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暖人间 Vitas王子的海豚音
来青岛海洋馆工作之前! 我在深

圳大剧院看过俄罗斯海豚音王子!"#$%

的演唱会" 他有可以横跨&个'度音域
的好嗓子! 美妙的咽音宛如天籁" 所
以! 当我第一次见到&岁的雄性瓶鼻
真海豚! 听见它宛如!"#(%般迷人的声
线! 就决定叫它)"#(%王子"

每年的黄金周! 海洋动物的演出
会比平常多一倍!!"#(%王子在我的指
令下用最漂亮的姿势一次次地完成跳
跃#钻环#顶球等动作!赢得现场观众
的阵阵欢呼" 可是连续几天的高强度
表演后!它的动作明显迟缓!甚至几次
钻环都没能成功"它低声鸣叫着!用灰
白色的身体轻轻地蹭着我的潜水衣!

像撒娇的孩子向母亲诉苦" 我怜爱地
拍拍它的背!准备结束表演让它休息"

表演一结束! 小朋友们恋恋不舍
地向海豚挥手告别" 但是有一个外国
小男孩留了下来! 他默默地蹲在水池
边!试图伸手去摸海豚"

我连忙制止他!并用英语告诉他!

海豚累了!它需要休息"可男孩似乎完
全没听进去! 当我试图拉他起来的时
候!他猛然推开我!动作蛮横粗鲁" 接
下来的场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只见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发疯似的用手捶
打自己的头部" 海豚吓得一头钻进水
里!周围的人也目瞪口呆"

就在我手足无措的当口! 孩子的
母亲出现了! 这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
人用手拨开围观的人群! 她全然不顾
人们的围观!蹲下身抱起男孩!用似乎
是他们母子间特有的声音安抚着男
孩!并抱紧他!满眼的慌乱与溺爱"

一周后!我再次见到了男孩"当观
众们为海豚的精彩演出而兴奋地鼓
掌!他趴在水池边的地板上!双手反扭
在后背不停比画! 嘴里还发出海豚般
的叫声"我笑了起来!海豚显然也忘记
了上次的不愉快! 它用同样的叫声回
应他!仿佛是亲密无间的老朋友"男孩
的妈妈露出满足的笑容! 她有点儿犹
豫地向我提出$ 能不能让我儿子和海

豚一起游泳%

告示牌上明确标有中英文说明$

游客不能下水" 我客气地回拒了她"

&请你等等'''(她欲言又止地望
着我! 沉默了很久! 这位母亲才对我
说!&我的儿子!他有严重的自闭症" (

我知道海豚发出的多种高频超声
波能激活自闭症# 脑瘫等患者的神经
细胞! 但我们馆还未开设这种治疗项
目" 男孩的母亲告诉我!美国的海豚治
疗价格昂贵!单次收费&**美元!而中
国的海洋馆却是免费治疗" 可是等她
带着孩子赶到广州! 海洋馆的预约登
记已经排到了明年" 所以她才满怀希
望来到青岛! 希望海豚能够帮帮她的
孩子"

他的母亲骄傲地告诉我! 男孩从
小喜欢音乐! 他听过!"#(%的+,之后!

很快就学会了美妙的海豚音! 于是自
己也改名叫)"#$%"在妈妈心里!儿子的
歌声比)"#$%更动听"她还说!如果孩子
的病情能好转!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为

他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

第二天!我向馆长慎重提出申请!

希望能将对外国男孩的治疗当做海洋
馆的实验项目"

一周后!馆里同意了我的申请!并
派我到广州海洋馆系统地学习了海豚
对自闭症患者的治疗方法"

半年后的一天! 男孩和海豚一起
游泳时!突然喊了声&妈妈("他的妈妈
欣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渐渐地学会了
更多词汇!比如!宝贝#快乐#吃饭#游
泳))令人惊奇的是! 他还学会了
*-./0(1+!那可是)"#$%的代表作品"

一年后!少年跟随母亲回国"他已
经可以在特殊儿童学校正常学习" 他
走后! 海洋馆正式设立了海豚治疗的
免费项目"

今年三月!一封来自旧金山的邀请
函令我惊讶不止"那位母亲真的要为儿
子举办个人演唱会" 我敢说!那是迄今
为止我听过的最动听的演唱会!天才少
年)"#$%演唱的海豚音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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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从医院回来!到办公室后!总
要和往常一样!去公司的&公共吧(倒
一杯咖啡" 他端着咖啡来到办公桌前
坐下! 若无其事地告诉我! 他得了癌
症!要经常去看看医生"

突然听到朝夕相处的同事得了
&绝症(! 我内心的难过和惋惜可想而
知"从那天起!我和杰克的交往变得小
心翼翼起来! 生怕一句无意的话伤害
到&脆弱(的他"

一个星期过去了! 也不见杰克请
假" 我心想!这家伙要钱不要命了!跟没
事一样% 但是!我也只能在心里犯嘀咕!

我打定主意!他的任何行为!我都会迁
就" 从那时起!杰克永远是对的!他不上
班是对的!他上班也是对的,他工作时大
声说话是对的!他一言不发也是对的"我
的原则是!一切顺着他!只要他高兴"

有一天!杰克剃了光头!突然变了
个模样!有的同事就问他!为什么要剃
光头%他回答说!最近天气热"后来!他
告诉我!因为做放疗时会掉头发!所以
提前把头发剃光!省得到时慢慢掉!麻
烦"结果!公司里一个很怕热的墨西哥
小伙子何塞!也跑去剃了一个光头!回
来后大呼上当!说加州太阳大!剃了光
头更热" 杰克听后!悄悄地笑"

有一天!杰克没来上班!主管说!

杰克请假去医院做手术了" 我听了很

难过!心想!我可能除了到参加葬礼那
天! 再也见不到这位和我共事近五年
的朋友了"越想我心里越难过!甚至后
悔在以前和杰克相处的日子里! 我有
许多不周到和欠礼貌之处))我准备
打听杰克住在哪家医院! 然后周末去
看望他"

第三天!杰克居然又来上班了"和
往常一样!杰克又去&公共吧(倒了一
杯咖啡!坐下后悄悄告诉我!昨天麻药
的劲儿没过!头有点儿昏!不然昨天就
来上班了"

&手术做过了% (我惊奇地问"

杰克说$&做了!所有感染了癌细胞
的腺体都取出来了!中期!医生说不需
要做放疗了!定时做做化疗就可以" (

我问$&手术后不休息% (

杰克回答说$&医生不让! 说坚持
上班对我恢复更有利" (说完!他让我
看了他的伤口! 刀口不像想象中那样
可怕!没有见到传统手术那种难看的#

缝得像蜈蚣一样的针脚! 只有透明的
尼龙搭扣一样的带子贴在上面! 很有
一种现代化的感觉"

五六年过去了!杰克已长出一头秀
发!身体比以前还强壮" 杰克这次癌症
治疗就像我们治感冒一样!给我留下极
深刻的印象! 除了美国的医疗先进以
外!好像还有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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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百态

被堵! 几乎是绝大多数居住在
大都市的人都要面对的一种现象"

&我不在堵车中! 就在接近堵车的
路上"( 这已经不是一句戏言" 全
城热堵# 堵梦空间! 绝对都有大片
的范儿了"

不用说! 堵车肯定是不经济的
事情!多花时间不说!还会耽误很多
事情!弄糟车主的心情" 可以说!因
为多出了堵车这档子事! 很多人办
事的方式# 思考问题的方法都会有
所改变"

比如!因为堵车!你会将出行时
间提前半小时,因为堵车!你会选择
避开早晚车流高峰时段,因为堵车!

你可能会放弃某次外出活动, 因为
堵车! 你会考虑将几件事情凑在一
起办"

4*世纪5*年代! 在世界银行工
作的以色列经济学家雅科夫-扎卡
维提出了一种 &出行时间预算(理
论! 他发现不管是在美国的城市还
是非洲的农村! 大多数人花在路上
的时间基本上是相等的!大概是2个
小时多一点" 而意大利的著名物理
学家凯瑟尔-马切蒂进行深入研究
后也指出! 在汽车出现之前的历史
上!人类的通勤时间一直维持在2小
时左右" 他称之为人的&洞穴本能(!

认为这是人们对运动和家庭需要之
间的一种平衡"

按照古罗马的出行 &2小时规
则(!专家发现!67分钟行程之后!人
们对旅行的满意度开始下降" 而堵
车! 便会大大延长人们的预期出行
时间! 造成心理上的不满和体能上
的疲乏"

如何应对堵车! 是如今的有车
族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堵车经济
学( 也应运而生" 其实在国外就有
这方面的专家! 他们关注并研究堵
车现象 ! 提出了 &幽灵堵塞 ( #

&跷跷板效应(# &团体最优化( 等
理论" 不过! 我很怀疑这些理论搁
在中国能否行得通! 比如长期难以
解决的京藏高速进京车辆拥堵问
题! 似乎就不是某种单一理论能够
解决得了的" 倒是拥堵地段周边的
农民把 &堵车经济学( 原理运用得
非常自如! 利用这个机会卖给司机
们食物和水! 小发了一点 &堵车
财("

我知道! 虽然很多开车的人并
不研究&堵车经济学(!但一般心里
都有一个小算盘! 都会盘算如何避
开堵车高峰! 如何在堵车时放松自
己的心情" 因为堵车就意味着你必
须多付出油钱!多付出精力!多付出
时间!甚至呼吸更多的废气!用经济
学的术语来说! 就是增加你生活的
成本和负担"

实际上! 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发

达国家! 因为堵车已经连带产生了
一系列 &堵车经济(! 比如汽车餐
厅# 车内方便食品# 车内有声读物#

车内免提电话# 车载视频等" 广播
业在濒临式微的时候! 也因汽车业
的发展和堵车现象的增加! 得以在
交通广播领域施展拳脚! 十有八九
的车主会将车内广播频道调在交通
台上! 随时倾听哪里堵车了! 哪里
的道路出了事故"

美国纽约的自由作家汤姆-范德
比尔特甚至专门写了一本 *开车经
济学+! 其中绝大多数篇幅写的是堵
车问题! 用了大量数据和事例来说
明人们为解决堵车问题进行的不懈
努力" 比如他说2384年美国全部交
通延时9亿小时! 到4**6年! 这一数
据上升到69亿小时! 其中4:个市区
延时现象几乎增加了;<<=" >3;7

年! 美国人均每天驾驶里程约为1>

英里, 到177>年! 这个数字已超过
61英里,现在则更多"

我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 &堵
车问题就像中东和平问题"( 如今大
都市的人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
捡钱的机会! 但他决不会赶不上堵
车! 无论他开车或坐车" 以前在农
村好不容易跑过一辆车! 顽皮的孩
子会追着车尾巴不放! 现在连河北
和内蒙古的农民都说$ &我可见识
了什么叫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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