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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
桑德拉

恺撒和他的胡同王国

车子驶过东四地铁站又折回。 步行至

地铁站，恺撒与何三诺、石霓那和圣地亚哥

已在东四地铁站前的座椅上等待。 天朗气

清，春光正好。 寒暄一番，在恺撒的带领下，

我们沿街进入胡同。

恺撒不是说出“我来，我见，我征服”的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军事家、 政治家恺撒大

帝， 恺撒是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红色冲锋

衣、 蹬着运动鞋的西班牙摄影师。 这个男

人，恺撒，每逢周末、节假日，不论晴雨，总

是带着外国友人游湖同， 或步行， 或骑单

车，或驾三轮摩托车。 这两个恺撒倒是有一

点相同：他们个子都不高。

“最近忙吗?”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

“瞎忙活，最近在办签证。 ”恺撒抬头看

着我。 和上次见他相比，他黑发中的白发多

了些。

“我也是，最近要续签。 ”何三诺又卷了

一根烟，他的手指骨节发白。 何三诺与恺撒

来自西班牙，通过 2013 年一场“神奇的考

试”———央视西班牙语考试相识。 那次考试

不需任何资质，面向社会，考试内容包括翻

译(英翻西)及播音。

三里屯、鼓楼、五道口是外国人在北京

的聚集地。 恺撒和何三诺不喜欢三里屯的

气氛，多在鼓楼附近活动。 胡同王跟着中国

导游逛北京城不足为奇， 随着恺撒游胡同

才稀罕。 我跟恺撒并肩走着，听着清脆的脚

步声， 突然后悔自己穿了一双牛津鞋———

并不适合春日远足出游。

进入东四的礼士胡同，先后经过了推拉

门半开着的小卖部、货架上摆满彩虹色蔬果

的小超市、侵袭味蕾的猪脚饭餐馆、谢绝参

观的六十四号大院，还有拿着木剑在朱红色

门前的石像与墙角间玩耍的爷孙俩。

触摸着带有温度的砖墙， 漫步在僻静

的胡同里，乘着一缕阳光，在发出绿芽的树

梢寻找春意。 生活在这座城市，每日经历交

通拥堵，每日在繁忙的都市空间奔波，不曾

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 当我们日夜坐在办

公桌前敲打键盘、写方案，抑或百无聊赖地

开会时，时光在赶，我们在衰老。 草木枯后

逢春，人死而归土。

在和恺撒的交流中， 你会惊叹于恺撒

对胡同的熟识。

“你在胡同里住了多少年？ ”

恺撒会心一笑，扶一下眼镜：“没多久。

走得多了就熟了。 ”

2016年 1月到 10月，恺撒住在南锣鼓

巷，几乎熟识了那一带的每一条街道。 自打

运营起自己的胡同一日游， 几乎每个周末

他都会组织徒步游、三轮车游及单车游。 恺

撒带你游湖同， 你永远不必担心拍出的照

片在聚焦、构图和色彩上出问题。 恺撒拍出

的每一张照片都可以被印刷成明信片。

灯草胡同里坐在门前摆弄着缠绕在一

起的彩色毛线，听着红色收音机的老爷爷；

演乐胡同灰色墙面上的泄雨出口； 东花厅

胡同里晾在绳子上的印着牡丹图案的大花

被子， 堆在院落一角的泛黄的藤椅和婴儿

手推车； 内务部街的褡裢火烧店……这里

没有笼罩在雾霾下的楼宇大厦， 仰首即见

白云蔽日，低眉便寻寸草夹生。

行至银河 SOHO，过天桥后直行，拐进

一条窄街，墙边围聚着一群下象棋的老汉，

他们操着一口京腔品评着棋趣。 经过一栋

破旧的矮楼， 迎面看到楼外墙上挂着一排

小黑板，每块黑板上写满了字。 左手边的储

藏室外墙根有排鲜艳的花， 近看才发现是

塑料花。 塑料花上方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

写着：“好心倒尿，全当肥料；此法不妥，烧

死葡萄；提醒大家，不要再倒；共同维护，小

院风貌。 ”

日坛公园的喷泉旁站着一对外国夫妇，

黄头发小孩儿爬上假山；身着运动装、身材

高大的黑人从我们身边跑过。 一行人上了

船，船上的咖啡馆紧闭着门，几张桌子摆在

甲板上。 我们坐成一排，何三诺卷了根烟递

给石霓那，圣地亚哥拿着相机在船边拍着远

处的景致，恺撒转身看着春游的人群。

整天的时间， 不是在租来的公寓中猫

着看电影、吃零食、发呆，也不是把每个周

末过成程式化的模样。 结伴出游，抚摸朱红

色高门上的金黄色铆钉， 凝视窗框上的尘

埃，远眺升起的朝霞，近观市井常态。 远离

城市的喧嚣，才能更深、更静地思考：我为

什么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待多久，我想要得

到什么，我愿意失去什么，我想要去哪里。

胡同深似海，从胡同里出来，是另外一

个世界。

乌克兰女艺术家

阿，莲，娜。

双唇微张，舌尖向上，触碰上颚两次。

任何人口中的她都是美丽的， 美丽中带着

狡黠；任何人眼中的她都是艺术的，艺术中

透着执着。

“你能想象吗？ ”阿莲娜笑着，抬手比画

着自己的脸。

受喜爱中国文化的父亲的影响， 十年

前的冬季，阿莲娜·奥拉绣克从乌克兰来到

中国旅游，她皮肤过敏，脸肿得不成样子。

“回国之后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来中

国了。 ”阿莲娜将两杯俄罗斯红茶端上桌。

“但三年后我还是来了。 ”这是阿莲娜

的选择。

海，繁星 ，露营的帐篷 。 她将自己锁

进房间，画情流泻于纸上，幻化出了日本

海。 阿莲娜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作画时

的情景，那时她五岁，刚随家人从日本旅

行归家。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画，（不

停地）画着。 ”她的眼中放光，她的话语将我

带回二十多年前的时光。 这样的日子，是蓝

色的海面上漂过的渡船， 是起伏的绿色海

岸，是阿莲娜手中描绘出的迷宫。

“我就是这样的结合体。 ”阿莲娜摆弄

着手中的白色水笔， 桌角放着一瓶一得阁

墨汁。

“我母亲喜欢弹钢琴，热爱艺术；父亲

曾是军队飞行员，喜欢画画。 ”阿莲娜手中

的笔曾是工程师母亲用过的， 阿莲娜血液

中流淌着父亲对画画的喜爱之情。

七年前来到北京， 阿莲娜学习了一年

中文后，进入北京服装学院学习时尚传媒，

但未放弃绘画创作。 阿莲娜的画曾是可爱

的风格，她对最初的尝试《时光之形》并不

满意：“画出的画面太美，太女性化。 ”

阿莲娜继续日复一日地画着， 渐渐形

成了她此时的画风：点、线、面与墨的组合。

阿莲娜不画草稿， 画纸上各种元素自成形

状，她捕捉元素间的联结与瞬时的灵感，加

以细致入微的构图， 显示着无意识在思虑

间的流动。

阿莲娜一毕业就决定做一个艺术家，

自由地生活。 她家境并不富裕，阿莲娜在大

学期间做了许多模特拍摄工作， 但她认为

那完全是浪费时间。

“并不是我对模特这个职业有偏见，我

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搔首弄姿 ， 卖弄身

体。 ”阿莲娜耸了耸肩。

我印象中的外景模特， 或着华服光鲜

亮丽，或穿着暴露，在商场推销产品，无论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围观、拍照。 他们不费

多大力气就能日赚千元， 周末的酒吧夜店

也是他们消耗青春的地方。

“我只是厌恶对于自我和阅历没有提

升的工作。 艺术家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工

作。 ”阿莲娜说，“而我也无法忍受朝九晚五

的办公室工作。 ”

不止阿莲娜， 几乎没有一位艺术家可

以忍受每日伏案做程式化的工作。 艺术不

是生活的全部，生活也没那么风和日丽。 写

出《白牙》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

年轻时为维持生计做过海盗，暴风、严寒等

苦役般的锻炼不仅让他成长， 也为他的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海狼》中描写的

猎海豹船上的丰富生活， 便是他生活积淀

的反映。

现在， 阿莲娜的本职工作是在留学机

构做艺术方向的留学指导。 上午 11点前她

在家作画，11点后去公司上班。

“不会闷吗？ ”我问道。突然想起我的画

家朋友海巍，他曾白天在公司做产品设计，

夜晚创作。 坚持几个月后，他在 2017 年到

来之际辞去工作，独自远游。 当他发来远方

的照片时，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画家应该

是自由的，他将创立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因为现在从事的‘本职工作’也是与

艺术相关的，所以不觉得。 ”她说。

（《风之书·生而自由：生活在北京的外
国人》桑德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 1月版》）

纪
輥輮訛实

悦 读 · J I S H I ·

他们是画家、 设计师、 乐队主唱、演
员 、导演 、心理学家 、赛车手 、拳击手……

他们有的在北京作短暂停留，有的在这里
定居 ，有的为中国梦而努力 ，有的为是否
回到故乡而挣扎……作品通过对多位生
活在北京的外国人的采访，反映了他们在
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以及他们的喜怒
哀乐，指向时代变化的脉络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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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须作品
剃刀雪亮（短篇小说） ……十八须

无处为家（短篇小说） ……十八须

小说是一个自主的世界（创作谈）

…………………………十八须

小说家
何罗鱼（中篇小说） ………宋红星

开光（短篇小说） …………何贵同

一个我（短篇小说） ………彭至纯

滇池诗卷

诗手册
张二棍的诗

命运的迎受者（访谈）

………………张二棍 霍俊明

谁也没有做好谈论星空的准备（评论）

———关于张二棍的诗 ……霍俊明

散文
判断者说（下） ……………王 族

城里有个鲍美丽 …………羊 父

食有鱼 ……………………黄孝纪

戏台 ………………………黄复彩

刊中刊

东南亚华文文学
长命百岁（短篇小说）

……………〔马来西亚〕伍倩雯

土库街还有浪漫（散文）

……………〔马来西亚〕菲 尔

十八罗汉帖（诗歌）

………………〔新加坡〕伍 木

言语盛开（诗歌）

………………〔新加坡〕谢双发

条纹（诗歌）

……………〔马来西亚〕刘育龙

海的思念（诗歌）

………………〔菲律宾〕白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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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立场

“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
金 庸 严家炎 贾平凹 冷成金 等

张 英 整理 侠至绝顶金为峰

刘大先 路客与刀客

马笑泉 渐行渐远终同在

胡竹峰 文章送别

侯 磊 出路·身份·扭曲的人

陈培浩 金庸·鲁迅·莎士比亚

孟庆澍 独往人间竟独还

朱 个 无意思之意思

闫文盛 文学笔记

朱善杰 婚礼的狂欢与葬礼的娱乐

小说

李静睿 死亡证明

曹 永 杀手

舒 裕 驯马人，他的马和两片面包

（外二篇）

习 习 是八哥说漏了嘴

傅爱毛 507 病房

散文

储劲松 砚遇

王雪茜 血液里藏着隐秘的风

碎 碎 人在文字的背后

王新华 没有文学的伤痕

“人间草木”散文小辑

沙 爽 草木深

刘梅花 沙漠草木

刘学刚 茜草美好（外二篇）

民间语文

王振德 老船长口述史（2016）

郑 璐 给离世母亲的信（2012）

艺术

孙 歌 对话渠岩

唐 棣 电影是艺术，更是好玩的事

研究与批评

郜元宝 《社戏》六题议

邵燕君 王 鑫 等 佛本是丧： 一种

消极化抵抗和游戏化表演

环球笔记

四十年来文论发展之不足/“中等收入

陷阱”是个伪命题/贸易战与中华民族

的未来 /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问题/

《宝塔世界 》：19 世纪末的中国游记/

数码时代的政治 /关于鸦片战争的新

作：《帝国的黄昏》/纪念罗莎·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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