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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霍季姆涅日村
霍季姆涅日村，是捷克波西米亚
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 反法西斯英
雄、作家、记者伏契克曾在这里住过。
在这里，他与家人一起快乐地避
暑消夏；在这里，他躲避德国纳粹的
追捕， 写下 《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
娃》……

我去了霍季姆涅日村。
那是捷克波西米亚平原上的一个只有
200 多人口的小村庄。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
反法西斯英雄、作家、记者伏契克曾在这里
住过， 这个村子对于他有着特别的意义。他
在这里与家人一起快乐地避暑消夏，
他在这里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捕，他在这
里写下专著 《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这
一专著，让人们对聂姆曹娃这位出版过著名
长篇小说《外祖母》的捷克女作家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那时，我无数次地想象过遥远的
霍季姆涅日村里那长长的铁路轨道，还有伏
契克家那幢两层楼房二楼阳台上生机蓬勃
的花草。
那么多年过去了， 霍季姆涅日村还在
吗？伏契克家那幢楼房还在吗？
怀着这样一份念想，我和朋友踏上了寻
访之路。本来计划自行前往的，而且已经预
订了火车票和旅店。不料，捷克伏契克协会
的热心友人也帮我们做了安排，甚至专门写
信联系了伏契克家那幢楼房现在的主人，请
他同意届时让我们进到屋里去看看。
9 月的捷克是真正的金色之秋， 可前去
霍季姆涅日村那天，却天色昏暗，下了整整
一天大雨。
一早， 我们赶到布拉格中央火车站，与
伏契克协会主席叶涅内克、负责日常工作的
卡德莱茨等人坐火车去多马日利采，两个多
小时后到达这座小城，然后打车前往霍季姆
涅日村。坐在车上，只见雨雾弥漫，窗外一派

苍茫。
我们站在一扇绿色铁门前了。我即刻想
起伏契克住在这里时，曾一次次地用深蓝色
油漆涂刷铁门。 如今， 这里的门牌号码是 8
号。
我们刚靠近铁门，里面大大大小小的狗
就跑了过来，兴奋地朝我们叫着。恍惚间，
伏契克夫人古斯塔的回忆重现眼前：“当我
们按响门铃时，几只狗首先跑了出来，一只
叫耶里克的狗习惯地冲向铁门， 不断地往
上蹿，乐不可支地汪汪叫个不停。”
叶涅内克按下了门铃。不一会儿，主人
便冒雨出来为我们开启了铁门。 这是位 50
多岁、长得很是魁梧的中年男子，穿了一身
黑色运动服，戴了一顶鲜黄的棒球帽。他从
事养殖业， 所以院子里停了好多辆用来运
输的车子，草地上垒着一卷高高的草皮，工
棚里堆着许多木材， 而色彩斑斓的火鸡们
在其间翩翩行走。
那幢伏契克住过的楼房赫然已在眼前，
门口的墙上嵌有紫铜铭牌， 上面写着这里
是伏契克经常回来的地方。 这幢楼房是伏
契克的父亲在 1939 年用他弟弟留 下 的 遗
产购买的，二楼的阳台是买下后加盖的，方
向朝南，一家人都喜欢这个阳台。伏契克在
这里一边看着燕子筑巢一边写作， 他的妈
妈在这里养花种草， 他的爸爸总喜欢举着
望远镜遥看远处的祖布日纳河， 他的妹妹
们则欢快地唱歌嬉戏。
如今， 这幢土黄色的房子一点都没有
颓败的样子。虽然院子与屋内都有改动，但
大阳台还在， 新的主人在那里放了一张桌
子和一张长椅， 还有一张宽大舒适的木质
躺椅，阳台的栏杆内外花红叶绿。他说，他
常常在阳台上看看书，看看天，看看他养的
那些小动物们，还会想一些心事。的确，这
是个喜爱自然、喜爱阅读的人，宽敞明亮的
客厅里有好几个高低错落的书柜， 柜子顶
上放着仿动物标本的工艺品、地球仪和一只
硕大的以蝴蝶、花卉为图案的蓝色玻璃瓶。
主人好客，善解人意，非但不让我们换
鞋，还让我们随意拍照，于是我们无拘无束
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一间间屋子看过来看
过去。其实，80 年以来，这幢房子已换过多位

简 平

主人，但他们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
是喜欢这幢楼房才买下来的，其中也带着对伏
契克的敬重。
原来伏契克家的物什早就荡然无存，但
是，继续伫立的建筑，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忆和
纪念。我在楼房里穿梭，仿佛感受到伏契克的
气息就在我身边环绕。
那时候，由于纳粹的追捕，转入地下工作
的伏契克和古斯塔来到这里藏身，他们也是从
布拉格坐火车来的，可由于德军的入侵，一路
上充满艰险。他们在这里度过了 14 个月，直到
被盖世太保发现后才又离开。
伏契克长期以来的理想是献身于祖国的
文学事业，希望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因此，他
在霍季姆涅日村做得最多的事，是拟定《捷克
丛书》的出版计划。按照他的设想，这套丛书将
包括民族复兴时期以
来主要的捷克文学作
品， 规模则达到 40 至
50 卷。他还开始了自传
体长篇小说《彼得的父
辈们》的创作，但因时
间所限，只写了开头部
分。站在阳台上，伴随
着哗哗的雨声，我仿佛
听见伏契克激昂的声
音：“在暗无天日的苦
难的岁月里，听一听捷
克文学的呼声吧！你将
听到人民的声音，这个
声音会万无一失地使
你在黑暗中永不迷
航。”
我们没有更改先
前定好的行程， 因而，
几天之后，再一次来到
霍季姆涅日村。
那天， 秋阳高照，
空气澄澈，波西米亚平
原一望无际。 这次，我
们没人陪同，也没有打
车，而是像当年伏契克
山岗上的聚会
来这里时一样，下了火
车，沿着通往村庄的道

阅思

有 关

老鼠养了一只猫

王绍培
有关的事物继续有关
我居住的房屋、床和沙发
落地台灯与茶几上面的书
我会时不时地翻阅它们
梦中世界也是我的一部分
有次我梦见手机遗失了
我渴望醒来证实这不是真的
而我马上就顺利地醒了过来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看见
这只失去名字的金色小狗
她总是要睡在看得见我的地方
她的鼾声或许有一点点抒情性
而无关的人和事就像退潮
海固然也将继续与我有关
但它只是作为一个蓝色的名字
新涌上来的浪花属于另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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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肖复兴，最近向孩子们推荐了萧袤
写的童话故事《老鼠养了一只猫》。我看了觉
得奇怪，老鼠怎么会养猫呢？
故事的大意， 是讲一只推销猫粮的猫，
向一只老鼠推销猫粮， 并建议它养一只猫。
老鼠有些害怕养猫，担心猫一生气会把自己
吃了。猫劝它说：有了好吃的猫粮，猫为什么
还要吃老鼠呢？猫进一步建议，让老鼠就养
它自己这样一只猫。老鼠被它说动了，于是
就养了这只猫。此后，猫天天吃猫粮，不仅和
老鼠相安无事， 而且它们还一起玩耍游戏。
可是，时间一长，这只猫吃猫粮吃腻了，望着
眼前的老鼠，忍不住直吞口水。但它还是控
制住了自己，在一天夜里不辞而别。老鼠见
猫走了，伤心地大哭。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其中很多的疑团，
都值得玩味。
按说， 所有的老鼠见了猫都会急速遁
去。如果不跑，就会有生命危险。而这只老
鼠，不但不跑，还站在那里听猫推销猫粮。可

汪金友

能在它的印象中， 不是所有的猫都抓老鼠。或
者是没有饭吃的时候，或者是上边下了命令的
时候，猫们才开始抓鼠行动。所以，面对着手拿
猫粮的猫，老鼠一点都不害怕。
还有，这只猫的推销技巧，也确实高超。当
老鼠担心养了猫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时，猫
立即解释：“有了好吃的猫粮，猫为什么还要吃
老鼠呢？”猫抓老鼠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饭。如
果顿顿都有好吃的猫粮，谁还会费时费力去抓
老鼠？要知道，为了抓一只老鼠，经常要坚持一
个晚上都不能睡觉。
接着，猫又现身说法，如果你对别的猫不
放心，干脆就养我吧。我是一只讲义气的好猫，
而且咱俩已经成为朋友。 只要你按时供我猫
粮，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你，还能天天逗你
开心。老鼠觉得有道理，能交上这样的朋友，就
等于有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伞，以后再也不会受
猫欺负。事实果真如此，老鼠养猫的日子，成为
它们最快乐的日子。
当然，猫的本性和职责，就是抓老鼠和吃

路一路走去。
我走了 45 分钟， 而伏契克那时走了不到
半个小时。我之所以用时比他多，是因为在经
过森林、河流、平原、几户被小湖泊围着的人
家、朴素而典雅的小教堂、向前方延伸的铁轨
时，我都放慢了脚步，我想细细体验伏契克当
时的境遇和心情。
见我们再次到来，那位身材高大的主人很
是惊讶。我们告诉他，那天雨太大了，以致步履
匆忙，于是想着在明媚的阳光下再看得清晰一
些，他听后欣然地笑了。
这时，相邻的村民也围了过来，其中有两
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掏出手机，
兴致勃勃地通过翻译软件听我们大人聊着很
—一位叫伏契克的反法西斯战士，在
多年前——
霍季姆涅日村居住时的往事。

（油画）

马英良

老鼠。被老鼠包养的日子，虽然很轻松、很快
乐，但到头来，这只猫还是“幡然醒悟”，回到猫
的队伍。只是，为了感谢供养之恩，它没有对老
鼠下手。估计回到猫群之后，也不会向组织汇
报这段经历。
肖复兴的文章认为，《老鼠养了一只猫》写
了生活中可称之为梦想的良善的一面，为生活
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轻纱。猫走鼠哭，如此多
情的结局，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我不知道，这种
—让孩子自己选择？
安排好不好——
老鼠养猫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如何
都不会发生。 因为老鼠和猫都属于低级动物，
除了自己的孩子， 没有供养他者的意识和能
力。但猫不捉鼠、鼠不怕猫、猫鼠共处的现象，
确实越来越多。家里的猫不捉老鼠，流浪的猫
也不捉老鼠。原因之一，是老鼠越来越少，只靠
捉鼠填不饱肚子；原因之二，是猫粮太多，别说
家里，就是小区里、公园里，也有很多人按时喂
猫。所以，猫的本领在退化，猫的本性在改变。
猫是老鼠的天敌，有老鼠的地方，就应该
有猫。老鼠养猫的故事，不是说明敌人可以变
为朋友，而是讽刺那些堕落的灵魂——
—或者出
卖自己的权力，或者腐蚀执法者的心灵。老鼠
的本质，就是偷吃人类的粮食。而猫的使命，则
是制止老鼠的危害。被鼠供养，是猫的堕落，也
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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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一河，两边前店后厂,那
是一般江南古镇的格局。
但这里不是。
现在的“镇上”，仅两三条马 忆江南
路，一条大路，有着两三百米的
店面，再往下，就是五金机电和
服装包装工厂。
其实古镇老街，在一个村子
里面。往西，几分钟的步程。
从店前街桥右转而下，沿河
往北，就是古镇老街。现在的店
前街，河的两边，都是民居，没有
一个店面。街河边上，泊着十几
条水泥船， 有的装着半舱红砖，
一直不动，像是永远等着另外一
半。
这是一个从古镇降格 为 村
子的地方。
村子里， 舍南舍北皆春水。
有人在门前洗衣洗物。 河水青
绿，如同碧玉一般。一段段河的
对面，人家屋面都是白色，白得
魏
冷淡。 门前摊着小块的菜地，绿
鸣
的红的， 木柴篱笆或有或无。一
个个水泥台阶， 缓缓铺向水中。
放
水中， 聚散着一簇簇窜条鱼。仅
一个手指大小， 身子蓝白色，凤
尾美丽似剪，一条条摇荡成漂亮
的弧线。
老街中间， 好几家屋前，挂
着区级的牌子：鲍氏民居、薛家
住宅、孙氏民宅。一个小巷内，足
足有五六面墙上，画着写着，红的绿的，都是当地
阿婆茶、宣卷和淀山湖田歌之类传统民俗的图文
宣传。下午或黄昏，许多人坐在桥上水泥墩上说
话。一头，当地人说着与苏州话相近的吴侬软语。
另一头，是一些外来打工者各自的家乡话。
这里，就是商榻古镇。
终于，从市中心东边过来，一路往西，两个多
小时，绕到淀山湖后面，在商榻古镇，回望我们的
大上海。
商榻镇原是小村落，宋元时成为小集市，明
初成镇，地处苏州、上海两地之交。据说，过去商
船只往返于两地， 单程就是两天。 往往早上出
发，傍晚到此下榻住宿，因此取名商榻，意为“商
人下榻”。2004 年，这里与西岑、金泽合并成新
的金泽镇。尽管不再是镇了，但大家还是这么叫
着。
近几年，到过所有江南古镇。周末时，都是人
来人往，“挥汗成雨，比肩继踵”，无不热闹。而在
这里，是一种永远的例外。
好几个下午，或晚上，一个人在村子里游走，
从没有遇到第二位游客。然而，这里却有着其他
江南古镇所没有的大气回荡。同样不远，往东，也
是几分钟行程，急水港大桥，在“镇中心”另一边。
往上走，大桥高高，两边栏杆上，涂着黄色。人行
道，高出三十厘米，宽度仅一米。人在上面站着，
走着，像是在高高的台阶上。
急水港，那是通往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的
国家级大航道。
从桥上看，一条宽阔的长河；从西面，周庄古
镇那边过来；往东，穿过大桥，带动一艘艘平底货
船，进入天下大湖泊，然后转弯；往北，一条条流
向了天际。
回望西面，整个上海方向，如一抹长影横在
天际。
身前身后，来往的大卡车隆隆而过。隆隆车
声，恍若战鼓，一阵阵动人心魄。
这里，围集了莘塔、芦墟、锦溪、金泽等古镇，
无一不过五到十公里之近。这里，一块块陆地，与
一块块水面相互交集，陆地，像是岛屿，湖面，像
是海洋，让你分辨不清到底是谁包围了谁。
一直把有着江湖的地方，看成了天地。天上
水上，飞机和轮船，航行不用轮子。天上的鸟类，
水下的鱼类，行走不用脚步，它们的每一种行走，
都比我们陆地上的动物，美妙而又悠然。
晚上，大湖上的星星，一颗颗，好大好亮。
这里，有一种片刻的壮丽，回报你一生的寂
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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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31062020120000034、31062020120000035、31062
020120000036 号 《国内保理合同》，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 你司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玖拾玖万壹仟捌佰
陆拾陆元陆角柒分及利息人民币贰仟捌佰贰拾壹万零捌
佰玖拾贰元伍角捌分 （后续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
上述债务均已逾期，你司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
款义务。否则，我行将保留追诉的权利。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2019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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