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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呼时代
刘云芳

一

大约是 2001 年，街上到处都写着“终

身免费”几个字，它们挂在各个售卖寻呼

机的小店门口或玻璃窗，各种笔体，各种

大小的“终身”交织在一起，让人对新的世

纪充满了希望。

那时，我还在报社上班，作为一个实

习生，工资寒酸到要饿几次肚子，才能挺

过一个月。 满大街的“终身”来临之前，我

有过一个寻呼机，数字的。 在这个陌生的

城市里， 当有一串数字与我相对应的时

候，我忽然就找到了自己的坐标，那是只

属于我一个人的标记。 我渴望它响起，渴

望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联系。 我还清楚记

得，从出租屋走出去，在小卖部回电话的

情景。 几个人在寒冷的夜里，等着前边的

人打电话。 那位时髦的姑娘眯着眼笑，旁

若无人地谈情说爱。 后边的小伙子不断从

腰间取下寻呼机，按一按，看看，急得转来

转去，却又不好意思说什么。 穿蓝外套的

中年男人总是躲在一侧，明明排到他了却

又谦让，等大家都打完了再去拨。 我有时

去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 声音故意压低，

怕别人听见似的，脸一遍遍转过来，目光

扫视着，看是否有人盯着他看……公用电

话前的人生百态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

钱稍稍宽裕时，我会买张 IC卡，去远一

点的马路上的电话亭里回电话。寻呼机里的

信息像小虫子一样，总会把我只身漂泊异地

的孤单生活嗑开，让外边的光彩流进来。

买数字寻呼机时，会附赠一个小册子，

许多常用的语言被编成独特的数字组合。

久而久之，不看册子我也能破译几个。 人和

人的交流浓缩在一串串数字背后， 现在想

想也不乏趣味。 数字寻呼机只传输简单的

信息，复杂的事件往往会有两种方式，或在

台里留言，或让机主回电话。 在寻呼台提取

消息的时候，总有一个声音甜美的女孩子，

告诉你，谁在什么时间呼你了，天冷，让你

多穿衣服， 谁有什么样的事情……当别人

的惦念经那种甜美的声音整理、变形之后，

一个清晨、或者一个下午，会变得奇妙，让

我觉得并没有被世界遗忘。

但对寻呼机，我是感恩的，它连接着我与

陌生的世界， 连接着我与散落在各处的同学

以及父母亲人。那时，我隔几天就会收到一串

字数，不在寻呼台手册的解读范围之内，它属

于我和同学小雨两个人的约定。 那些数字更

多的是不给对方因为回电话增加经济压力。

当贫穷和职场新人的身份让我们一次次身处

尴尬境地的时候，除了读读励志文字，也只能

靠那一串串数字来互相鼓励了。

虽然我和小雨互相发送的那些数字到

现在我全都忘记了，但那种奇妙的感觉我记

得，它像某种神奇的养分鼓励我们要在城市

里慢慢扎根。 我们每隔两周会碰一次面，见

面之后一起吐槽单位里的各种奇葩事件，恨

不得把自己的心理变化全部掏出来，转到对

方那里去。 等后来有了“终身免费”的寻呼

机，很多人纷纷去鸟枪换炮，让文字自由在

屏幕上奔跑。 这的确方便了不少，但我还是

会收到小雨发来的数字。这种只有我们自己

才懂的暗语，在多年后说起来，让我们瞬间

就湿了眼框。 我想起，我最后一个寻呼机的

购机协议上赫然写着“终身免费”，是我排了

好半天队才买到的， 后来竟然满大街都是。

“终身”，这两个字像极了誓言的字竟然让那

么多人都信了，其中也包括我。

二

我没想到自己能去寻呼台工作，同事

们也想不到一个在报社上班的人会跳槽

到寻呼台。 当我说，我觉得寻呼台是“仙女

聚集地”的时候，他们哈哈笑着，眼泪和嘴

里正嚼着的饭一同喷了出来。

寻呼台离我原来的报社并不太远，那

一段高高的楼梯是想象与现实的距离。 我

每爬上一个台阶，都接近“仙女”一步。 爬上

五楼时， 寻呼台正在换班， 一群身穿白大

褂，脚踏拖鞋的女孩子站成一排，正在听另

外一个手里拿着几张纸的人训话。 我扫了

一眼她们，高矮胖瘦都有。 接着，我便从她

们左边穿过去，进了一个小屋，跟十几个新

来的女孩子一起参加培训。 我们了解着寻

呼辉煌的历史，以及寻呼人的荣誉，什么三

八红旗手，什么劳模，什么除夕之夜来自省

领导的慰问。 那种朝气，让我从原来报社死

气沉沉的气氛里逐渐抽离出来。

我们要称那些老员工为“师傅”，我怀

疑这种方式是从附近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棉

纺厂学来的。 上班第一天，我就好奇地往里

边瞄了一眼，在宽阔的大厅里，一排排蓝色

隔断中，电脑不断闪烁着，电脑前是戴着耳

机穿着白大褂的女孩子。 她们正接听着电

话，发布着讯息。 在我的理解里，人们通过

寻呼台表达爱或恨， 寻呼台就是天堂的样

子。 那些“天使”般甜美的声音，在我脑海里

勾勒出的想象， 让我在去面试之前陷入过

深深的自卑。 幸好，面试官只是让我念了一

段文字，并没有过多注视我的脸和身材。 许

多的培训是与声音有关的训练， 我亲眼看

见，那些大嗓门的姑娘，为自己的声音一再

瘦身，让它变得轻柔甜美。 我渐渐意识到，

天使原来跟我一样，都生活在尘土里。

几百个女孩子营造出的独特气氛，是

寻呼台独有的气质。 你能听到敲击电脑键

盘的声音，混合着不同方位传来的甜美嗓

音。 在这里，每一个寻呼员都可能掌握着

那个时代里最个体化的秘密。 有一些奇怪

的人或者事在背后传播着：那个男人用同

一个电话打来， 给不同的寻呼号传递着

“我爱你”的讯息；那个发送“我在北京出

差”讯息的人，电话却显示在本地……有

时候，寻呼在做着这些丑事的帮凶。

寻呼员恪守自己的本分，只要不违法，

大家对所有善恶都不做干预， 只是纯粹地

搬运信息。 这其中的种种，影响了许多女孩

子的爱情观、婚姻观。 并且因为有寻呼员为

了正义教训“坏男人”这样的前车之鉴，这

一条被明文写在规定里， 大家都签署了具

有法律效应的保密协议和保证协议。

许多人像之前的我一样， 认为寻呼员

是天使。 他们一遍遍打来寻呼，不为别的，

只为了倾听一种柔软的声音。 尤其在深夜，

总有落魄于他乡的小伙子在酒后倾诉着心

声。 也有人想将“天使”带回家，特意记下寻

呼员的工号，在公司下边痴痴等待，在上下

班高峰时， 以渴望的眼神一遍遍扫视着那

个在深夜点亮过自己灵魂的人。 当然，这其

中不乏一些爱情佳话。 更多的时候，是一些

在这城市里活得潦草的人在向空中发射孤

独的子弹。 最后，那子弹射向他自己。

一下班，人群涌向门外，早有人在那里

等待，寻呼员们有父母接的，有男友接的，

但大部分像鱼一样，涌向拥挤的人流。 有一

次，我和她们坐在一起聊天，不知谁抛出一

个问题， 说你在深夜里接到过哪些难忘的

电话？ 这个问题像鱼饵一样勾出了许多美

好的瞬间：在大雪飘飞的深夜，一个母亲给

另一个城市的儿子发信息让他加衣， 而她

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在第二天早上七点

再发，她不想在夜晚惊扰了儿子的美梦。 一

个男孩在电话里说完“祝你幸福，我永远爱

你”之后，忽然就沉默了，好半天，他又说，

算了，不用呼了。 但是寻呼员听出他哭了。

还有一个妻子总是呼她的丈夫， 一个逝去

人的号码……这些故事让我看到寻呼的另

一面，在那个时代里，寻呼不只见证了那些

人的恶，还见证了更多的良善、温暖。

培训师每天都在向我们强调，通迅是

一个朝阳产业。 我日日夜夜想着，有朝一

日， 怎样去传递这样一些有温度的语言。

为此， 我在出租屋里一个人练习说话，有

时候，也拿着小雨练手。 我越是一本正经，

她越是哈哈大笑。

三

大约是 2003 年的春天， 原本高昂的

的手机话费忽然就落了下去 ， 呼叫免费

了。 耳朵里每天都会传来某家寻呼台倒闭

的消息。 倒闭的寻呼台把所剩无几的客户

融到我们台里来。 处理投诉的人员每天都

会为如何向客户解释“终身”两个词而挖

空心思。 所谓“终身”到底是谁的终身？ 这

样的争论从平民到媒体到处都是。 公司里

流言四起，人心不安。 而我们却按部就班，

依旧练习着自己语音的甜美度。

直到有一天，培训师将我们带到了座

席上，我们有了自己的工号，有了自己的

耳麦，但还不能实际操作。 我们坐在那些

“师傅”身后，听着她们处理着每一个接进

来的寻呼。 我们多么殷切，甚至当“师傅”

们敲击要发送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的手指

也跟着动了起来，被五笔分解掉的字在指

尖上不安分地跳动着。

培训师说第二天就让我们上台，但是就

在第二天，如传言中一样，她终于接到了公

司的正式通知，我们这个寻呼台也宣布关闭

了。 整个大厅忽然间安静下来，所有的人起

立，不说话。 我抚摸着手里那个还没有派上

用场的耳麦，心里翻腾着奇怪的滋味。

很快，寻呼台里的一小部分被划为新

转型的业务，大部分人安静走出去，提前

下班，那天没有交接班仪式，我看见有人

躲在一边，迟迟不愿下楼。 几个穿白大褂

的人凑在一起哭，她们好像对某一个生命

体无能为力的大夫。

作为新人， 我们是没有资格流泪的，

我们只能在角落里迷茫。

很快这些迷茫的人被分离，接到的通

知是另外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回到出租屋，我翻看那个小巧的寻呼

机，自此，它再也不会发出任何来自外界

的声音。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我能想

象那天不用上班的大多数寻呼员们去聚

会时的样子，想象她们怎样泪雨滂沱。

我每次想到寻呼台的时候，都觉得一个

时代蜷缩在许多人的抽屉里。 最后，这个浓

缩了记忆的小机器，大多会被变卖、遗失。

我们这些新人没有被公司开除，而是

去手机业务的岗位上工作，有段时间我总

看到对面楼里处理投诉的主管身后跟着

一个身形消瘦的男人， 他跟着主管上班，

也跟着他下班，甚至还跟着他吃饭。 那男

人极安静，与主管分食一屉小笼包，他们

都无比沉默。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有关寻呼台的投

诉，这个男人因为一些事情坐了牢，那几年

时间，一串寻呼号，在他舌头下边循环滚动

着，只等着他一走出牢房，就把它们释放出

来。 反正，这寻呼机是他送她的礼物，是“终

身”的嘛！ 当他出来真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寻

呼台已经关闭了，他心心念念的号码一下子

就失去了灵魂。寻呼机的女主人已经不在原

处，这仅有的联系方式也失效了。 他坚定地

以为那个女人正攥着寻呼机等他归来，而造

成他们咫尺天涯的正是寻呼台的关闭。 为

此，他天天打电话投诉，后来就直接缠着处

理投诉的主管，像个影子般跟在他身后。

在我们这些快速拥抱新时代的人面

前，他的执著和深情让我们觉得奇怪。 但

我知道，这样被斩断的东西一定不只是某

一件事。 但新时代就像一条能自由连接、

复活的蛇一样， 很多东西在不断修复着，

一张信息化的网越织越紧、越织越密。

等有了微信之后，所有过去认识却因

为某些变故失去联络的人会忽然一下子

回来，兴奋过之后，他们的名字静静躺在

通迅录里。 比如小雨。 但我们又是那么陌

生，我们的信息都在朋友圈呈现，但更多

的内心的感受并不会彼此交换。

后来，我们在另一个城市见面，当时韩

国烤肉的自助餐厅里烟火缭绕， 小雨跟我

说她现在信佛。 信佛的好处是她的男人跟

别的女人在一起同居， 她依然没有选择离

婚，并将他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 男人跟

那个女人住在他们的家里， 而她带着孩子

在外边租房子住。 她说得格外平静。 “我不

相信那个女人能陪他一辈子， 他早晚会醒

过来。 ”那样子，也像一个守着寻呼机等待

讯息的人吧，可寻呼台分明已经关闭了。

那天从饭店出来，我们看着饭店门前

新架起的立交桥，我不由得想起当年的街

巷，当年布满城市的公用电话亭和在小卖

部、报亭里的公用电话摊。 可是眼前车辆

川流不息，霓虹灯不断闪烁着，好像时间

在不断按着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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