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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老歌，英国老牌的摇
滚歌手——— 彼得·莫菲 ( P e t e r
Murphy)在1995年唱的，名字叫
做《地铁》。我非常喜欢听这首
歌，他唱得格外温情脉脉，一开
始，就那样缓缓低飞如同飞机要
平稳安全着陆到家的感觉，充满
着他歌中少有的温馨。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反复地
唱道：“不要在地铁里睡觉，不要
在倾盆大雨里睡着。”的确让人
感动，像是很少听到的一种叮
咛，尤其是在人情冷漠如冰的今
天，在人流如鲫匆忙而拥挤的地
铁中，在擦肩而过面无表情的陌
生人的面孔前，在夜晚最后一班
地铁那昏昏欲睡的惺忪眼神里，
这种叮咛是那样感人而清新，一
下子，让人觉得亲近而心生温
暖。更何况，这种叮咛来自一个
陌生人，甚至异邦。

在现代化都市里，地铁真是
一个奇特的场所。作为城市的公
共空间，地铁并不是唯一，剧场、
公园、广场、博物馆、体育场、大
会堂，乃至飞机场或火车站，都
属于公共空间，但是，人们不见
得每日都需要去那里。地铁对于
人们尤其对于上班族，却是一日
都不能离开。随着道路越来越拥
挤，住处越来越偏远，地铁便越
来越和人们密不可分。地铁成为
流动的空间，连接着人们从起床
到工作，再到睡觉的若干个公共
空间和私人空间，是任何一个公
共空间都无法比拟的。

只有在地铁里，才可以看到
那么多人来来往往，素昧平生，
谁也不知道谁来自何方，又将去
何处；那么多人拥挤在一起，几
乎被挤成了相片，能够闻见对方
身上湿漉漉的汗味，能够听见彼
此怦怦的心跳，却是彼此隔膜
着，心的距离，比身子紧贴着的
距离不知远多少倍。所谓近在咫
尺，却远隔天涯。像以前徐静蕾
演过的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
那样的奇迹，只能在电影里发
生，永远不会出现在地铁里。

彼得·莫菲反复地唱道：“不
要在地铁里睡觉，不要在倾盆大
雨里睡着。”你就会感到，这种叮
咛里面，不仅仅是怕你在大雨倾
盆中睡着着凉，还包含着带有几
分警惕的劝告。比如，地铁里常
见的伸向女人的“咸猪手”，那些
佯装睡着或看报的男人，将前身
若无其事地贴在站在车厢里打
瞌睡的年轻姑娘身后，或用手掌
触摸车座上已经睡着的年轻姑
娘的大腿，甚至肆无忌惮地摸向
她们的屁股和乳房……如今，用
手机拍下的这类照片，常常会挂
在网上。其实，这些就是彼得·莫
菲的歌声同声放映的画面；或者
说，彼得·莫菲的歌声，是这些照
片的画外音。

“不要在地铁里睡觉，不要
在倾盆大雨里睡着。”唱得真好，

温暖的叮咛又带有仔细的提醒，
既是出于人生况味的关怀，又是
出于世事沧桑的警告，多层含
义，像絮进一层层羽绒的棉背
心，温暖的手臂一样将你紧紧拥
抱。然后，他才会接着这样唱道：

“恨是一种罪恶，这条道很窄，像
冰一样的薄，我们却可以在这里
的某一个地方遇到。”从隔膜到
不信任，到警惕，再到恨，有时离
得很近，只有一步之遥，就在人
们再熟悉不过的地铁里。

我确实佩服彼得·莫菲，他
能够准确地捕捉到生活中微妙
的瞬间，让人们在“地铁”里和他
不期而遇，听他唱出那难得的温
情和叮咛、宽容和期待，乃至细
致入微的劝告和警告。他不是那
样“大而化之”，不像日常歌曲中
听到的那样，只是名词和形容词
垒加起来的防空洞，而是浓缩到
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点上，让他
的歌声飞溅出魅力四射的水珠，
湿润着人们麻木而干涸的心。

听这首《地铁》，总让人想
起，无论是纽约、东京、巴黎，还
是北京的地铁里，夜晚，在司空
见惯、摇摇晃晃的车厢里，那些
北京城和外乡昏昏欲睡的人们；
也总让人想起吕克·贝松导演的
那部叫做《地铁》的电影，那些镜
头里奔忙如蚂蚁的人流、冷漠如
木偶的面孔和那震耳欲聋穿梭
不停的地铁轰隆隆的响声。那些
对生活的回避、对现实的逃离、
孤独的流浪、漂泊无根的无奈，
还 有 电 影 里 面 的 那 一 支 乐
队……那种日子对人生的重压，
日复一日的繁忙对人心的蚕食，
地铁车轮撞击铁轨的隆隆单调
声响，伴随着彼得·莫菲的歌声，
正是对人们疲惫麻木和昏昏欲
睡的最好伴奏。仿佛他就在地铁
站喧嚣拥挤的哪一个角落里，抱
着他的吉他，悄悄地在唱着这首
歌，告诉你：“不要在地铁里睡
觉 ，不 要 在 倾 盆 大 雨 里 睡
着……”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听到
“不要在地铁里睡觉”，不要说是
歌声，哪怕只是一句轻轻的诉
说，也足以让人感动。现实生活
中，除了自己的父母，谁还会在
意说这样一句“不要在地铁里睡
觉”的嘱咐和叮咛？就是自己的
亲兄弟姊妹，也都在各自的奔波
之中，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越
来越现实，就像罗大佑在歌里唱
的那样：“人们变得越来越有礼
貌，可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客气的礼貌，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和爱，生日的豪华蛋糕和九百九
十九朵玫瑰，代替了日常琐碎一
点一滴的关照。温馨和温情，已
经被挤压得如同人们品尝咖啡
时壶底的碎末或嘴里含过的干
话梅核，可以被随手扔掉。谁还
在乎这样一句话？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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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对于姓
名的看法比较中性，只是
一种符号，以区别于他
人。在传统文化中，姓名
往往体现了父母、长辈对
子女、后代的希冀与寄
托，因此，命名之际往往
拣选一些美好字眼，如古
代男士，文、武、富、贵等
字，都是姓名的常用字。
古代医学不发达，人们的
平均寿命比较短，希望健
康长寿也是人之常情。因
此，在姓名中使用寿、年、
康、龄等字也比较常见。

还有更直接的，那就
是直接以“去病”“弃疾”作
名字。这样的名字很明确、
很实在，是出于对疾病的
恐惧，还是出于对健康的
向往，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都是可以理解的。古人名
字叫“去病”“弃疾”的不
少，知名度最高的有两人，
一个是西汉时的青年将军
霍去病；一个是南宋时的
爱国词人辛弃疾。二人名
字含义相同，由于所处年
代不同，人生际遇就有天
壤之别。霍去病处于汉武
帝反击匈奴、开疆拓土的
奋发时期，荡平河西，马
踏漠北，封狼居胥(今蒙
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兵
临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
湖)，年纪轻轻就建立了
不世军功，20来岁就被封
为冠军侯，官至大司马骠
骑大将军。辛弃疾处于不
思进取、偏安东南的南宋
初期，以致空怀壮志，报国
无门，“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无意寄
情歌词，却又成为名垂千
古的爱国词人。

几年前，我曾拜谒位
于陕西兴平县的霍去病
墓冢。汉武帝为了纪念他
的战功，特意把霍墓修在
自己的茂陵之侧。霍墓状
如祁连山，墓碑上题刻

“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
侯霍公去病墓”，墓前有
著名石刻“马踏匈奴”，以
彰显霍去病的赫赫武功。
据说，兰州五泉山公园也
有一座霍去病雕像。兰州
我没去过，不知雕像如
何，但关于这座雕像的一
则新闻最近却在网上热
传。报道称，每天有上千
人到公园里，排队手摸雕
像前的“霍去病”三字，据
说摸了就能“去病”，雕像
竟被摸得油光锃亮。

霍去病青史留名，与
养生、长寿一点关系都没
有。事实上，他只活了23
岁 (公元前1 4 0 -公元前
117)，是个典型的短命将
军。霍去病并不因其名

“去病”就与疾病无缘。霍
去病英年早逝，正是死于
疾病，他的同父异母弟弟
霍光“未死时上书曰：‘臣
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
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
无后’”(《史记》)。这是关
于霍去病死因的唯一说
明。霍去病名叫“去病”都
无法“去病”，这个才华横
溢、风华正茂的将军最终
死于疾病，连后人都没有
留下。两千多年后的人

们，怎么可能摸摸霍去病
的雕像就能“去病”，就会
保佑自己免去病灾与疾
患？

我国旧时的民间是
一个“泛神论”的文化生
态，山精、树鬼、石怪、蛇
妖、狐狸、黄鼠狼……什
么都会成为神灵，什么都
可以成为人们顶礼膜拜
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将近
70年，国家进行过无数次
扫除迷信、移风易俗，但
仍有为数不少的人的精
神心智层面仍然停留在
农耕时期。

在旅游活动中，导游
小姐引导游客，摸摸貔貅
可以招财，摸摸佛足可以
降福。这不过是旅游业的
行业噱头。而大批民众摩
肩接踵，排队去摸霍去
病，争相沾染这点灵气，
以为如此就可以“去病”，
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
旅游噱头，反映了一些国
民内心深处的文化心态
与社会心态。

许多国人有着重名
而不唯实的习气，不懂应
当循名责实的道理。摸摸

“霍去病”就能去病，他们
看到的只是“去病”二字，
却不知这二字与史实有
何关系。千古一帝秦始皇
也追求虚名，他不仅将上
古时期本来分设的“皇”

“帝”合并使用，称号专
享，甚至宣称“朕为始皇
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
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
然而，这个不可一世的秦
帝国，竟然二世而亡。

灵应、星相、占卜、鬼
神，凡此荒诞不经的行
止，唐太宗李世民皆不以
为然，“神仙事本是虚妄，
空有其名。”(《贞观政
要》)人称“唐宋八大家之
首”的韩愈，其名字中的

“愈”字大抵与“去病”相
差无几，然而“愈”字并未
帮他“病愈”“痊愈”，最终
仍然死于疾病，他只活了
56岁。这位宦海沉浮、仕
途坎坷的著名文人，曾有
诗句说：“神仙有无何渺
茫，桃源之说诚荒唐。”看
来，他是并不迷信的。

人们通常把在神像
面前焚香叩首、顶礼膜拜
的人们称为善男信女，不
过也有“毒舌”将之称为
莽夫愚妇，这与社会的文
化教育有着相当大的关
系。在我们的教育中，到
处充斥着标准答案的应
试教育，早早泯灭了青少
年因好奇爱追问的天性。
从学校到社会，无不强调
听话与顺从。都已经21世
纪了，在信息涌流的网络
时代，一些人由于学校与
社会形塑而成的不敢独
立思考、丧失质疑精神的
人格特质，唯唯诺诺，人
云亦云，盲从成习，你拜
我也拜，你摸我也摸，“万
一灵验呢！”于是就形成
了这种愚昧无知、可笑的
文化景观。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
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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