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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临行前，沈阳被形容得好似北极一

般，感觉如果不打扮成北极熊就难以生

存。事实再一次证明，人对于未知世界

往往有一种大大脱离现实的习惯性恐

慌，而生活总是一副笑脸，等着看你傻

乎乎地闹笑话。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总

是切换于车内与室内的人来说，少带点

东西实在是下次要注意的问题，何况外

地又总是能够提供很好的采购价格。 

这是我第二次到沈阳来了，作为一

个不喜欢东奔西跑、东瞧西看的人，一

个城市有这样的待遇并不容易。不过，

九七年的点滴印象绝大部分都没有获得

再次被加深的机会。东北大学的北门和

它西侧的小路看上去似曾相识，不过西

门外记忆中的招待所好像已不复存在，

东门外热闹的电脑城也由于时间紧没能

再次前往。 

东北大学是个很大气的学校，张学

良的校门题字配上百米外如军政府般威

严的教学楼，让人仿佛又听到了北洋军

阀的枪炮声。建筑与建筑之间都保持着

很好的距离感，行走其间不禁心怀敬

意。各种植被覆盖了所有水泥之间的空

地，与清华里那些被打扮得油头粉面却

毫无亲和力的大草坪相比，这里的草

地、松树却修饰不多、错落有致，给人

一种苍劲之感。两块大操场相距不过二

百米，虽然看上去像是半成品，却使校

园充盈生气。毕竟这里不是寸土寸金的

中关村，校园里处处豁然，好像他们最

不缺的就是地方，而寸土寸金对于一个

人的生活来说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是因为足球而

为我所知的，就像欧洲的许多城市、南

美的所有国家，还有沈阳的五里河、大

连的金州。走在沈阳，好像空气里就蕴

涵着一种体育的气息，从大学老师、个

体商贩到出租司机，每个人的脸上似乎

也都透着几分矫健。这让我又想起了读

研时身边来自辽宁的曹氏兄妹，一个是

同宿舍的武林高手，一个是校女足的钢

铁后卫。宾馆楼下就是体育用品一条

街，店家林立，各有侧重，贵贱自选。

当然，我也不含糊，走在街上还从容应

对了女店主冷不丁踢过来的毽子。 

 第一天下午，我就在体育一条街上

采购了一番，以应对始料未及的炎热气

候。时至傍晚，天突如其来地黑了下

来。抬头一看，黑压压的无数只乌鸦正

在盘旋。周围的人对此好像也没有完全

习以为常，有不少老人也在仰头议论

着。不一会儿，盘旋的场面基本上见不

到了，但是路边所有的树上已经几乎没

有空树杈了。据交通协管员说，这是因

为沈阳的空气好了，所以乌鸦都回来过

冬了，这是吉祥的象征。后来跟书店的

人聊起来才知道，这是我们所住的南京

南街的特有现象，至于乌鸦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他们也不知道。一觉醒来，

所有的树杈都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满

街的白色痕迹。 

    不知道是地理位置比较接近，还是小

品里已经教会了我们太多的东北话，在

沈阳，语言方面基本没什么问题。幽默

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在不经意间

流露，水准似乎还要高过赵本山、范伟

他们一筹。而妙语过后，他们自己常常

不以为然，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常话。

偶尔看到俩人吵架，也有种欣赏曲艺节

目的感觉，没法当真。 

沈阳这次给我的印象相当不错，至

少大大好于九七年的回忆。天不冷、空

气不差、人们的心气很高。不过，作为

省会城市，它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当

然，这其中大部分我是到了大连才体会

到的。 

 

大连 

大连是中国有名的丽都，传说中当

年薄市长把本应纳给中央的钱都用来搞

城市建设了，到如今好像只有厦门堪与

之比肩。不过，它毕竟还是一个重要的

工业港口，首先迎接我们的还是超大的

烟囱、如山的煤堆、林立的吊车，一派

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不过，火车站就

在市中心，随着火车减速，车窗外也逐

渐亮丽起来。 

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个直观感受当

然还是交通状况。而这方面，每一次实

在是只能用舒适二字来形容，因为比北

京还差的地方实在不好找。对于大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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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有几个关键字可以概括：环岛、

单行线、女警以及有轨电车。 

这里的大路口，很少有横平竖直的

十字交叉，大多是如八爪鱼般伸向四面

八方。而处理这样的问题，环岛无疑最

简单有效。不过，由于路口太多，相邻

的两个之间距离太近，也给汽车变道的

及时性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好在车一般

不多，大家也习惯了，秩序基本井然。

环岛中间自然是展现城市风采的重要舞

台，一般都会有大型雕塑或模型坐镇中

央，这样的环岛一般都会被命名为“×

×广场”，而周围路口的建筑也大多面

向广场，共同烘托气氛。而对于那些没

有条件搞环岛的八爪鱼路口，地面上就

只好用“左前”“左后”等少见箭头来

划分车道了。 

大连对于车流的梳理也表现在单行

线的使用上。不仅流入主干道的小路大

多是单行线，有些地方甚至四个车道的

大路也是齐刷刷的同向车流。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准单行线的设计，一条六

车道的马路，可能双黄线就画在左1/6

处，两个方向待遇极不平衡。一次在出

租车上，听到了大连交通台的广播节

目，内容是交管部门对于司机提出的一

些问题的解释和探讨，包括公交车站的

位置、主干道的进出口设置等等，讲解

充分细致，让人感觉他们的每一个允

许、每一个禁止都有理有据，让人信

服。对于交管部门的亲和力，最直接的

体现还是在那些执勤于繁华路口的摩登

女警身上。 

据司机介绍，摩登女交警可是千里

挑一的热门岗位，对容貌、气质、身材

都有严格要求，丝毫不亚于T型台。而

女警们的警服也是量身定做，一方面时

尚、高贵，突显身材之玲珑修长，与四

周的欧式建筑浑然一体，另一方面又庄

重、威严，不失警察本色。只可惜在环

岛路口，她们并没有太多手势要做，几

次经过，也遗憾地没有任何违章和事故

需要她们处理。 

其实，有轨电车才是到大连后，第

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坐到出租车

上没多久就看到了它，好像是从黑白记

录片里开出来的。大连一共保留了201、

202和203三个线路的有轨电车，途径地

点分布均匀。203就在酒店附近，第二天

我就进其内部体验了一番。电车的轨道

就在马路中间，因此，在大部分地方，

虽然站牌立在路边，但要想上车，还得

跑到马路中间去。电车与记录片中的没

什么两样，绿色铁皮，包着全木的内结

构。前后各有两对车门，司机在车前正

中驾驶。驾驶的过程中，四肢各司其

职，上面的两只手柄好像一个调节电

压，一个负责方向，脚上的功能比较清

楚，左边是制动，右边是鸣笛。由于没

有左避右闪的功能，电车在马路中间行

驶颇为小心。当然，对于这样的弱者，

特权也是有的。如遇环岛，只有它可以

从圆心穿过。到站之后，司机还要起身

开门，并回身监督乘客刷卡或投币。后

门是下车门，由一直站在车尾的另一乘

务员负责。202路可就大不一样了，它有

新旧两种车型：旧车也比203路要现代得

多，只跑区间；新车已与北京的轻轨类

似，只是头上还有辫子，而且因为要参

与路面交通，不敢做得太长。202的大部

分路段都是在马路的一侧行驶，也有供

它专用的高架桥，不过，到了路口，它

还是得受到“红灯停、绿灯行”的约

束。几天观察下来，大连的有轨电车

上，是清一色的女司机和女乘务员，这

些人每天的工作在我看来相当机械，或

者叫“循规蹈矩、一丝不苟”。202路每

辆新车有四个车门，中间两个是上车

门，前后两个是下车门，除司机外，还

有两个乘务员分别坐在两个上车门附近

的投币箱的附近。每当进站前十几秒

钟，她们就会站起来，用统一的语言问

一下是否有人下车，然后保持站姿监督

上车乘客的刷卡或投币操作，车出站后

十几秒中，她们再坐下。由于是单一票

制，或投币或刷卡，她们与乘客之间很

少有其他的事情需要交流，她们只是周

而复始地站起、问话、坐下、站起、问

话⋯⋯ 

203路的终点站是东海公园，但由

于我赶上了一辆区间车，因此提前了两

站我就被扔在了路边，只好自己继续向

前跋涉。原以为东海公园会是个热闹的

海滨胜地，可随着海气渐浓，路却越走

越清静。东海公园的门很大，汽车都可

自由进出，不过我还是被拦住了，提供

了工作人员下班前最后的门票收入。一

进门，一位老者迎面走来，怎么这么眼

熟？几十米以后，我才想起来，在来大

连的火车上，我们曾经面对面地坐着。

这是一个滨海公园，以一条滨海＋盘山

公路为线索，弯曲而狭长。公园里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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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型和雕塑，小广场上有14世纪站功

赫赫的古船和新时期英姿勃发的小学

生，峭壁上有正在奋力攀爬的攀岩者，

巨石旁有笑得前仰后合的三只小猪，只

是活人难得一见。偶尔有从海里跑上来

的游泳者，呼啸着转眼就不知道跑到哪

儿取暖去了。水池边，一对胖男女的裸

身像如佛爷般地笑着，不知是出于生殖

崇拜还是确有疗效，虽然两人全身青

黑，却只有男根部位被摸得金光灿灿。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原本就能见度不高

的海面更加灰暗。远处的客轮大得让人

恐惧，阴霾中仿佛即将沉没的泰坦尼

克。而脚下的路也准备弃海上山了。 

盘山道上的主要景致，还是雕塑。

路边的岩石上，满是各种奇形怪状的海

洋生物。而偶尔经过的汽车也像是移动

着的雕塑，毫无生命的气息。上山的路

很陡，估计已经接近汽车们的爬坡极限

了。当然，这离我的爬坡极限还有很大

距离，我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越来越严

重的光线不足，虽然已经快看不清路

了，可公园似乎还没有开灯的意思，也

许是因为就照我一个人太浪费了？不过

很快，我就沿着车灯扫过的方向，看到

了头顶不远处的光亮，回头看看爬过的

路，真怕一会儿还要不得不走回头路

呀。原以为山顶的光亮处是一处繁华所

在，没成想只不过是路灯亮一点而已。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看到了一路上最大

的一群人，足有四个之多。路的转弯

处，立着一个牌子，写着“滨海怪坡”

的字样，莫非和丁总介绍的沈阳怪坡是

一个性质？我沿着那个突兀的斜坡跑了

一段，似乎没感觉有什么异样，由于前

面过于漆黑，便没再进一步探索。 

前面的路像一条光带，延绵在黑漆

漆的大山之间，消失在远方。据山顶黑

店的店小二介绍，步行两个小时可走到

出口。不过，既然我身后的路他也称要

走一个半小时，那我就继续前进吧。这

决定一作出，周围就彻底没了人影，好

像这世界上只有这条路是亮的，路上的

我是亮的，就连天上的星星月亮今天也

是灭的，耳边只有我的脚步声和风拂过

大山的兮兮簌簌的声音。长这么大，好

像头一次感觉自己彻底地融入了自然之

中，命运完全被她掌握着。大山在黑暗

中神秘而雄伟，微风在寂静中充满灵

性。真是难得清静，这么好的地方，竟

然没有人，不过才下午五点多而已，可

这儿却安静得即便说是凌晨也不会有人

怀疑。北京要是有这样的地方，我就天

天过来跑步⋯⋯正想着，不速之客到

了。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路边草丛

里的一对眼睛显得格外突兀。眼睛下面

是黑黑的鼻子、冷峻的面孔、暗黄的皮

毛。它似乎也已寂寞了很久，不肯轻易

放过这个凝视活人的机会。是狼是狗？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困惑着我。从后背一

凉到最后一次回头看它，不过是五十米

的距离，我却想到了好多好多事情。相

声里说的“狼怕猫腰狗怕蹲”是不是真

的？《上帝也疯狂》里的土著小孩顶着

木块骗过土狼是否真的有效？我要是带

了数码相机，是不是既可以拍下它扑过

来时的珍贵镜头，又可以同时一个闪光

将它吓跑？⋯⋯一边想，我一边故作镇

静地继续走着，随后它也信步踏上了路

面，但目光还一直锁定在我身上。路是

弯的，很快，我就看不到它了，我蹬开

大步疯跑了一阵。在下坡上疯跑，成果

是很显著的，一会儿功夫我就又转过了

一个山头，然而路依然延绵望不到头。

虽然是一样的路、一样的山、一样的兮

兮簌簌，可我的心情完全被那个家伙破

坏了，虽然它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什么

也没有做，可谁知道后面的草丛里，下

一个会不会仍旧如此和善？ 

大连是个旅游城市，市中心的酒店

一个个都高耸如云，不弄出几间海景房

怎么对得起游客。但酒店脚下，似乎没

有想象中繁华，人也不多，莫非真的是

到了淡季？其实，秘密还在地底下。大

连的地下商业区设计得令人叹为观止，

你从一个入口进去，上下左右一通乱

逛，当你摸到一个出口回到大街上，不

定已经过了几个街区了。由于大连也像

重庆一样起伏不平，虽然你下了半天楼

梯，已经逛到地下三层了，却有可能就

地找到一个出口直接回到地面上。垂直

方向有五六层，水平方向又如金五星，

整个地下商业区和其头顶的建筑，周围

的地形浑然一体，就好像整个街区都是

一个整体设计的大建筑。 

在奥林匹克广场附近，有两样我比

较关心的东西。一个是大连市人民体育

场，这是个在中超联赛的新闻中经常听

到的名字，另一个则是广场地下的大型

电子市场，这里的DVD资源还是相当丰

富的。大连的干净整洁真是名不虚传，

就连D版DVD也一张张显得油光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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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尘不染。后来看报得知，这里的DVD

市场头天刚刚扫荡过，大概我们看到的

都是新货吧。 

奥林匹克广场的斜对面，远远地看

到一个颇高的古建筑，上书六个大字：

“古文化一条街”，这倒是值得去看一

下。古建筑的脚下是数家洗浴中心，与

其主体风格颇不相称。在洗浴中心的簇

拥下，中间一道楼梯通向那六个大字。

再从右侧的楼梯绕到后面，则是一大圈

古玩店，但其衰败凋零却出乎我的意

料。大部分店铺年久失修，虽内部古物

满架，却大门紧锁。原以为这个市场已

经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可偏偏还有几家

有人在“值班”，见我不像是一掷千金

的买家，便爱搭不理，任我随意观玩一

番离去。从后面绕到古建筑的另一侧，

有楼梯直通顶楼，“路标”上写着“大

雄宝殿”的字样。行至殿旁，一位中年

妇女正在给一个老头“讲法”。老头似

乎家里闹了些纠纷，而妇人则将这事情

结合前世来生分析了个透透彻彻，令老

头顿悟人生的真谛。大殿中央，三尊大

佛足有六米多高，庄严肃穆，两位信徒

正手持香火，顶礼膜拜。旁边是一台小

电视，正在播放卡拉ok版的《喃无阿弥

托佛》，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打着毛线。

虽无意拜佛，由于身在高出，附近又无

酒店林立，这却是个鸟瞰市景的好地

方。走下神坛，绕到另一侧，一群人正

在聚众牌赌。四五十人围聚成四五堆

儿，好不热闹。要是想方便，就就近找

个树坑，毕竟牌局不等人，远离不得。 

不过，大连并非是个容不下传统文

化的地方，在港湾广场旁边以及香格里

拉大酒店附近，都有规模颇大的古文化

市场，虽然里面也不热闹，却也不像古

文化一条街里面的“值班者”那般势

利。尤其是其中的坐堂书画家，各个热

情好客，耐心地向我介绍他们不同风格

的书画作品。 

大连的整洁、文明和足球都是很著

名的，不过，远没有我想像得那么鹤立

鸡群。一天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女，

正手持一摞不干胶贴纸，走到哪儿贴到

哪儿。仔细一看，是酒店招聘俊男靓女

的小广告，底薪八千，月入三万，这年

月挣钱还是挺容易的，就是不知道我资

质够不够。继续往前走，发现这家伙已

经贴了一路。当然，仔细看看，也有不

是她贴的，小广告的版式完全一样，就

是联系电话和底薪略有出入。不过，关

键还在于清理小广告的人，短短几天看

见了三次。她们好像没有任何公务员的

标志，只是满眼充满着对小广告的愤

怒，不知道是不是志愿者。就环境卫生

来说，脏乱差的现象还是很容易见到

的。东海公园附近，虽然人不多，纸屑

却不少；行车在路上，也有烟盒从别的

车窗飞出来；著名的希尔顿大酒店斜对

角，就有一个硕大的卫生死角，当然，

围墙还是基本上把它遮挡住了。不过，

乘公交车的秩序还是值得称道的。在公

交车的总站，一列队伍又细又长，车来

后，根据车的座位数顺序上车，车坐满

后，愿意站着的可以继续上车，希望等

座的则继续排队等下一趟。这些规矩在

北京简直闻所未闻，看了半天才弄明

白。对于足球，可是彻底让我失望了，

本想到大学里领略一下大连足球的水

平，却几经周折没找到操场。在我看

来，足球城的称号只在三个地方有所体

现，一是星海广场上实德俱乐部头顶上

的大红白球；二是一般出租车司机都会

听讲足球的频道；三是很多路面井盖的

中心标志是个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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