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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是多多益善的，尤其是像

人这样的充满影响力却毫无自制力的生

物，毕竟总有些什么东西是有限的。一

直生活在人口大国里的人口大城，终于

找到了一种摆脱拥挤的感觉的方法，那

就是去一次上海。 

民居 

 在很高的人口密度下，一部分人很

容易先富起来，而且富得不得了，而更

多的人，则看似永无出头之日。上海的

面貌，很像是整个中国的缩影，而且缩

得十分戏剧化。一边是直插入乌云的东

方明珠、金茂大厦，花上100元就可以君

临天下；另一边则是老妇人提着水桶，

艰难地在前往三层阁楼的陡峭台阶上攀

爬。说它是阁楼，实在有点过于美化。

所有的二楼、三楼，都像是在楼下实在

挤不下的情况下不得不添加上去的，有

了规模倒也形成了风格。在每个临街店

铺下抬头仰望，在两个商家的缝隙之

中，都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繁荣民居，

密集的晾衣竿远远地伸出窗外。这些民

居大多已是败絮其外，看上去已难以扛

过当晚的台风，不过，密布的空调外机

还是提醒着我金玉其中的可能性。走在

黄河路上，眼见一个男子在三楼向下看

了看，一盆水就泼了下来。他看来不应

该被责备，也许他解决这盆水的其他途

径都有一定的难度，否则，街上的店

员、过路不会如此无动于衷。以前走在

北京积水潭医院前面的胡同里，也曾感

叹过老城区居民的拥挤和落后，可是毕

竟他们走出家门，还可以看到天空，他

们顶多只是“一层上海”。 

人际 

 人多了，人的生存环境、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自然不会好，就像鹿和狮子之

间的生态平衡，这也是促使人口回落的

根本动力。可惜，人有一定的征服自

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否则，也不会恶

化到这步田地。说上海人小心眼，的确

不冤枉，但也的确是情有可原，毕竟每

个人的生存空间都被其他人压缩到了理

智的边缘。每天，耳边的吵架声不断，

售货员和顾客、售票员和乘客、骑摩托

的和行人、打手机的和手机那一边

的⋯⋯吵架随时可能发生，上海这五

天，比我在北京大半年听到的吵架都

多。上海话好像对吵架也有推波助澜的

作用，不像在沈阳，人人说话都像赵本

山。在这里，问路是一件让人很头大的

事儿，几十次的经验让我总结出了一点

规律：你必须尽量在两个问题之内把事

情搞清楚，尽管他们的解答往往简单粗

暴，否则，就再换个人吧，因为你一旦

第三次发问，对方就要开始扁你了。在

这种氛围下，一两次的例外总是能让人

记忆犹新，充满感激。一次，我想在芦

浦大桥坐公交车去豫园，问路的过程被

旁边经过的17路车的女司机听到，随即

招呼我上了车。四十多分钟以后，当我

在紫宝路站从后门下了车，环顾四周面

露迟疑之色时，她又很意外地叫了我两

声，等我走到车的前门，她用手指了指

我下一步应该前进的方向。 

交通 

 由于北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摩托

车，所以一开始，总是对这个东西冲过

来的速度缺乏防备。而由于拥挤，上海

的摩托车手对于空间的要求很低，通常

有一点缝隙他们就敢全速通过，这带来

了不少摩擦，也常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这里的公交车胆子也比较大，它们常常

敢于在红灯时进入对面的车道，从最左

边绕过前方障碍，实现右转的愿望。不

过在交通方面，管理者最大的失误还是

在地铁上。和大学、医疗、电影、文化

等很多领域一样，领导们一方面一口一

个“国情”，另一方面却总是目不转睛

地盯着美国流口水。而国情一般只是借

口，他们实际上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上海的地铁有两个交通枢纽——人

民广场和上海火车站，这分别也是地面

上人流量极大的地方。这样的设计如果

放在加拿大，肯定会给市民带来极大的

方便，可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后果则是

灾难性的。由于比较新，上海的地铁显

得很漂亮，也很先进。站台上清楚地画

着下客区和候车区，头顶上有个液晶

屏，清楚的告诉你后面三趟列车的到达

时间。臂带袖标、嘴调口哨的站台协管

数量之多超乎想象，他们每人手持一个

喇叭，里面反复播放着那永远实现不了

的“先下后上”。下班的人流浩浩荡

荡，宽阔的大通道竟然毫无疏密之分，

其震撼力难以言表，走在其中，想着那

瘦长窄窄的列车，自知此刻的平静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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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车来了，令

人绝望的是，车里的人已经被挤得变了

形，好在大家知道，作为交通枢纽，下

的人也很多；车停了，地上画的所谓下

客区和候车区早已形同虚设，每个门口

都被团团糊住；门开了，车上车下的人

开始在搏斗和碰撞中交换。人还没下

完，车门上刺耳的关门警告就开始响

起，准备上车的人不能再等了，开始疯

狂地往里冲，个别没下去的只好期待下

次机会了。毛主席所赞赏的“人多力量

大”果然并非虚言，在此当下，门想关

上谈何容易。尽管广播里用急促地声音

反复喊着“下趟列车马上就到！下趟列

车马上就到！”，但大家都知道，坐哪

一趟都免不了肉搏一场。说时迟那时

快，刚才看似摆设地站台协管们终于到

了发挥作用的时候，只见他们迅速拔拉

开那70％明显无法挤上去的人，然后以

一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姿态，伴随

着一片呻吟声用力一推⋯⋯OK，又一列

集装箱发货走了，回头一看，站台上的

人丝毫没见少。车厢里倒是很安静，一

方面，大家都有点喘不上气来，另一方

面，好在美女还比较多，挤点就挤点

吧。不过，从这样的车厢里想往外换，

准备下车，谈何容易，门口的可不敢先

下去，谁知道还能不能上来呀。大部分

人只好把自己化作一枚炮弹，牟足了劲

发射了出去。 

 刚到上海，还常会感觉他们比较吝

啬“谢谢”、“对不起”等礼貌用语的

使用，从高峰期的地铁里冲出来，才感

觉日常的磕磕碰碰实在是有如轻柔的爱

抚，甚至不知道到底应该说“谢谢”还

是“对不起”。有的时候真是生在福中

不知福，北京没有把王府井和北京站作

为地铁换乘站，这么多年对此竟然未能

有所感激，真是罪过。 

方便 

 对于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如厕总

是个大问题，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尤其是火车站附近，那些露宿街头的

人，相信会被绝大多数有厕所的大楼保

安拒之门外，所以，有很多地方，总是

难免腥骚恶臭。在隐蔽的街角、辅路边

的墙根，总是可以看到“此处禁止小

便”的字样，给人感觉好像大便倒是方

便很多。在上海的收费公厕，都有一个

免费的男小便区，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别

现象，后来巡视多处竟未见例外。作为

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对于上海人民默视

这种现象的存在而感到非常失望。不

过，后来听老人们说，过去上海的几乎

每个弄堂口都有光天化日下的“男小便

区”，这算是让我找到了上面两个现象

的历史渊源。对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

到政府的一些努力。在地铁中山公园站

附近的路口处，我看到长宁区政府立的

一个大导游图，它的特色就在于上面标

出了附近十几个公共厕所的具体位置，

并注明所标公厕全部免费。 

浦东 

 到了浦东，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虽

然我不谙经济，对于“宁要浦西一张

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俗语理解不

深，但在浦东盖出一间房的确是比在浦

西塞下一张床要容易多了。每个大建筑

都张扬地展示着个性，它们之间则是又

宽又长又干净的马路和草地。东方艺术

中心修得很漂亮，有点像巨人的几个大

脚趾头。傍晚在那里认过门时候，四下

张望，左右探索，近一个小时竟然难以

找到就餐之处。这让我想起在上海火车

站附近的一个喧嚣路口旁竖立的一尊巴

赫的雕像，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巴赫

的突然出现却让我感到有惊无喜。在拥

挤混乱的路口，巴赫的姿势虽然神气，

周围却毫无线索，各方面也缺少维护，

只能每天被办证小广告嬉戏着。浦东和

浦西的区别，从地图上就看得十分清

楚，尽管黄浦江位于地图的正中，可西

边的字数要比东边的多出好几倍，道路

密集得也几乎失去了查找的可能。 

一个陌生的地图总是有一些迷惑

性，无论城市大小，纸的尺寸都是一样

的，而我往往会忽略比例尺的不同。在

我看来，上海应该和大连一样，是有海

边可去的，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这个

想法感到不可理喻，地图上也没有标出

相关的专线。浦东机场不就在海边吗，

开过来好像也没用太长的时间，既然没

人愿意指引，我就探索一下吧。 

海边 

我决定，先到地铁的最东头。地铁

出人意料地在到达张江高科之前钻出了

地面，让我有一种到了四惠的感觉。下

了车，这种感觉依然延续，一条大马路

和空旷的街景让人举目无亲。顺着人流

走到地铁站后，看到了一个专线车站，

可地图上没有这些车，站牌上密密麻麻

的也没一个地方听说过，不像大连的有

轨电车，一看东海公园，我就自信地坐

了过去。已经到了这么东的地方，站台

上的人竟然还是对我想要去海边的愿望

颇为不解，好在有个见多识广的人，告

诉我坐张南线到南汇，再倒631。这一句

话不要紧，后来我从地图上发现，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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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我在上海能够到达的最远的海边！ 

说时快那时迟，张南线和631着实

带我将上海的郊区游历了一番。张江高

科好像是个新开发的大学城，路很宽，

没什么车。路的名字很有意思，用的都

是类似哈雷路、居里路、牛顿路、哥白

尼路⋯⋯这样的伟人的名字，不知道是

沪驴词穷还是他们真的对这些科学家充

满敬意。车开得像飞一样，很快就开出

了地图，我彻底听天由命了。南汇区位

于上海的东南角，大概就相当于北京的

通州区吧，不过，我可是相当于从怀柔

出发的！南汇已经完全没有了大都市的

风貌，631用的也是如小公共汽车般的车

型。一开始，我还对这小车很没好感，

不过后来才知道，631的沿途可再也不是

如张南线一般的康庄大道了。虽然路

窄，但车开得同样飞快，好像生怕我觉

得远。但在一个小集市的丁字路口，一

次堵车颇为意外。后来才看到，是一辆

超长卡车，载着30米长的水泥板企图拐

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几乎惊动了

附近所有的人，还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三

条路上所有的车。 

又经过一番驰骋，631终于抵达了

终点站芦潮港。下车的地方是个脏乱差

的集贸市场，卖的虽然大多是一些水产

品，可是环顾四周，我却丝毫没有感觉

到海的气息，只好继续沿着631指明的方

向前进。终于，过了一个中国联通的塔

楼，面前就再没什么碍眼的建筑物了。

右手边是一个水湾，水草丛生，停着几

只破船；左手边则好像是围海造田的产

物，一条滨海小路齐齐整整，延伸到前

方200米左右。走到尽头，终于看到了一

望无际的东海，能见度不是很好，远处

灰暗中有几艘悠闲的大船。左边，极目

远眺，隐约有一座超级大桥伸向海天交

界之处。后来看地图得知，这是在建中

的东海大桥，延伸至洋山深水港。向大

桥的方向走几分钟，有一个几十米见方

的小平台，虽然没什么游人，却有两口

人在卖贝壳、海螺粘成的工艺品，有几

款小动物几乎和爸爸二十多年前从北戴

河带回来的东西一模一样。平台边上，

立着一个大石碑，上书“世纪塘”三个

大字，南汇区政府似乎在这里有一个十

年的规划，多年以后再到这里，也许就

看不到地上调皮的小螃蟹了。 

离开芦潮港的时候，这个偏僻的地

方向我展示了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一

辆小面包车载着一车妖艳的美女，头顶

上放了一个大喇叭，来回巡游反复宣传

着当晚要在芦潮港大酒楼上演的歌舞表

演。可惜我不能久留，天色已暗，还不

知道张南线的末班车是几点呢。天黑

了，虽然还不到七点，但631的沿途已是

漆黑一片。虽然也常常能看到一些居民

区，却看不到太多的灯光，不知道是入

住的人不多，还是大家都喜欢日落而息

的感觉。到了南汇，张南线已是倒数第

二班。上海的公交站牌跟北京有些不

同，各路车的牌子沿三个方向排列，显

得美观繁荣，它们虽然是绑在同一根柱

子上，站名还是各自为战。站牌上所标

注的首末车时间，都是经过本站时的时

间，这可以说是个很大的优点，只是不

知道准确性如何。 

小姐 

当晚23点，做了大半天车的我正欲

就寝，忽接前台来电，要求下楼预交费

用。虽然是老大不乐意，却只得前往。

不过一出房间门，却有幸窥到了酒店里

正蠢蠢欲动的夜生活。从四楼到一楼，

短短时间就看到了三个妖艳女子，正在

前往不同的目的地。有一个似乎还资源

颇丰，正在电梯里拿着手机紧急联系业

务，通讯录里是一长串如珍珍、爱爱、

莲莲般的名字。这景象突然让我想起了

东方艺术中心前面的票贩子，每个圈子

都有它特定的“Active Time”，也许他们

会一天无所事事，但时间一到，立刻就

会忙碌起来。没在北京住过酒店，不知

道今况如何，不过明面上，上海好像还

是要开放一些。南京路上，韩国高丽参

的广告比大连的松口蘑更加张扬，成人

用品店也不像北京的亚当夏娃那般羞羞

答答，虽然卖的是一样的东西，招牌十

分典雅，内部装修的则有如拉斯维加

斯，神秘而放荡，尤其是收银台上用的

仿形大灯，让人印象深刻。 

大桥 

和芦潮港一样，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并不是那么人满为患。由于周日恰逢台

风，未能到黄浦江上一览，这一次，我

决定找个大桥走一走。本来想从高处看

看上海对世博会的准备情况，可惜芦浦

大桥尚未开放，只好换个桥试试了。很

幸运，我很快就在外滩的公交站牌上找

到了宁国路的字样，这是杨浦大桥在浦

西一侧的路名。到了桥下，一打听，敢

情要想上桥还得去浦东，而且，哪儿上

去的哪儿下来，看来这还是个纯旅游景

点，想指望以此过江是没戏了。好在旁

边就是宁国路轮渡站，借此机会坐回过

江船倒也不错。看来想过桥是有一定条

件的，不仅行人指望轮渡，摩托车和自

行车也必须坐船过江。船票很便宜，行

人只需五毛钱即可兑换过江塑料币一

枚，门口也查得很松，很多骑摩托的没

下车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币扔进了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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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其实他即便扔个小石头，那两个坐

得远远的又聊得正欢的人恐怕也发现不

了。轮渡是个胖胖的大船，约20分钟可

以往来对岸一趟。在水面上，它的运行

飘逸而迅速，不过三五分钟，轮渡就从

江上各种船只的缝隙之间钻了过去，抵

达了对岸的歇浦路轮渡站。 

上桥之处非常隐蔽，藏在一个居民

大院的深处，门口还有一些车正在练习

钻杆，看样子我没有什么同路人。我敲

了敲售票处的窗户，里面的人好像已经

很久没有被人叫醒过了，看上去还有些

兴奋，收了我五块钱后，带我走到一个

电梯口，告诉我上到四楼即可，五点以

前原路返回。电梯门开，车辆疾驶的轰

鸣声扑面而来。大桥的人行道上只有我

一个人，我很喜欢这种状态，虽然噪音

很大，却有一种安静的感觉。人行道上

有些破败，估计这里也曾经摩肩接踵，

毕竟参观票上写得明白，这1993年正式

通车的杨浦大桥可是曾经堪称“世界第

一桥”的。仰望巨大的东西，总有一种

有点恐怖的眩晕。走到高达220米的主

塔下一抬头，若非手扶栏杆，也许真要

掉下江去，看来我的“抬头恐高”比

“低头恐高”更严重。一低头，又看到

了刚才带我过江的可爱的胖轮渡，它真

有点像滑雪运动员的大脚，沿着怪异的

轨迹来回摆动，一个侧滑就停在了渡

口。水面上长久地保留着各种船只驶过

的痕迹，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江边大多是一些货物港口，江上来来往

往的也多是货船。一直生活在一个不谙

水性的城市里，印象中总觉得船是个落

后的交通工具，常常和难民、偷渡联系

在一起。俯瞰繁忙的江河，才深深打动

于水的柔滑和力量。可惜能见度不是太

好，周围一片灰蒙蒙，否则以我的眼

力，就可以对手中的地图有个立体的感

性认识了。 

佩佩 

上海之行，罗梅罗兄弟的音乐会自

然是不能不提的，是他们从根本上使得

我这五天变得有意义。喜欢佩佩·罗梅

罗也许是先入为主，我买的第一张正版

唱片就是九六年花了140元在语言学院

门口的唱片店买的佩佩的小双张——

《朱利亚尼吉他协奏曲全集》。如今，

尽管已经有四百多张的收藏，它仍然是

其中最大的亮点。如今的佩佩已经61岁

了，作为塞戈维亚之后的第二代演奏

家，也已经走到了演奏生涯的末期。前

几年借着做网站，免费听了不少古典吉

他音乐会，此番不惜血本前来上海，像

是还债，也像是圆一个自第一张正版唱

片以来的心底之梦。罗梅罗兄弟没有让

我失望，吉他在他们的手中存在着无限

的可能性，那种潇洒、风范和人琴合一

的感觉似乎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

蹩脚的上海交响乐团的存在似乎也仅仅

是为了进一步衬托他们的艺术气质。当

返场时两把椅子和两只脚凳在观众的欢

呼声中再次被工作人员抬上舞台的时

候，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的眼

泪似乎就要夺眶而出。所谓人琴合一，

在我脑子里唯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马拉

多纳的人球合一。演奏家和大师之间的

差距是巨大的，就像球星和马拉多纳。

记得普拉蒂尼跟齐达内说过这样一句

话：“你别得意，人家马拉多纳折腾个

橘子都比你玩球玩得好⋯⋯”。不过，

就像“同志”、“小姐”、“老师”等

等这些词一样，“大师”这个原本在一

个领域只配得上个别人的称号也被用烂

了。以至于我用它来形容罗梅罗兄弟，

总觉得差强人意。 

关注 

上海已经是个焦点城市了，活动一个接

着一个。罗梅罗兄弟刚走，国际旅游节

就要开始了，有刘翔参加的田径大奖赛

也将鸣枪。也许是为了迎接新的人潮，

上海的地铁在我离开那天涨价了。头天

晚上，地铁站里的工作人员就迫不及待

地换上了新的票价表，我有幸仅仅多花

了一块钱就亲历了这个历史时刻。临走

前一晚，又看了看上海人引以为荣的繁

华地段，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局促中的老

城居民。所谓夜景，不过是灯而已，不

过是高一点、多一点、颜色浮华一点的

灯而已，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反自然的力

量。而地标性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

所谓“六星级”的万豪酒店，对于绝大

多数市民来讲，也仅仅是个摆设，一个

自己不可企及的摆设。上海就像是一条

很有追求的巨龙，身体已经被拉得很

长。龙头已经功成名就，龙身和龙尾却

还在中小学迷茫地徘徊。从国家、城

市、大学到家庭，中国的各种建设，总

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真正

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像清

华有两片大概游客和领导看来很愉悦的

大草坪，一片在东大操场，一片在大礼

堂前。可自从它们成为了真草皮球场的

概念标志和剪草机游玩的乐园，真正的

清华人就已经失去了它们。那对于一个

城市来说，什么才是最值得市民骄傲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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