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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6日 星期日04好读又读 只推荐有口碑的好书

不亦乐乎 一闪而过的智慧 长久留驻的快乐

WEEKEND

吃顿快餐
快餐店里，一小朋友噼里啪啦掏出一

堆硬币和纸币，兴奋地要这个要那个。突
然进来个女的，抓住他喊：“家里饭都做好
了，跟我回去！”紧接着小屁孩一顿歇斯底
里：“你做的饭太难吃啦！我攒了两星期零
花钱，就为吃这顿，别拉我回去……救命
啊！救命！”

新版情话

“老公，我这么胖，你会不会不爱我
了？”“不会，你瘦的时候在我心里。现在胖
了，卡在里面出不来了！”这是我新见识的
情话。

狗屎运

在公司吃午饭时和经理闲聊。他说：
兄弟你知道什么是狗屎运吗？当初我刚进
公司，有一天拉肚子，上班时跑了七八趟
厕所，刚下班又一路小跑着去，正赶上老
板出差回来……他表扬我，说我真能干，
忙得都来不及上厕所！后来我就升职了。

有啥好问

昨天一朋友问我有多高，看到他那
180+的身高，我默默地走开了。身高这个
东西，大家都是一米多，有啥好问的？

绝情小偷

读书时寝室被盗，六个人被偷了五台
笔记本电脑，我的是台式机小偷拿不走，
他就把我的电脑线全部剪断并把开水倒
在了显示器上……好绝情啊！

买个钱包

丈夫：“媳妇儿，你给我买个钱包呗。”
妻子：“你不是不爱带钱包吗？”
丈夫：“是啊，可是最近我发现，每次

吃饭买单，等他们都打开包拿出钱包，再
打开钱包时，服务员已经找我钱了。”

英语差劲

上三年级的小外甥英语实在太差了，
我严肃地批评他，“你英语这么差劲，是不
是连24个英语字母都不会背？”小外甥嘴
角抽搐了下说，“舅舅，是26个……”

和我重名

好久没到公司了，竟然还是全勤！刚
刚点名点到我名字时才知道，原来单位来
了个和我重名的新人，每次点我名他都答

到，他自己还纳闷，怎么每次都点他两次？

最大笑点

朋友结婚时我是伴娘，和伴郎也不认
识。举行婚礼时，司仪让我送祝福，我拿着
麦克风就说，祝伴郎伴娘新婚快乐，百年
好合。全场都笑翻了！我当时就成为了那
场婚礼的最大笑点！

跳进坑里

学校开运动会，我安排体育委员负责

组织班里的同学报名。报名表拿给我看的
时候，发现跳远这一栏里写的竟然是我们
班最胖孩子的名字，我怀疑是不是写错
了，谁知小胖子说：“没错，我报名了，不然
这项咱班就空项了。”我有点担忧：“你能
跳进坑里吗？”他笑呵呵地说：“老师，放心
吧，看我这身材，跳哪哪是坑！”

反应快速

有个呆萌的小女孩在我身后一直叫
“爸爸”，我回过头去看，她立刻发现认错
了人，又连忙接着说，“89，90，91……”

这些年你一直都没瘦下来
怪我，当初不该对你说“保重”

“看那边！”

吱没吱声

以前高中住校，晚上大家唠嗑被宿舍老
师叫到楼下，老师问：“谁吱声？”老大举了
手，老师气得大骂：“你吱什么声！”他答：“我
没吱声啊。”老师反问：“没吱声你举什么
手？”他说：“我听成你问谁是值日生……”

大难不死

今天看电视，新闻里说一女子跳江轻
生，因为身上穿了厚重的羽绒服，在水中漂
浮了一个多小时获救！我的天！难道这就是
传说中的大难不死，必有厚服？！

通通会还

真心觉得我爸妈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人！
很久以前他们借别人钱的时候许下承诺：

“借你的钱我们通通会还的！”然后他们生下
了我，取名“通通”。

单卖泡菜

那年我18岁，第一次出门，到上海一家
韩国酒吧上班。酒吧里会给喝酒的客人送一
小碟泡菜，有次一对情侣来喝酒，泡菜吃完
了，把我叫过去问有没有单卖的泡菜，我当
场就愣住了，丹麦还产泡菜？我不知道啊！只
得微笑着回答：“没有，我们只有韩国的！”

没带零钱

邻居大妈看见我和老公出门，问：“丫头
真漂亮，多大了？”老公笑着看着我说：“你有
20没？”我顿时笑得花枝乱颤。老公又说：“你
到底有没有啊？我要打的，没带零钱！”

岳母刺字

去旅游，看到“岳母刺字”的雕像，旁边
一男的摇摇头说道：“这也就岳母干得出来，
亲妈干不出来！”忽然，四周的游客都安静
了，没错，他是很认真地在说。

听听//力力//训训//练练

10岁起她就想去非洲
半个世纪后终于圆梦

“黑如漆墨的当地人，辽阔的稀树大
草原，无尽的沙漠，蹦跳的羚羊，懒散的雄
狮，裂如龟壳的土地，赤裸上身的土著，骨
瘦如柴的老人，嘴唇上落着苍蝇的儿童，
铁皮房顶的城市……”所有这些画面，都
是在去非洲之前，毕淑敏对非洲的想象
——几乎都是来自《动物世界》和各种新
闻摄影作品的画面。

“到非洲去是我从小的梦想，那时候
觉得非洲多遥远啊，多么陌生的一个大
陆，甚至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完成这
个梦想。”毕淑敏说，自己从10岁起就有这
个想法，到60多岁才得以实现，这中间，跨
越了半个世纪。

2014年的一天，注射了预防黄热病的
疫苗、口服了预防霍乱的丸剂、怀揣着治
疗恶性疟疾的青蒿素，毕淑敏踏上了去往
非洲的旅程……

毕淑敏在非洲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著
名的“非洲之傲”列车。这是一列以非洲旅
行为主题的专用蒸汽机车，单张车票标价
1 万美元~9 万美元，有“流动的五星级酒
店”“铁轨上的游轮”等美誉。以奢华闻名
的“非洲之傲”，每节列车仅设两间包厢，

车上所有设施供应都不逊色于五星酒店。
但对于毕淑敏而言，在舒适与豪华之

外，“非洲之傲”由于集中了许多来自世界
各国的旅行者，“就像一个小联合国，让我
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人。”

从上流社会奢华包厢
到全球最大的贫民窟

毕淑敏在这趟“非洲之傲”列车上结识
了不少来自全球各地的旅伴，他们中有些是
欧洲的贵族后裔，也有不少亚洲的商业精
英，有位旅客已经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有
些旅客索性终年“居住”在豪华列车和游轮
上，也是一种“在路上”的生活。

不过，列车行经之地，两边有着很多非洲
最底层民众聚居的贫穷村落。一道车窗隔开
了奢华与贫穷，餐车内的旅客们举起酒杯，开
怀畅饮时，车窗外经常围满了饥饿的儿童。

这种强烈的对比，自然引起毕淑敏的
关注，她不但记录了非洲各地人情风物、
旅游见闻，还对车内车外两个世界做了细
致的观察和比对。

除了和非洲中产阶级女主人共进晚餐
外，她还跑到贫民窟中去观察底层民众的生
活，并从历史、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询人性
中的秘密。她既记录下了富豪们的优雅与教

养，也没放过他们的空虚和侵略性，正如她深
入贫民窟记录下那些日渐消散的文化碎片。

为了实地探访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
的全球最大贫民窟——索维托，毕淑敏宁
愿签下“生死合同”，所有责任自负。

在南方古猿化石最丰富、年代最古老
的遗址斯泰克方丹，毕淑敏参观了南方古
猿居住过的岩洞。人类远祖为了躲避猛兽，
将巢穴建在异常隐蔽的岩洞中。游客若是
想要一探究竟，就要在狭窄的岩缝中艰难
爬行，毕淑敏不禁为人类祖先的顽强求生
所打动。

归途中，毕淑敏望着壮美的荒原风光，
生出这样的感慨：“人世间的一切危难，未
来的种种不可知，都不必太忧心忡忡。安稳
下来，有所节制，顺着天地万物的轨迹缓缓
运行就好了。”

在敞篷车最后一排
与非洲狮目光对视

在非洲之行中，毕淑敏走访了多个国家
公园和自然保护基地。有的酒店十分机智地
将客房建在河流旁边，令客人足不出户，就可
透过落地窗，欣赏到前来饮水的野生动物。

尽管有电网保护，看着络绎不绝的猎
豹、犀牛、狮子、猕猴来到自己窗前张望，还
是让初来乍到的毕淑敏感到心惊。这种前
卫大胆的旅行方式，她之前还从未有过。

没想到有一次，她还和一头狮子发生
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近距离接触：在津巴布
韦，毕淑敏和游客们一起去看一只正在进
食的雄狮。不料雄狮竟然好奇地走到敞篷
路虎车旁，与坐在最后一排的毕淑敏面面
相觑。整辆车唯一的“安全设施”，是女导
游携带的一挺AK47。

“我和这庞然大物，距离应该只有一
尺多远吧。它无与伦比的巨头，就在我的
腿边晃荡。”毕淑敏回忆起来依然后怕。

好在狮子当时刚刚吃饱，并无伤人之
意，嗅了嗅轮胎便飘然离去，“继续撕咬着
那只血淋淋的角马。”

毕淑敏的环球之旅——
在游轮上欣赏“蓝色天堂”

2008年，毕淑敏从日本的横滨出
发，乘坐“和平号”游轮，一路西行，先
后经停越南岘港、新加坡，阿曼的萨
拉拉港、约旦的亚喀巴；穿过苏伊士
运河，从红海到达地中海，从印度洋
进入大西洋。

停靠过埃及的塞得港后，游轮驶
入地中海，经过土耳其、希腊、意大
利、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向北航
行一直到达挪威的卑尔根和冰岛的
雷克雅未克，从那里再到格陵兰岛。
在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毕淑敏最美
好的回忆是在一家因纽克人的门廊
上，和他们一起晒太阳。

在饱览冰川风光后，“和平号”掉
头向南，在大西洋航行 6 天后，到达
美国纽约，然后从纽约南下，到达中
美洲的委内瑞拉。通过巴拿马运河，
游轮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沿着太平
洋的东岸航行，经过危地马拉、墨西
哥、加拿大，到达美国的阿拉斯加，之
后横渡太平洋，又回到出发的横滨
港。全程114天。

这114天的见闻，被毕淑敏写成
《蓝色天堂》一书。她坦承，这趟旅行
花费大约 20 多万人民币，除了船票
外，还有沿途停靠的20多个地方，上
岸游览所花费用。尽管如此，她还是
有一个极为神往的地方不够钱去
——加拉帕戈斯群岛，“大约一周的
旅程，每天五千块钱的开销，还不算
消费和各种其余支出。这些都算在一
块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钱去完成
这次旅行了，非常遗憾。” （丝兰）

坐着豪华列车，深入贫民窟
毕淑敏的“非洲三万里”

“关于非洲，你了解多少？
你可知道非洲的全名？”毕淑敏
问她的朋友。

朋友说：“非洲不是就叫非
洲吗？难道还有其他名字？”

“非洲的全名叫‘阿非利加
洲’，意思是：阳光灼热的地
方。”毕淑敏说。

在大家的印象中，毕淑敏
的名字与小说紧密相连：《红处
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
理师》《鲜花手术》等畅销书，想
必不少读者都看过或听说过。

所以，或许也有很多人不
晓得，毕淑敏其实还是位资深
旅行者，曾经在海上进行过环
球之旅，还到过南极。当然也写
过不少游记。

2016年，毕淑敏老师的第一
本新书，就是关于她去非洲的旅
行见闻。名字也很配得上非洲大
陆的辽阔广袤——《非洲三万
里》。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毕淑敏对想要去非洲的朋友说的话

Q1：在非洲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地方？
毕淑敏：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埃塞俄比

亚的拉里贝拉。那里始建于公元 12 世纪
的岩石教堂有的用整块岩石凿成。

Q2：您觉得旅行的必备技能是什么？
毕淑敏：第一，会看地图，要有方向感；

第二，尽可能会使用当地通行的语言；第三，
要有足够的盘缠；第四，要有一个可靠的旅
伴；第五，如果以上都没有，你要有足够的勇
气和智慧。

Q5：您这些年去过了多少个国家？
毕淑敏：大概70多个国家吧，不算太

多。而且走过的地方越多，就发现自己所
知越少。我想说，非洲和我去过的其他地
方相比，最显著的特色是它的原始、贫穷，
以及丰富的文化。非洲人民的质朴、载歌
载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圆年少时的梦想，成为毕淑敏创
作《非洲三万里》的初衷。这也是
她乘坐蒸汽机车“非洲之傲”，从
南非的开普敦一直走到坦桑尼
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后，潜心闭关
一年后写下的旅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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