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谦吉里的尽头是15号
院，大门紧闭。苍郁的树冠环拥着
一片蓝色的屋顶，还没走近，就感
到一股凉气夹杂着树木的清香阵
阵袭来。记得我第一次走进这座
院落，拍开大门，便走进一个绿荫
世界。迎面六扇高大的窗户一字
排开，窗前种了一排柏树，门首两
棵梧桐如盖。沿着青砖铺成的甬
路蜿蜒进入，竟走进一个林院。院
内两排柏树像屏风一样隔出庭院
与园圃，在二百余平方米的院子
内种植着榆树、槐树、桑树、芙蓉
树、桃树，墙角竟有一棵花椒树。最
粗的榆树两人合抱才能抱得过
来。南墙下是花台，种着草本的夜
来香、月季、枸杞。走进去的那一刻
没有想到，我们家竟在这个院子
里租住了三十余年，见证了一个
华庭由苍青走向枯黄的全过程。

15号住着常先生，是一位造
纸厂的会计师，骑着一辆德国老
飞鹰自行车出入庭院，比当代骑
着大摩托的青年还神气。常先生
忍让知礼，少与人家争执，人缘极
好。以后我才悟出，传统的居家，
总把家风放在当头。那些带着各
种名号的“里”，是家风的体现。

“谦吉”二字不是妄说的，看看谦
吉里的房主，哪个不是恭谦着、忍
让着，与邻居修好，以礼仪齐家。
我搬去的时候，那辆老飞鹰已经
成为旧车，就见常家三哥拆了装、
装了拆，修个没完，他终于把那辆

车修坏了。常家二哥总是说老三
没出息，功夫不用到学习上。常家
老二是个极用功的人，老冷着脸，
不与我们小孩子玩。然而他没考
上大学，只考上了师专，为此苦恼
了很久。他的姑姑一语点拨了他：
上吧，生在这个家庭你永远考不
上！二哥一掉头走了，一走就很少
回家，听说毕业后分配到乡下一
所中学，在当地成家。十年后的一
个春节他回来了，带着他的媳妇，
一位穿着艳丽红花棉袄的农妇。
再看常家二哥，身上没了帅气的
制服，穿着对襟黑棉袄，絻腰黑棉
裤、高帮黑布棉鞋，那发型——— 你
别说，今天说来还挺时髦，一推子
推到头顶，两边露着青白的头皮，
只有顶上留出一把萝卜缨子样的
头发。那个英俊潇洒的二哥被他
媳妇打扮成了农民。我想这大概
就叫脱胎换骨吧？只有常家大姐
造化好，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
武汉，后来成为长江水利专家。

“深挖洞”的前一年，常家来
了一位老太太，是常先生的表姐，
我们喊她姑奶奶。她一辈子没结
婚，晚年从北京退休到济南投靠
表弟养老，据说她是林巧稚的同
学。姑奶奶兜里总装着糖果，看到
小孩子在院里玩耍，就走过去掏
出糖果给他们，然后笑眯眯地站
在旁边看孩子们把糖果吃完。她
慢悠悠地在院子里走动，慢悠悠
地生活着。常家孩子养了一只鹦

鹉，玩腻了，扔在一边再不饲喂。
姑奶奶就去喂，一来二去，那只鹦
鹉和她混得厮熟。她把一根树枝
伸进笼子，鹦鹉不但不躲，反而跳
上去，姑奶奶上下晃动树枝，宛如
跷跷板，鹦鹉就高兴地跟她玩耍。
虽说是投靠，姑奶奶生活却绝不
依赖别人，凡事总是自己动手。有
一次她外出买糖果，不幸被一辆
匆匆行驶的自行车撞倒，造成腿
骨骨折。偏偏撞她的是一个哑巴，
打着手势告诉警察，他是去挖防
空洞的，因交接班怕晚了点，急行
中撞倒了老人。又偏偏哑巴很穷，
赔不起高昂的手术费。姑奶奶闻
听，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我有退
休金，医疗也能报销。就把哑巴放
走了。祸不单行，手术输血时，那
血里带着黄疸病毒，传染了老人，
七十多岁的老人又从骨科病房转
到传染病医院。一通折腾老姑奶
奶竟挺了过来，真是天佑善良。

然而老天没有护佑这座院
子，就在姑奶奶倒下不久，常家遭
到遣返，举家搬到一个偏远的农
村。常家走后，院子里就留下我们
一家。许多人垂涎着院子。一天房
管所的工作人员找到我，希望我
们家也把房子腾出来。我问理由。
他们说，一位首长看上了这里，要
修整出来给他居住。我一声冷笑，
反问他们：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吗？是那个时局逼得住谦吉里
的人丢掉了谦和。为了维权，我们

学会了捍卫。
首长没有住成，换来了15号

院更大的劫难。一天，门外进来七
八个人，不由分说，砍掉了院子里
所有的树，15号院一下子就秃了。
不久又拉来砖瓦，建起七间平房。
宽大的院子狭窄了。新房客来自
各行各业，似乎都有来头。他们对
房源的需求牺牲了一座庭院积养
的人文，强硬闯入抹掉了院子信
奉的谦吉，从此谦吉不再。

多年后，常家被落实政策，回
到15号院，庭院已经面目全非，只
有那座别墅式的房子雄伟地屹立
着，可是他们搬不进去，里面仍然
住了房客。他们只能蜗居在七间
房子的一间栖身。又是一番放弃
忍让的斗，那房客终于搬走，常家
劳燕归旧巢。我发现谦吉里的风
气由谦和变得戾气了。

没几年，大拆迁莅临这个美
丽的院落。常先生痛心疾首，他
对我说，我可以走，但是我心疼
这座房子。我走后，它发挥点别
的作用不行吗？比如建一座房屋
的博物馆，毕竟它是最有特色的
房舍。常先生的话太微不足道
了，没有人听得进去。不消两天，
一片庭院夷为平地。我去废墟上
吊唁那逝去的三十多年的情感，
突然在碎砖断瓦中发现一块石
匾，那块匾的面一直被石灰抹
死，在震荡中石灰脱落，露出三
个镌刻的字：谦吉里。

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我参加
省作协的采风活动。看了下行
程，第一站是济南。济南，是我内
心深处极其牵挂的一座城市。读
书、实习、打短工，从步入大学校
门起，我就和济南有了不解之
缘。这座城里留下了我太多的经
历和记忆，留下了我太多念想。

当得知行程时，我的内心是
激动的。出发前一天，安排好工
作，准备好换洗衣物和生活必需
品，大半宿没睡。我想和在济南
工作的“老大”联系，趁此机会与
几个在济南的兄弟聚一聚，又担
心叨扰他们。思来想去，终究还
是拨通了电话。老大问了我的具
体行程，告诉我到时和其他两位
兄弟一起吃顿饭。我们几个在济
南读书时住一个宿舍，彼此结婚
时也都小聚过。

离开单位时，小镇上的雨下
得正紧，车轮过处，水浪频起。但
火车是优雅的，根本没把风雨放
在眼里，一切按自己的节奏来。
赶到济南，时间已过中午12点。
太阳驱走了周边的云朵，悬在仿
佛刚刚水洗过的蓝色空中，炙热
得刺眼。寻到市立五院附近，这

处我原本熟悉的地方，如今楼群
耸立，一派崭新模样，令我难辨
东西。

饭店距老大所在的小区门
口不足五十米，午饭吃的小火
锅。毕业十四年了，兄弟们之间
的言谈还是老样子，只是话题已
不似从前，常常岔道、迷失。饭才
吃了一半，老二因工作需要，急
匆匆走了，另一兄弟也因孩子困
乏而早离开。我和老大闲聊了一
会儿，知他本来有事要回莱芜，
不想却因我的到来而改变计划。

采风活动的食宿早就安排
好了，我完全可以掐准点赶到。
只因心中想着多年不见的兄弟，
我刻意早半天赶到，就是为了一
聚。

送老大回到家，我打车去宾
馆安顿好之后，一个人走出去，
想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
逛一逛。在英雄山路，我沿着一
处高架桥由南而北，又由北而
南，走了整整两趟。高架桥底下，
栽了几排高大的绿树，近旁的花
坛里种满各式花草，把冷冰冰的
桥和路点缀成温润柔软的绿色
花园。我沿着柏油路南北往返。

在高架桥南端，遇上了红绿灯。
偶尔抬起头，发现在附近一栋三
十多层高的楼顶一侧，一轮擦薄
擦淡半边的月亮白如云朵，嵌浮
在纯净的蓝天之上。我停下脚
步，心中猛地一颤，济南的天，怎
么如此蓝！

也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也
许是环境治理的成效，那晚的天
色，纯净得像一幅思想单纯的
画，画里只有蓝天和月，甚至不
见一丝云朵。

次日早晨，当阳光的洁净和
热烈抹上路面，我们就乘着大巴
出发了。济南、淄博、潍坊，这是
预先定好的路线。直至四天后，
我们才再次返回济南。

大学时，有个同班两个多月
的女生，叫杨帆。分班后，我们也
经常联系，纯粹异性朋友之间的
往来。和兄弟们小聚前，我没告
诉她到济南的事。由济南出发前
一晚，我才跟她用QQ电话聊了
一会儿。她怨我没提前联系，追
问我呆多久、何时离开。

回济南那天中午，知我在车
站下车，杨帆早早在济南长途汽
车站等候。她在北站，我在南站

下车。待我走到北站时，人多得
让我迷茫。她在人流中迎向我，
远远跟我打招呼。白衣黑裙，笑
容满面，化了细致淡妆的她，活
脱脱还是十年前的样子，甚至更
显年轻了些。

边聊边行，她帮我拉上行李
箱，我急忙去买票。去费县的汽
车，还有两分钟发车。买完票，再
找到检票口，时间所剩无几。杨
帆把装了一盒凉皮和一个肉夹
馍的塑料袋塞给我，告诉我路上
吃。几乎是在她把行李箱拉杆递
到我手上的同时，济南至费县的
汽车已缓缓启动了。我匆忙上
车，连挥手道别都没来得及。

多少年没见了，与杨帆再
见，还是一切如故。言谈举止，她
一点都没变。而我，或许变了许
多，但彼此交往的感觉没变，直
来直往，自然亲切。

路上，脑海中又多次出现了
那轮嵌浮在蓝天上的月亮，围在
一起一人守着一个小火锅聊天
的兄弟，白衫黑裙、性格爽朗的
杨帆，还有想联系又没联系的几
位师友。一幅幅画面涌上来时，
像是有海浪在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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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郑风·将仲子》描写恋
爱中男女的互动情境，有风险也
有危机，十分有趣，值得现代男女
交往时省思。原文如下：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
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
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
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
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
言，亦可畏也！

人间三月天，莺飞草长，春意
盎然，自然挡不住怀春青年的相
思。热恋中的多情男子忍不住相
思之苦，决定冒险一试，攀墙折
枝，一亲芳泽。他可能是住在城外
的鄙人，迫不及待地想穿越城内
社区的里大门，接着又要攀越女
友家的围墙，甚至想侵门踏户，直
闯女友家门，以解相思之苦。而少
女听到一连串的声响，惊吓得跑
出门来张望。她眼见男友不畏危
险，层层进逼而来，勇气实在可
嘉，芳心暗许了吧？不过，基于女
性的矜持，囿于理法，她苦口婆
心，再三劝阻男友要有风险意识，

提醒他“无逾我里”“无逾我墙”
“无逾我园”。又告诉他，千万不要
折断我家的柳树、桑树，还有家门
檀树。最后，怕男友误会了，还温
婉地告诉他：并不是不爱你，只是
我畏惧父母的叮咛，也担心兄长
的言语，更害怕舆论制裁的可畏。

依照《周礼》的说法，五家为
邻，五邻为里。换句话说，一里有
二十五家。后来人口增加了，一里
有的多至五十家。当时一个里形
同一个封闭式社区，共用一个大
门出入。有了中央政府后，实施十

五连坐法，彼此有相爱、相救、相
保以及相伺、相纠的责任。此男子
情深意重，接连闯关，一路直奔而
来，勇气十足。女生畏惧礼教规范
的约束，不敢明目张胆接受男友
的示爱。小女子更不敢在光天化
日下谈情说爱而越轨，毕竟墙垣
划出内外的区隔，一旦外人闯越，
被人发现了，邻人的指指点点、闲
言闲语会推波助澜，加油添醋后，
势必变质为市井小民津津乐道的
八卦故事。因此女生才会殷切地

“晓以大义”，毕竟人言可畏啊！外

界舆论的巷言公议，将让当事人
寝食难安，甚而全家蒙羞，就再也
无法立足于里内了。

其实女生面对男友的轻佻，
已经大感不舒服了。对方已接近
性骚扰的程度，女生不为所动，而
始终保持发乎情止于礼。她知道
风险所在，因此既不断地“示弱”，
再三表示人言可畏，又柔性劝导
其不可逾越规矩。“《诗》三百，一
言以蔽之，思无邪。”男生猛追，女
生真情流露，却仍有礼有节地应
对，实在可取！男生于是停止性骚
扰行动，完美！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女生的
风险意识与处理智慧。先民情感
虽然开放，女生惊见男友的唐突
追求，没有忘记人言可畏的严重
后果，先冷静屏住爱欲的翻腾，
而采取示弱态度。其次是她欲擒
故纵的战略思维，以退为进，真
是深得兵家始祖孙子“以迂为
直”的妙法。女子想到未来的威
胁与后果，及时警示，男子也醒
悟而踩了刹车，才未酿成性骚扰
的后果。这对热恋中男女知道趋
吉避凶，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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