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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我们楼下的那家人，是一对年轻的
小两口，看着不太好惹的样子，平时还常
在家里吵架，声音巨大不说，还要摔东西，
听得我们心惊肉跳。老婆说，他们平时开
销应该不小，每次吵完架都要重新置办一
套碗盘吧。

上个月他们闹得格外凶，听到女的撕
心裂肺在哭喊，感觉像是遭到了家暴。我
们当时是刚从外面回来一会儿，正在考虑
要不要报警或者给物业打电话的时候，应
该是有更加热心的邻居已经打了，总之听
到楼下砰砰敲门，随后就安静了。

但是物业那两位出面的大哥也真是欠

考虑，他们紧接着就来敲我们的门，一问才
明白，是我们同楼层的隔壁大姐打的电话，
他们是去告诉那位大姐，事态已平息，希望
没有打扰到大家。可是敲错了房门。

于是，我猜那个男的可能是偷偷听了
动静，以为电话是我们打的，于是暗暗记
恨。反正没过两天，我就看到家门口附近
扔了一袋厨余垃圾。我开始以为是隔壁大
姐不小心放那里忘记带进电梯，但是当晚
那位大姐就来敲门，大家这才联想到，可
能是某种阴暗的小报复。

我丢了垃圾，心中暗想：这次哥先放
你们一马，下回再来挑衅，立马去查监控，

谁怕谁！
那位大姐和我们关系还不错，大家互

相都留了电话，约好有什么事互相照应，
对于我们的遭遇，她也十分生气，“不好意
思啊，我当时也没想到那男的这么渣！下
回再有这事，我和你们一起去找他！”

没过两天，真正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傍晚，我和老婆饭后在小区散步，我不小
心踩了一脚狗屎……老婆嫌脏，让我别拿
进屋里，先放外面，等她第二天去买小苏
打回来擦洗去味。

第二天快下班时，我接到隔壁大姐的
电话，听得出她十分气愤：“我跟你说，楼

上那家太过分了！竟然扔了一只粘了狗屎
的臭鞋在你们家门口！我跟你说——”

我不好意思地打断她，说鞋是我的，然
后跟她讲了来龙去脉，大姐一听，沉默片
刻，然后同样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出于义
愤，已经把那只鞋“丢回了”楼上门口。

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大姐自己也已出
门在外，于是我只能等到下班后再去拿回
鞋子。

走出那层楼的电梯时，我对拿回鞋子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觉得他们看到后肯定
会直接扔掉。可是，鞋子居然还在，而且，
更巧的事情发生了——

被误会的邻居
我想说声对不起

生活中难免会发生很多的误会，很多时候，这些误会都是可以心平气和地通过
沟通解决的。不过，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耐心越来越少，遇到一些事总是根据自己
的想象去处理。有时候，这种误会就发生在邻里之间。

按说远亲不如近邻，可现在大家天南海北来到一栋楼里生活，可能住上三年五
载，谁也不认识谁。很多时候，脾气发完了，才发现自己误会邻居了。大周末的这几
位读者，也想通过自己误会邻居的故事对邻居表示歉意。有事多沟通，遇事先商量，
谁不想处一个好邻居呢？

有一次都快12点了，她们还在来回叮
咚，老公上去敲了门，说女孩们也吓了一
跳，连连道歉。我问他：“你有没有建议她
们回家换拖鞋？”他翻了个白眼，“你自己
说去吧。”

然后消停了一段时间，接着是住在我
们客厅上方那间房子的租客开始出现问
题：我经常在客厅听到砰砰响像是砸地板
一样的声音，搞不明白是在干嘛，都是大
半夜的时候。有一次我大怒，就用晾衣竿
朝天花板上猛捅，声音也随即停了。

于是我更加认定，楼上住的小伙子就
是个噪音制造者。

终于，爆发面对面争端的时刻来到
了。那天晚上刮风又下雨，家里恰好只有
我一个人。夜里11点多，我听到持续不断
的“当、当、当”，声音低沉，像是用木槌砸
地板的声音。

心里十分不解，这个时间里，不可能
有人装修，那么是在敲钉子吗？也有可能，
比如买了家具在安装？白天没时间，晚上
睡前组装？

我一边胡乱揣测，一边暗暗祈求那位
邻居趁早完成组装大业，赶紧也去睡觉。

可是，这位邻居看起来不打算睡觉，想彻
夜重新翻修屋子的节奏啊！我按捺火气，等了
接近半小时，声音时断时续但从未停止。

于是跳起来，跑到客厅侧耳倾听，果
然，又是楼上那小子！我抓起晾衣竿再次
猛击天花板，可是这次不顶用了！人家一
如既往，该干嘛干嘛！

我转身就去换了衣服，钥匙一揣，毅
然出门。当然，也不会轻举妄动，万一打起
来呢？我肯定吃亏啊。我给物业打电话，请
他们派人过来和我一起去敲门。物业说，
正好有位工作人员在对面2号楼巡夜，“你
等一下，他马上就过来。”

见到人，我十分满意：正是那位膀大
腰圆的东北小哥，平时和我关系还不错，
见面都要微笑打招呼。这回和他一起去，
靠得住！

门很快开了，一个小伙子有些疑惑地
看着我们，我二话不说，像只敏捷的兔子
一样从他身旁嗖地蹿过去，带着冲天的怒

火，直奔他半掩的房门。
进屋一看，咦，没别人。仔细看看地板

和床底下，更没有什么在组装的家居或工
具。这个时候小伙子跟了进来，物业小哥
给他解释了情况，他还是生气地问我：“你
这样招呼都不打就冲进来，什么意思？”

我疑惑地说，“但我很仔细地听了啊，
声音绝对是来自正上方！”

“哦，那你现在再听一下嘛，到底怎么
回事，我也想知道。”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了，讪讪地往外走。他
跟着我们走到门口，说“你还没说对不起。”

我不情愿地说：“那不好意——”
“思”字还没出口，门已经在我面前关

上了……
一时间我有些不知所措，这时，那个

声音又出现了！这时一个救命的电话打来
过来，物业小哥的同事打来的，他接完电
话说，走，咱们去楼顶看一下。

我住在这栋楼5年了，还是第一次上
到屋顶露台。这时雨基本停了，但风还在
刮，小哥走到靠西边的一侧，伸手拉起来

一段粗粗的绳子。“对了，就这个。”他说，
见我还不明白，补充道：“应该是这个绳子
被风吹的，一直在碰到楼房的外墙。刚才
同事说，15楼的业主也打电话来说，有段
绳子在他们窗外晃。”

原来，这个绳子是之前清洗外墙装的
工人挂上去的，工作完成后还没来得及取
下来，于是被风吹着碰撞外墙，造成了这
种声音效果。

我彻底迷茫了：是我物理学得太差还
是这楼房的结构特别？明明是侧面外墙的
声音，怎么就会听起来像是来自头顶的天
花板呢？是不是声音在水泥里传播的时
候，没有方位的差别呢？

唉，以后慢慢想这个问题吧，我垂头
丧气回家睡下。从第二天开始，我发现自
己患上了电梯恐惧症：等电梯的时候，特
别怕看到电梯在我们楼上那层停下……

但这一天还是来了，电梯打开的时
候，那位小伙子就站在里面。我低头走进
去，赶紧转过身，掏出手机假装在忙。再后
来，他应该是搬走了。 （文/暄言）

自从我家楼上换了一波年轻的群居
租客，原本静心的居家生活频添烦恼。据
说楼上的房主是外地人，买这房是为投
资。起初，闲置的房屋空了好几年，很清
静。后来转租给某房产租售机构，群租给
好几个年轻人。自打他们入住楼上，我们
就没安心过。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
其中一位女租客，进屋从来不换鞋，

踩着高跟鞋“咔咔咔咔”，总在屋里转来转
去，白天还能忍受些，可到了深夜，万籁俱
静，伴着清晰的踩踏声，无论心里数多少
只羊，都无法安然入睡。

这些年轻租客倒是挺在乎个人卫生，
无论回家多晚，都不忘洗澡洗漱。可是简陋

的装修无法降低噪音，“嘎吱嘎吱”的开关
门声音，“哗哗哗”的流水声，每晚这恼人的

“协奏曲”总不能消停。忍无可忍之时，我也
时常打电话向物管投诉，但终究没有解决
问题，于是我心里就此积攒了宿怨。

一个周日上午，我正在厨房忙着准备
午饭，听见通往露台顶棚上发出“啪嗒啪
嗒”的声音，伸出头一看，只见不明物体持
续地落在玻璃顶棚上。顷刻，心中一阵怒
火，我仰着脖子，放声大骂：“干什么啊？乱
扔垃圾太过分了吧！”

可是“啪嗒啪嗒”声并未终止，他们完
全不把我的抗议放在眼里！我心里越想越
气，越骂嗓门越大！

“你个没家教的东西，你再扔一个试

试！？”“还扔是不是？！信不信老子把门给
你拆了！

老妈和女儿听到动静，拍马赶到，二
话不说就和我一同奋力声讨楼上的低素
质邻居。有了她们的支持，我也越骂越有
底气，然而楼上落下的“啪嗒”声丝毫不见
停止，终于彻底激怒了我。

之前老公已经致电物业中心，工作人
员说马上落实解决，可在我看来，他们显然
没有及时出现。激愤之下，我直接拨通110，
理由是：“楼上邻居扰民，物管不作为！”

接警民警落实了信息后，保证马上出
警。接着，物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
现场，和气势汹汹的老公一同上楼，准备
找邻居算账。这期间，我们老中青三代女

将，持之以恒地仰着脖子、红着脸、扯着嗓
门，骂声不断。

这时，老公打来电话，平静地说：“别
骂了，楼上没人。”

原来工作人员打通了租客电话，对方
称屋内无人，入户大门并未上锁，于是进门
一看，确实没人，是厨房外的热水器进水管
爆管，水喷洒在墙上，由于浸泡时间太长，
墙皮脱落，一块一块掉在我家的玻璃顶棚
上，这才有了“乱扔垃圾”的假想……

我把前方报道转给老妈和孩子，她们
先是一怔，接着我们仨笑得前仰后合。突
然，我记起自己之前的报警，立马拨通电
话，很不好意思地说，问题已经解决，不需
要出警了。 （文/女巫Winnie）

过了一阵打开门，气味依然在，只是
变淡了一点。我想了下，隔壁的邻居压根
儿没来住，同楼层的其他邻居，都是每天
有人在家，家中还有小孩子，不像是会让
垃圾烂在家里的样子。楼上楼下的邻居也
还没熄灯，说明家里有人，那这臭味到底
从哪儿来的呢？

带着不安，我隔一会就开门闻一下，
味道似乎逐渐变淡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后
基本消散。终于安慰自己，估计是其他楼
层传来的味道。

第二天我又敲邻居的门问了下，昨晚
在家有没有闻到很臭的味道？邻居一脸纳
闷：没有啊，我们家睡得早，要弄孩子，没

闻到啥怪味儿啊？既然没味道了就好，我
也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晚上在家看片子的时候，正好看了个
凶杀案，什么肢解抛尸之类的，然后看手
机刷新闻的时候，又看到日本老人家中孤
独死，尸身腐坏多日，看得我一头汗。

小心翼翼打开门，楼道里的窗户，从
外面吹进来热乎乎的风。我走到窗口，往
外探了一下身，临近窗口的是隔壁那家没
人住的邻居窗口，关闭着，里面黑乎乎的
啥也看不见。我回到屋内，敞着门透风。

没想到，到了晚上11点左右，这个气
味又来了，和昨天一样浓烈，还是原来的
配方，肉类腐坏垃圾的臭味儿！

我真的是发毛了，又开始一次次探出
头去闻，奇怪的是，气味又按时消失了。入
睡之前，我越想越怕，万一是隔壁邻居有
人进去，不小心出了意外，或者小偷翻进
去，也不小心出了意外，就在房子里倒下
……这大夏天的，太可怕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了物管，把我的
分析和顾虑给他们严肃地讲了一下，物管
听后也面面相觑，给我邻居打了电话。邻
居听了以后，估计也是被吓到了，连说好
的好的，我们晚上就来看看。

白天一整天，我连班都没心思上，专
等着晚上谜底揭晓。

晚上8点，邻居家从隔壁县市驱车来

到家门口，我赶紧跑出来和他们说了情
况，他们也有点心虚地打开房门，摁亮灯，
一看家里，啥也没有，连个死耗子都没有！

我满心抱歉，连连说：实在不好意思，
弄得你们跑这么一趟。邻居也很客气，说
没事，正好来看看也放心。

当晚臭味如期重现，但已淡了不少，
没多久就消散了。之后几天，臭味没再出
现。这个事情真是太蹊跷，到现在我都不
知道它究竟哪里来的。后来说给朋友听，
她都笑了，说我闻到的可能是来自异次元
的臭味。也对啊，不然我真没法解释了。

邻居还是没来住，但是今年时不时的
家中来人进出，我不担心了。（文/小箭头）

我像只敏捷的兔子
一头蹿进他的房间

———挺长一段时间里—挺长一段时间里，，我家楼我家楼
上的房子都是租出去的上的房子都是租出去的，，一群年轻一群年轻
人在住人在住。。对于他们对于他们，，我是不太满意我是不太满意
的的。。尤其是住我们卧室正上方那间尤其是住我们卧室正上方那间
房子的两个女孩房子的两个女孩，，我一直纳闷我一直纳闷，，她们她们
为啥回了家不能换上拖鞋呢为啥回了家不能换上拖鞋呢？？大半大半
夜的夜的，，高跟鞋的声音叮咚叮咚高跟鞋的声音叮咚叮咚，，在头在头
顶上来回地走顶上来回地走。。

以为楼上随手扔垃圾
站在阳台上一阵怒骂

———不过—不过，，这场闹腾似乎还是这场闹腾似乎还是
起到了一些额外功效起到了一些额外功效：：租客后来搬租客后来搬
走了走了，，楼上再也没有传来楼上再也没有传来““咔咔咔咔咔咔””
的脚踏声的脚踏声；；租房公司后来做了装修租房公司后来做了装修
调整调整，“，“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和和““哗哗哗哗哗哗””的恼的恼
人声也没有了人声也没有了。。估计也是这场假想估计也是这场假想
敌式的骂战敌式的骂战，，宣泄了我们当时积怨宣泄了我们当时积怨
在心的情绪在心的情绪，，心里没有那么堵得慌心里没有那么堵得慌
了了，，听声音也没那么敏感了吧听声音也没那么敏感了吧。。

因为一股奇怪的味道
我把邻居从外地喊回

———去年夏天—去年夏天，，正值酷暑之时正值酷暑之时，，
我晚上开门敞风我晚上开门敞风，，没想到门一开没想到门一开，，楼楼
道里传来了一阵恶臭道里传来了一阵恶臭，，气味非常浓气味非常浓
烈烈，，最叫人心里发毛的是这个气味最叫人心里发毛的是这个气味，，
简直是肉类腐坏混着垃圾的气味简直是肉类腐坏混着垃圾的气味。。
臭得我赶紧把门关上臭得我赶紧把门关上。。心里十分纳心里十分纳
闷闷，，这气味是从哪儿来的这气味是从哪儿来的？？

我拎着鞋，憋出一句：
那个电话不是我打的

———当我轻轻提起鞋—当我轻轻提起鞋，，正待转正待转
身时身时，，门开了门开了。。我拎着鞋我拎着鞋，，和那个男和那个男
人面面相觑了两秒人面面相觑了两秒，，我不想跟他解我不想跟他解
释什么释什么，，但这一幕又如此尴尬和奇但这一幕又如此尴尬和奇
怪怪，，于是我憋出一句话于是我憋出一句话：“：“那天那个那天那个
电话不是我打的电话不是我打的。”。”然后迅速钻进了然后迅速钻进了
楼梯间楼梯间。。 （（文文//大鱼大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