车的灯，走到她面前来问：“蔓蔓？” 
    “我不知道什么慢慢、快快。”
    “我的前女友。既然这样，那我们算老相识吧？”
    “谁跟你老相识？少套近乎。”
    “刺激，刺激，太刺激了。有趣，有趣，太有趣了。” 
    “懒得理你，鹰钩鼻子，黄毛卷，不安分的眼睛。假洋鬼子，
整容了吧？”    
    他凑近飞燕：“你呢？美丽的公主，你不会也整容了吧？”
    “离我远点，我可会武功的。”飞燕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吓唬我？我也会的。不信？我露一手？” 说完他煞有介事地
摆开架势，站在她面前装腔作势地擦拳磨掌。
    飞燕轻蔑地瞥了一眼，鄙视他：“哼，哄哄三岁的孩子吧。” 
    月光洒在他的脸上，眉宇间闪过一丝忧郁，他问：“和男朋友
吵架了？”
    “男朋友？”飞燕笑起来，“和男朋友吵架值得我这样吗？” 
    “像你这样野性的女孩，估计你男朋友也不敢与你吵架。”
    “嗨，都什么人哪？我招你惹你了？说话这么损。”
    “美女别生气。我叫欧阳华，本人也有绰号，跑儿。”  
    “跑儿？”飞燕扑哧一声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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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就是居无定所的意思。所以，我需要力量 Power。”
     飞燕笑笑说：“所以，你实质上叫 Power,对吗？”
    “你真聪明，这就是我的英文谐音。你叫什么？”
     飞燕想了想，灵机一动说：“逃儿。”  
    “逃儿？Towel？毛巾？有意思。逃儿，你想逃往哪里去？”他
拉长了声音，怪声怪气地逗飞燕笑。  
    飞燕咯咯地笑个不停。“油嘴滑舌。你家住得远吗？”
    “和你的家一样远。”
    “你知道我住哪里？”
    “中国” 
     飞燕面对他的滑稽和调皮，陌生感渐渐消失。
    “你如果不介意，先到我那里休息，吃点东西，这一夜折腾，
我是又困又累又饿。” 
    飞燕不笑了，她轻声说了句：“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走吧？”跑儿说着走向他摩托车。
    “怎么走？” 
    跑儿指了指摩托车：“上来吧。” 
    “不，摩托车危险。”飞燕此刻眼里出现了车祸前的那一幕，
那辆肇事工具，摩托车。
    “危险？我都骑 4年了。”他从摩托车盒盖里拿出另一个钢盔
帽递给她，“怕死鬼。” 

① 阿尔贝·萨曼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与雷尼埃和莫利亚斯齐名，

并称象征派三巨头。《奇特的黄昏》是他早期著作中的一首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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