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计划的生活
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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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诱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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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简单，越美好》

出版社：湖南文艺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简介：简单的生活背后，

往往蕴藏着生命轨迹的丰厚
底蕴。阅读本书，或许你将
获得积极深刻的人生启示，
以简约的生活理念和方式过
上理想的生活。

作者：（瑞典）罗敷

《小偷家族》

作者：（日）
是枝裕和

译者：赵仲明

出版社：北京联合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简介：在东京角落一处

无人注意的老屋里，住着秘
密生活的一家人。他们靠

“奶奶”的养老金生活，间或
打 工 ，习 惯 游 荡 在 商 店 之
间，顺手牵羊地偷点日常用
品。一次意外让他们发现，
日夜相处的家人，彼此背后
藏着无法言说的往事和复
杂的勾连⋯⋯

1

我们智慧的老祖宗老早就
懂得人生进退尺寸间的道理：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放在
北欧人这里，成就了每一个北欧
人的生活态度和理念，而且得到
高度认同：有计划的生活更自
由！

在国内，生活是很热闹的，
几乎没有界限。拜访朋友、约茶
会饭局都是即兴的，那份随性，
就像我们的水墨画一样，带着大
大的写意！唯有那样，可随时进
入别人生活的方式，才仿佛显得
家人朋友亲密无间。刚来到瑞
典的时候，我极不适应这里的一
套，每每兴之所至，邀约朋友，尤
其瑞典朋友，总会得到婉转、客
气、无情的回绝。被回绝过几
次，就长了记性，知道如果不提
前两周，你是约不到朋友的。不
管对方跟你关系多好。因为别
人都有别人的计划，你突如其来
的邀约，只会打乱你傲娇的朋友
的生活计划！

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常常向
懒惰或者脆弱低头呢？在我接
触的很多北欧人里，很少有人甚
至略带自豪地称自己是“懒癌患

者”或者“拖延症患者”，哪怕只
是玩笑。我常常讶异于北欧人
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和只要决
定了就很少轻易放弃的坚持。
而很多人的成功，真的也无非是
对选定的目标数十年如一日的
坚持。

北欧人对既定计划的执行，
几乎有着强迫症般的偏执。

为什么？为什么明明自己
一个人没事干，闷到可以长出绿
苔来，也不愿出来和朋友们喝一
杯？一位意大利人这样抱怨他
的瑞典同事。其实这位意大利
人不明白，北欧人的闲待着，也
是其众多计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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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你熟悉了瑞典人的
游戏规则之后，他们简直时时给
你惊喜。比如，你提前两周约了
一个家庭周末派对，里面有北欧
人，有其他国家人。然而到了约
会那天，老天却无情地下起了瓢
泼大雨。于是你陆陆续续收到
朋友们的短信，表示天气恶劣，
难以前往。正当你面对着花了
一个周末早早准备的一桌丰盛
饭菜沮丧的时候，门铃响了，一
脸湿漉漉、头发滴着水出现在你

家门前准时赴约的，绝对是瑞典
人！

这就是北欧人的交往原则，
不在计划里的，通常不会答应。
但是如果答应了，就是天上下刀
子，也会来赴约！所以通常情况
下，你永远不用担心已经预约好
的北欧人爽约！这就是流传在
北欧人基因里、中世纪骑士最看
重的契约精神！

不仅对别人严格，北欧人对
自己也是说一不二。在我任教
的瑞典人民大学，同事单身妈妈
英格兰家里的冰箱上，利用记事
贴式的冰箱贴，分别列着英格兰
和两个孩子的每周计划，三张计
划表格，除了常规工作和去学
校，重点几乎全在业余时间。在
英格兰的计划里，有半年内的长
线计划，也有准确到每周每天的
短线计划，日子在英格兰这里，
是清晰而又有目标的。

这位单身妈妈，没有被独自
带孩子的日子拖垮，相反，反而
因为有孩子的陪伴，有了进退有
度的合理计划。英格兰得以继
续她的哥德堡大学教育学博士
课程，每周一次送小儿子参加跆
拳道训练，一次送大儿子参加冰
球训练，除此之外，每周三次健

身，两次和男友约会，一次和朋
友主题约会，还有个别的和朋友
们的派对预约。而每个固定的
周日则什么也不做，把时间完全
留给自己。

满满当当的计划看得人眼
花缭乱，放在从前，我一定会问
一个：为什么？那么多计划不累
吗？能做到吗？然而在瑞典生
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深深地理
解计划对北欧人的重要性。

有时候，让人累的不是有计
划的生活，而是没有计划的生
活！别人一个电话你就到，或者
随便地应约，又随便地爽约，这
样的你在朋友那里是得不到尊
重的。随心所欲的生活看似自
由，其实极大地消耗着人的时间
和精力，你连自己每天要做什么
都不清楚，每天上班不敢拒绝加
班，下班后懒懒地往沙发上一
躺。你以为你为生活奋斗了，其
实你没有。

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每
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
命的辜负！”那些看似严谨约束
的计划里，实则藏着你想要的梦
想和自由！只有当你有能力掌
控你的生活之后，你的生活，才
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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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太没想到这个时机很快
就来了。正巧有个和店主差不
多年龄的老头进门来了，冲着
店主叫道：“喂，给我来包烟。”

听到分不清是“喂”还是
“哎”的喊声后，店主慢吞吞起
身，下到店堂里。店主身上散发
着和初枝身上一样的橱柜里面
才有的樟脑味。他从祥太身边
经过，走到原先那里大概才是店
堂正面的货架前，取出牌子叫

“若叶”的廉价香烟，放到柜台
上。这样一来，祥太所处的位置
完全成了死角。老头应该是个
常客，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今天
好冷”“冻死人了”开始聊起天来。

祥太迅速做完已经形成习
惯的手势，抓起一只点心装进口
袋，从有里面前经过，又在后面
的货架上拿起洗发水，径直走出
店铺。店主还在和顾客聊着明天
的天气。有里一直站在店堂里，
似乎没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

走出店门的祥太，将偷来
的点心和洗发水分别拿在两只
手里，得意扬扬地望着有里，脖
子扬得高高的。

虽然对没有任何反应的有
里有些失望，祥太还是用眼神

示意有里“快出来”，自己先迈
起了步子。

有里边偷觑着店主的脸，
边走出店门追赶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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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人 向 河 边 的 停 车 场 走
去。这里虽然也叫停车场，但
不是按时间收费的那种场地，
只是为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夜里
停车提供的一块空地。人行道
一侧的护城河前，扔着一大堆
废弃的电视机和自行车等大型
垃圾。垃圾堆边上，还扔着一
辆没有轮胎和灯泡的废车。

车窗的玻璃几乎全都碎了。
祥太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地盘。他
在打碎的玻璃窗上用黏胶带糊上
硬纸板，不让风吹进来。后风窗
上由于贴着玻璃膜，当太阳光照
进来时，车厢内各处反射着海底
般的蓝光，十分耀眼。

祥太坐在玻璃膜窗前的后
座上，用混凝土砖块用力摩擦
刚才捡到的自行车脚踏板。有
里在一旁看着。

信代给她穿的祥太的卫衣
还很宽松，袖子太长，有里从刚
才起就老往上卷袖管，涂着曼
秀雷敦软膏的两只手臂上的疤
痕每次都会跳到祥太的眼里。

“怎么啦，那里？”祥太停下
擦脚踏板的手，问道。

“摔的。”有里还是重复着
昨天的解释。

“是烫伤的吧？”
有里默不作声地低下头。

“谁烫的？妈妈？”
之前一直低着头的有里，

听到祥太这么问才抬起头来。
“妈妈对我挺好的，还给我

买衣服。”有里眼睛直视祥太，
反驳道。

太阳西下了，肚子也饿了
起来。祥太和有里出了小车往
家走。祥太想，有里如果直接
回自己家的小区也没关系。信
代也绝不会为这事责怪自己，
也许反而会轻松下来。可是，
有里紧跟在祥太身后。

有里什么都没有说，跟着
祥太回到家门口。在经过“乐
趣”小酒馆时，祥太停下脚步，
回过身去问有里。

“你怎么办？想回家吗？”
有里不吭声。
祥太走进一侧是青铁皮的

通道。他把擦得锃亮的自行车
脚踏板按在青铁皮上，青铁皮
发 出“ 咯 哒、咯 哒 ”好 听 的 声
音。祥太喜欢听这个声音。有
里紧随其后。祥太感觉到了，

不知为何，他一下子安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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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吃寿喜锅。不过，锅
里尽是些白菜和魔芋，肉也不
是牛肉，而是猪身上的五花肉。

祥太走出壁橱去添饭。他
望着锅里，没有发现肉，使劲儿
用筷子搅来搅去。

亚纪在篮子里发现了祥太
偷回来的洗发水，拿在手里。

“什么呀，是梅丽特啊！”
亚纪的语气有些不满。

“大和屋只有梅丽特一种呀。”
“我不太喜欢梅丽特的香味。”

“别那么讲究。”信代语气
严厉地制止了亚纪的埋怨。对
于以母亲自居对待全家人的信
代，亚纪有时很不服气。

“我想来想去，都觉得是诱
拐啊。”

亚纪生气的矛头一转，目
光尖锐地投向信代，并用下巴
指了指坐在角落里吃炸薯片的
有里。

“错了⋯⋯我们又没绑架
她，也没要求赎金。”

信代说道，她没看有里。
“问题不在这里吧？”
“ 还 没 人 报 警 吗 ⋯⋯ 寻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