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美国大兵史蒂夫当兵仅$个
月!便被派往越南" $月%&日!在经历了'

次小战役后!史蒂夫的身心彻底崩溃了"

又一次冲锋开始了!他想到长官说的话#

最好的士兵是有血性没有思想! 是一台
服从命令的机器" 史蒂夫恰恰相反!他有
思想!时刻在思考战争的目的与意义" 史
蒂夫站起来做了一个冲锋的姿势! 旋即
摔倒在土堆掩体下" 他并没有受伤!是故
意摔倒的" 他胆怯!这么密集的枪弹!冲
上去一定是死!为什么还要硬冲呢$ 他答
应过女友!一定要活着回去"

战友们像一排木偶一样冲了上去!

一颗颗炮弹在他们身旁爆炸! 子弹如同
密集的雨点横扫而来" 史蒂夫看到有五
六个战友没跑几步就倒下了! 紧接着又
有几个士兵倒下了!十几分钟后!枪炮声
稀少了!尘烟散尽后!战场上没有一个站
立的人!一个排的士兵全部倒下去了"

史蒂夫双手握枪! 此轮冲锋他没打
出一颗子弹" 看着血性威武的士兵一个
个倒下去!他心里有一种巨大的恨" 他痛
恨敌人!恨不得将他们一个个咬死%他更
痛恨战争! 是那些黑了心的野心家让战
争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人类相互残杀"

每次小的战役都在很短时间内结束!

生或死&胜或败几分钟内见分晓" 史蒂夫
还活着!其他士兵都死了"'我为什么能毫
发无损地活着!有什么理由活下来$(史蒂
夫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实质性问题!他站立
着去见长官是不可以的! 长官不会原谅
他!军事法庭更不会给他一个合法活下去
的理由"想到这里!他再一次感到恐惧"为
了活下去就必须拿出活下来的理由"史蒂
夫狠了狠心!咬了咬牙!端起步枪!对准自
己的右腿开了一枪" 从思考到决策!再到
执行!他仅用了不足!&秒钟"

战争结束后!史蒂夫没有死去!他的
命是'白捡(回来的" 在参加战友葬礼的
时候!有这样一幕刺痛了史蒂夫的内心"

在一个名叫莫多拉的士兵的棺材前!他
的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儿子那已被炸
掉了半个头颅的脸! 一边喊着莫多拉的名
字!一边祷告!显得那么平静"虽然儿子已经
死了!但他还在母亲的身边"将要封棺时!那
位母亲推开旁边的士兵!歇斯底里地呼喊着
儿子的名字! 疯了一般要钻进棺材#'莫多
拉!妈妈跟你一起去!上帝会同意的) (

从那时起!史蒂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的所为和苟且偷生的生命" 他感到自己对

不起莫多拉和他的母亲! 对不起所有死去
的士兵和他们的母亲" 他痛恨自己是一个
懦夫!是一个胆小鬼"

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 几十年间!他
一有时间就去探望那些因战争而失去儿
子的母亲们! 为她们做些儿子该做的事"

后来他还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为战争中
失去孩子的母亲设立专门公益基金"

每年$月(&日那天! 史蒂夫会来到士
兵公墓!为死去的士兵献上鲜花!并为他
们祷告"这一天!他会整天守在公墓!给一
个个长眠的士兵轮番敬军礼!并对着坟墓
交谈!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年$月!"日!当初的老长官生病
住院!史蒂夫来到病榻前探望"

史蒂夫觉得自己已年近七十! 想把
心里话跟长官说出来! 卸下压得令他喘
不过气来的心理包袱" 他觉得!这正是上
帝给自己赎罪的机会"

'长官!明天是什么日子!还记得吗$(

'永远记得!是你为美利坚合众国光
荣负伤的日子" 我们的*+多名士兵!是在
当年的这天为国捐躯的" (老长官的眼角
淌出了泪水" '不! 长官! 我是说那天
**(尽管长官多次要打断史蒂夫的话!

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把藏在心中多年的
秘密说了出来" 他感到心里像打开了一
扇窗!透进了从未有过的阳光!那种清爽
和纯净使他获得了新生" 同时!他已做好
走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

'我知道! 当时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
你的一切表现! 后来是我命令卫生兵把你
从战场上抢回来的" (老长官很平静地说"

史蒂夫有些疑惑#'为什么后来还要
嘉奖我! 让我一生都罩在战斗英雄的光
环下$ ('就剩你一个人了!我怎能忍心把
一个为生命而自饮枪弹的士兵送上军事
法庭呢$ 战争本来就够残酷了!我又怎能
丧失人性把自己的士兵送上战后的断头
台呢$况且战争是政治!政治和你无关" (

老长官说" '这么多年!长官为什么从来
没有提起这件事$ (史蒂夫问"

'一些重要秘密是需要保守一生的!

这是军人天职背后的人性" (

(&!!年'月! 史蒂夫因病离开了人
世!一生的愧疚画上了句号" 当人们为史
蒂夫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的临终遗言!

才知晓了史蒂夫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
秘密" 不过!直到这时!老长官依旧对此
事缄口不言"

!!""

俄亥俄大学在美国! 中北部
的一个小镇上! 这里以白人为主!

街上很少能看到亚洲人" 可令黛
西惊讶的是! 当她第一次走进俄
亥俄大学! 校园里竟然到处都是
中国学生"

六年间!该校的中国本科生数
量激增了*,倍!(&&-年只有.$人!

到(+.+年则多达'+*名"现在!在俄
大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中!/.!来自
中国"

黛西了解到! 从(++$年开始!

俄大对中国学生进行扩招!并与中
国的留学中介机构加强了合作"学
校留学生录取部的一位高级助理
告诉她!自打与中国的中介机构联
手后!'这些机构协助学校做宣传&

录取! 帮助学生完成申请手续!中
国学生增长了$+!("

对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的中国同学! 美国学生跟他们接
触甚少% 了解不多" 许多人对中
国人的印象! 主要来自那些校园
里十分抢眼的富人" 前些时候!

该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
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如何开着
昂贵的跑车! 天天泡酒吧! 跟美
国人打得火热" 后来因为他驾车
出事! 不得不退学"

'这是不对的0 (黛西认为!这

个学生只是一个极端个案!'这篇
很有煽动性的文章!让美国人对中
国学生有了偏见" (

黛西读大学时!曾修过三个学
期汉语!(&&/年至(&.&年! 她到过
中国!在上海&昆明&广州住了一
阵" 在她看来!大多数中国人并不
是那么有钱!也不是那种活法" 她
想知道! 来俄大读本科的中国学
生!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什
么样子"

中国学生向黛西抱怨!说被有
些'没良心的(中介忽悠了"

有些中介告诉他们! 到美国
后!只需要读三个月的语言!就可
以上专业课了" 但到了俄大后!因
为英语水平低!尤其是听力和口语
太差!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需
要读英语强化班123456"

学校根据学生首次托福考试
的成绩!将他们分为七个等级" 虽
然学的是英语培训之类的基础课!

但交的却是等价于大学本科的学
费!每学期'7,万元人民币" 而且强
化班的课程并不能为他们赢得学
分!在这里一年读下来!一个学分
都换不到"

英语强化班占用了许多教室"

比如!在篮球馆的地下室!一扇玻
璃门上用胶带粘了一张纸!上面用
大字印着'2345("

'弯曲幽暗的走廊!串起了!一
排教室!教授们在这些教室里对学
生进行期中测评%一间又一间教室
里!学生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坐在
那里!和教授争论着!竭力让自己
获得通过这一级语言班以进入下
一级的资格%然后!他们再穿过这
洞穴般的走廊!走回到位于校园另
一侧的宿舍" (黛西描述道"

黛西发现!在一个班里坐着)(

人!清一色的中国学生" 教师特意
要求他们隔开坐"以防止上课时说
英语以外的语言"

教室墙上有脏兮兮的黑板&

地图以及五颜六色的语法提示"

在学生的作业本上! 有一题问#

'美国年轻人去酒吧的一个主要目
的是什么8( 下边用工整的笔迹答
道# '找到一个女孩! 坠人爱

河"(

在这种英语班上课的学生!每
天在图书馆&宿舍和课堂之间三点
一线地重复着"

'我想在真正的大学课堂里学
习! 过上更地道的美式校园生活!

但我只是看着美国学生走过& 路
过! 在食堂一起吃饭! 我无法体
验到那种生活"( 中国留学生克莱
拉说"

所谓的'中国城(!实际上是俄
大的一栋留学生公寓斯科特楼"去
年的时候!这里共住了%),名学生!

其中)/+个是中国人"

'中国城( 的人口是一座红砖
砌成的拱廊!上头挂着灯笼" 顺着
这些灯笼走下去!就到了一座露天
的院子" 院子里有片草坪!还种着
樱桃树!中央由四只木制长凳围成
了一个圈"

环绕着院子的这栋宿舍楼十
分雅致!共有四层!一层是教室!上
面三层是学生宿舍" 夜晚!一排排
白色的窗框里!射出温暖的金色灯
光! 整栋建筑像一个镂空的立方
体" 走廊里!可以看到一扇扇门上
用汉字做的装饰"

黛西的许多照片" 都是在'中
国城(拍摄的"她在英文报道里!绘
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中国城(看到
的一个个场景"

一间屋子里%一群中国学生正
用电饭锅煮面条"面条里只放了葱
和酱油!然后他们用筷子吃" 因为
宿舍内禁止做饭!所以他们用塑料
袋罩住烟雾探测器!以防触发警报
被抓"

黛西在报道中评价#'这里几
乎处处弥散着彻头彻尾&坚不可摧
的中国+特色," (

这种'特色(可不止体现在食
物上" 凌晨两点!在'中国城(三层
的学生休息室!四个)/岁的学生正
在打麻将" 摸牌出牌之间!这些年
轻的中国女孩互相逗趣&闲谈"

'我和了) '一个叼香烟的女孩
喊道"随后!她推倒面前的)-张牌!

向大家展示" 四人开始洗牌!'哗
哗(声代表新一轮牌局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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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间 用一把雨伞给你最后的尊严
生命像一条河流! 每个人都是河

里的一尾鱼! 在到达生命终点的那一
刻!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回溯! 都将是
无功而返! 都将不再能够且歌且舞!

且欢且戚"

然而! 即使是在生命的终点!尊
严!仍无可替代"

看过日本影片-入殓师.的人!都
会对这样一组镜头记忆深刻# 面对棺
木中的逝者! 入殓师神情肃穆地三鞠
躬!然后!跪下!轻柔周到地为逝者擦
脸&修饰&梳头&换衣服%在稍远的地
方!是跪地观望的逝者亲人!入殓师在
为逝者换衣服时! 要做到丝毫不暴露
逝者的身体!否则逝者会羞涩"

这是给逝者以最后的尊严"

这种尊严! 是对生命最后的尊重
与致敬"

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致敬! 在蓉
城成都!被一把把雨伞深情地诠释着"

%+)%年,月%-日清晨!下着中雨"

/点半! 黄海建送好/岁的小儿子
上学!就乘公交车回家!准备回去再睡
一觉" 这段时间以来!他觉得很累!身
体不太舒服" 一个多月前!有朋友为,/

岁的他介绍了一份在大厦当保安的工
作!每天要上夜班!从凌晨零点上到早
上"点" 一星期只能休息一天"

这夜班挺熬人!可是不上又不行!

像他,/岁的年纪找一份工作不容易"

最近!大儿子初三毕业考高中差几分!

学校要收'+++元钱!他很着急!想赶紧
上班筹齐这笔钱" 妻子刘代书在超市

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

最近他老觉得头晕! 他想可能是
夜班还没适应过来吧! 过一阵子就好
了" 今天他休息!早晨小儿子说爸爸你
今天不上班!送我去学校吧!你已经好
久没送我了" 他感觉头晕得厉害!却不
忍心拂了儿子的意!就起来送孩子"

回来路上!一下公交车!他突然感
到天旋地转! 扑通一声重重地趴在站
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时站台上人不多! 黄海建突如
其来的轰然趴下把旁边一位名叫赵美
玲的女孩吓了一跳" 她看到这个中年
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赶紧走上去问
他怎么了!见中年人毫无反应!她感觉
不太妙!马上拿出手机拨打)%+和))+"

她想也得赶紧通知他的家里人! 她从
黄海建身上找到了手机! 找到一个署
名'妈妈(的号码!她用自己的手机拨
打过去" 终于接通了!那是黄海建的妻
子刘代书的手机"

这时!等车的人多了起来!天还在
下着雨! 黄海建趴在冷湿的站台上一
动不动" 当人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的时候!有人喊到#'快给他打伞啊!一
把伞遮头!一把遮背!一把遮腿) (于
是!他被严实地'保护(起来"

公交车来了! 几个年轻人急着去
上班!快迟到了" 其中一个名叫甘璐的
女孩说#'你们赶快去上班吧! 我来打
伞) (

救护车还没来! 地上的黄海建还
是一动不动! 甘璐着急了! 她蹲下身

子!把雨伞全部罩在了黄海建头上!自
己在雨中淋着! 很快她的衣服和头发
都湿了"

她频频朝远处张望! 看看救护车
来了没有!还是没有!她忍不住又掏出
电话再次拨打)%+"

),分钟不到救护车就来了! 医生
立刻对黄海建进行检查! 发现他已经
停止了呼吸"

甘璐听了医生的话!眼睛湿润了!

还很自责! 虽然倒地的这个人与她素
不相识!但是她却不懂急救!如果懂得
急救知识! 立刻为他做些心肺功能的
复苏抢救的话! 也许还能挽救过来也
说不定! 可是自己除了给他撑伞挡雨
之外!却什么也不能做"

她怀着自责的心情给黄海建的妻
子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您的亲人**

请节哀吧) (

站台上的其他人! 在听到医生的
宣告之后! 都默默无语地向逝者致以
真诚的悼念!愿他一路走好"

,月的蓉城!冷雨纷纷"

但那一把把雨伞! 像一朵朵圣洁
的白菊花!撑起一片尊严的天空"

这片天空! 给逝者尊严! 让生者
温暖"

这样的温暖让猝然失去亲人的黄
海建妻子刘代书! 在噬心的悲恸之余
感受到欣慰#'我爱人走的时候! 没有
特别的狼狈! 谢谢你们给了他最后的
尊严!他走的时候!心是温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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