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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老外和"中国养女#

!

年的故事

当许多人相信 !没房子 " 就难有
家# 的时候" 有人对家的定义给予了新
的阐释$

宋铖说" 老应是他
!"

年中介生涯
中最 !匪夷所思% 的客户$ 他记得那天
上午" 这个在上海生活了

#

年& 说着一
口流利中文的挪威人" 到他店里" 希望
把徐家汇某高档小区的房子卖掉" 而且
要求 !当天成交%$ 老应说" 着急卖房"

是为了筹钱给女儿看病$ 当天下午" 这
套房子一下子涌入二十多批看房人$

宋铖说" 为了当天就把房子卖了"

老应的挂牌价差不多打了八折$ 要不是
早就认识老应" 他一定会怀疑这是不是
真的$

到晚上" 在所有客户中" 老应选择
了一对杭州夫妇" 签了合同$ 宋铖说"

成交价比市场价低大约
!""

万元$ 就这
样"

$"

多岁的老应失去了他在中国唯
一的房子$ 但他来不及可惜$ 因为房子
并不是家" 而家对他来说" 有别样的意
义$

在距离江苏交界不到
%

公里的上海
远郊" 他租下一套房$ 然后带着卖房拿
到的首付款" 以及女儿每天都不能离开
的药" 踏上了北上陕西渭南的火车$

他的女儿 " 确切地说是非正式养
女'''明明" 就在渭南的一个村庄里$

和一般人想象的老外不同" 老应疾
病缠身 " 靠挪威政府发放的退休金生
活" 没有任何积蓄$ 而每个月" 女儿光
吃药就要花掉他大约

&"""

元$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陈海莹是明明
首次住院时的主治医生$ 她告诉记者"

最初见到个单身老外带着一个中国小姑
娘 " (先入为主地不信任 #$ 但如今 "

面对记者" 陈海莹说" 自己是真心佩服
老外$

陈海莹的同事& 明明二次入院时的
主治医师乔颖" 则用了两个字" 描述她
对这位优雅& 温和& 异常执着的老外的
感受) 崇敬$

两位医生以及其他人所见证的" 是
一个充满曲折的故事) 一个初中肄业在
上海打工的农村小女孩" 意外遇到了同
样漂泊在异国他乡的老应" 命运从此发
生了奇幻般的转折 $ 但女孩考上大学
后 "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她被迫休
学" 进而又引发了她背后两个家庭的纷
争$

上海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陆荣根
说" 明明的亲生父亲如今希望她回陕西
老家去康复" 但 (干爸# 则希望她留在
上海" 继续治疗$ 陆荣根是专门到医院
来调停两个家庭的矛盾的$ 他说" 两家
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女孩好" 但文化差异
实在太大$

老应说" 他做的事不值得报道" 但
他希望借媒体呼吁" 希望社会更重视精
神病人的康复 " 比如 " 完善监护人制
度" 同时让家境困难的病人得到有效治
疗$

这是一个始于
#

年前& 一波三折的
故事$ 它算不上喜剧" 也不该被看作悲
剧$

琴声!让人忘记了辛酸

记者随老应走进他租来的房子时"

是上午十点$ 刚进门" 他朗声说) (明
明" 该起床了" 记者来了$#

他小声给记者解释说" 比起从前"

明明现在懒洋洋的" 这是疾病和电疗共
同作用的结果$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 老应一间" 明
明一间$

明明走出房间 " 有些害羞地笑了
笑$ 虽然之前已经见过记者好几次" 但
隔了几个星期" 她却想不起记者是谁$

对于很多往事 " 她只能微笑着摇头 "

(记不太清了#$

记忆力下降 " 是治疗的副作用之
一$ 乔颖告诉记者" 这大概还会持续半
年$ 但从临床上判断" 明明康复得非常
好" 神智& 情绪都正常" 只是需要每天
服药$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 坚持按医
嘱长期服药 " 对预后极其关键 $ 乔颖
说" 精神科重症初次发病" 要连续服药
%

年" 如果复发" 就要服药
$

年$ 如果
有第三次" 就终身离不开药了" 而且可
能再也无法康复$

几个月前" 明明刚刚复发过一次"

所以" 老应决不想再有第三次$ 复发的
原因是在明明回陕西老家的时候" 父母
断了她的药$

明明的大哥告诉记者" 父母反对女
儿吃药是担心副作用$ 两位农村老人淳
朴地认为" 如果明明回家" 有人聊天"

想干嘛就干嘛" 那么比吃药更有用$ 何

况 " 明明 (看起来 # 已经完全正常
了$ 但医生和老应则无法接受这个观
点$ 恰恰由于父母是天然的监护人"

这种质朴的 (保护# 有时可能会成为
无心的伤害$ '''这就是两个家庭的
根本分歧$ 事实上也造成了许多精神
病患者的困境$

明明是个文静& 内向的姑娘$ 她
下了点水饺" 还问记者要不要吃点$

而记者和老应聊天时" 她就在旁边安
静地听着" 时不时拂去干爸肩头的几
颗尘粒$

无聊了" 明明就坐上琴凳" 弹一
段钢琴$ 当琴声随着女孩的手指" 瞬
间填满整个客厅时" 似乎有种力量让
人忘记这故事中辛酸的部分" 而只呈
现出它闪亮的章节$

弹琴" 是这个农村辍学女孩到上
海 (新家# 后" 老应亲手教的) (巴
赫的 *赋格的艺术+ 难度非常大" 很
多人花

!"

年都不一定能弹好" 但明
明只学了一年" 就相当出色了$%

国际音标引发的 "闲事#

从认识这个女孩开始" 老应就不
断被她的聪颖和天赋惊到$ 至今他依
然认为" 明明是 !万里挑一的天才%$

%""$

年 " 老应在徐家汇自家小
区门口吃饭时" 一个看似只有十四五
岁的女孩怯生生地过来和他打招呼$

女孩是餐厅负责开门的$

女孩问) !你是外国人吧" 那这
个单词该怎么念,%

老应给出答案" 但吃惊地发现"

女孩竟用国际音标把发音准确无误地
记了下来$ 老应自己虽是奥斯陆大学
语言专业毕业" 但国际音标是进大学
后才学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有两个名字" 你是问真名"

还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为什么要用假名字,%

(是为了办工作许可证" 因为我
年龄不够$%

老应后来知道 " 刚到上海打工
时" 明明还不到

!&

岁" 初三念了一
半$

徐汇区某居委的一份内刊为老应
的个性画了 (素描%) (挪威外籍人
士老应先生" 甘当义务交通宣传员"

看到有人闯红灯" 他马上拉住宣传教
育--% 这么个爱管 !闲事%& 执着
于 !正确% 的老外" 当然容不得眼前
这个聪明的女孩作为 !童工 % 来上
班$ 餐厅的场地是小区提供的" 那送
女孩回学校" 老应认为就该由小区管
起来$

架不住老外的执着" 物业和居委
答应给他开个会" 但唯一成果是分析
总结认为 " !这个问题有三个子问
题 % '''女孩不工作 " 生活费怎么
办, 谁来负责她的教育, 她在哪儿生
活,

老应说" 他可以出学费" 让女孩
进附近的学校$

不仅是学费" 事实上所有问题最
终还是靠老应推动$ 而打听下来" 没
户口" 女孩根本没法进上海的初中念
书$ 一连串碰壁后" 老应想到了教育
局$

在招生办" 他告诉接待他的王志
方主任" 如果今天不解决" 他就不走
了$ 僵持了

!$

分钟" 王志方让步了$

老应说" 王主任直接提起电话" 拨了
个号码 " 用不容质疑的口气对那头
说) !下星期" 有个新学生到你们这
里报到" 她叫明明" 有个外国人会陪
她来$%

于是" 明明就成了徐汇区南海模

范进修学校的一个编外学生$

自那以后 " 王志方成为老应的朋
友" 为明明的教育& 看病帮了很多忙$

当然" 这是后话$

学费& 学校解决了" 只剩一个 !子
问题%$ 本来" 餐厅给打工妹们安排了
宿舍. 可现在" 明明住哪儿呢,

老应说" 当他再次找到物业和居委
时" 每个人都不说话" 看着他$ (那就
好像吃完饭要埋单" 却发现只有我带着
钱包$% 老应说$

小家伙!大家伙!老家伙

老应和中国的邂逅" 始于
!'#&

年$

那时他大学刚毕业" 由于学过中文" 于
是到中国参加一次国际交流" 谁知刚落
地就突发病毒性心肌炎$ 在上海海员医
院的外轮病区" 他一住就是大半年$

住院期间" 他爱上了负责他医保事
务的中方代表$ 出院后" 两人举行了婚
礼" 并回挪威定居$

从
!''"

年代初开始" 老应 /那时
还是 (小应%0 感觉身体特别容易疲惫$

一检查才发现" 几年前的心肌炎影响了
他的线粒体功能$ 此后" 老应的身体每
况愈下 $

!''(

年 " 他已没法步行到大
学上班" 不得不在

))

岁那年退休$ 到
%""!

年" 甚至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挪威的医生对此无能为力" 认为他
除了卧床休息" 没有其他办法$ 此时"

一位中医朋友帮了忙'''张大夫一次针
灸" 就让老应站了起来$ 扎了一个月"

他竟然能出门买面包了$ 但张大夫说"

每年夏天" 他都要回国一两个月$

老应慌了) (我怎么办,#

张大夫建议他" 去中国吧$

%""%

年
$

月 " 他飞到上海 " 随后
在徐家汇买了房" 因为这里距离擅长中
医的龙华医院只隔一条街" 这让他有机
会遇到在小区门口打工的明明$

来中国
!"

年 " 老应没回过挪威 $

他的老母亲
%""(

年也搬到上海" 由他
照料" 而母亲后来多次中风" 无法承受
万里奔波$

如果要把一个中国小女孩领回家"

老应担心" 母亲会不会反对, 他小心地
给母亲先撒了个谎" 说明明是新请的保
姆$

事实证明" 老应多虑了$ 祖孙俩相
处得非常好) (我妈给明明起了一个挪
威语的爱称 1小家伙2$ 相应地" 明明
就叫我妈 1老家伙2" 叫我 1大家伙2$%

%"!"

年 " 老太太在上海过世 " 明明比
谁都伤心$

在客厅" 老应为明明摆了一张席梦
思$ 明明的大哥说" 一开始" 他们家也
有些担心" 但看应先生人很好" 也就放
心了 $ 这张席梦思 " 明明的哥哥 & 姐
姐& 父亲都睡过$ 明明发病前" 两家人
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老应说" 明明全家都很淳朴$ 她父
亲来上海要坐很久的火车" 老应曾提出
由他出钱买个卧铺" 但被拒绝了$ 明明
也一样" 她不要老应给她买手机" 不要
电脑 $ 给她

$""

块零用钱 " 她只会要
!""

块$

就这样" 两个原本平行的家庭相交
到了一起$

"小姑娘!灵光的$

要还原明明在上海最初的读书轨迹
并不容易$ 最了解她的初中班主任身在
海外" 始终联系不上$ 好在教务处的卫
国老师还记得这个陕西小姑娘$

卫老师说" 所有孩子的成绩单都在
她手里" 所以她记得" 小姑娘刚来时"

成绩一塌糊涂$ 班主任也曾告诉老外)

应先生你很努力 " 但这个孩子该去上
班$

当所有人都认为明明跟不上的时
候" 卫国记得" 老外依然 (盯得很紧%"

给老师提了很多要求$ 到年底" 小姑娘
的成绩过得去了$ 转眼到第二学期" 竟
一下子蹿到年级前几名$

卫老师后来常听明明的班主任感
叹" 这个小姑娘灵光的" 也可惜了$ 如
果户口在上海 " 一定能考上不错的高
中$

(可惜% 终于成了现实$

%""&

年"

其他学生都毕业" 可明明作为外地生"

甚至连毕业证也拿不到" 更别说参加中
考" 进入高中$

老应不忍心让这么有天赋的女孩子
就此中断学业$ 这一年里" 明明天天和
老太太练英语" 口语突飞猛进" 还学会
了钢琴$

那回陕西呢, 当地教育局答复老应
说" 没在陕西念完初三" 不能中考$

老应对着通讯录" 给全国
%"

多个
省市区的学校& 招生办打电话" 无果$

最后" 他甚至还打到了港台" 打到
欧洲" 可对方都表示" 中学生不会得到
入境许可$

记者问老应) (你这么做" 是出于
责任" 还是感情,%

老应答) (有些人提到责任" 更多
地想到的是对单位或者集体的责任" 比
如哪怕生病也要坚持上班 $ 但对我来
说" 只要把一个人领进家门" 就必须保
护好她$%

山穷水尽之际" 老应得知" 日本或
许会给中学生签证$ 于是" 他拨通了横
滨国际学校 /

*+,

0 的电话$ 三十多年
前 "

!'-"

年代 " 他随外交官父亲在日
本生活时" 曾就读于这所学校$ 接线员
很热心" 把电话转到现任校长那儿$ 当
老应告诉校长" 自己是校友" 遇到了一
个问题时" 他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温暖
回答) (答案是

*.,

" 那您的问题是什
么,%

听老应花了
!"

分钟讲述明明的故
事后" 校长说) (你们先到横滨来吧$%

老应仍然需要再解决一个问题'''

他掏出手机" 照着通讯录" 一个一个打
电话" 东家借

)""

元" 西家借
$""

元"

就这样" 凑了两张机票钱$

短暂的日本%留学生涯$

横滨国际学校是全球历史第二悠久
的国际学校" 仅次于日内瓦国际学校"

招收在日本最优秀的国际学生$ 在漂亮
的教室里"

*+,

的校长接待了他们$ 既
是交谈" 也是面试$ 很自然" 学校希望
知道明明擅长什么,

坐上琴凳" 明明开始弹巴赫$

老应说" 在场的所有人显然被 *赋
格的艺术+ 打动了$ 只花了

$

分钟" 校
长对财务经理说) (我们现在去吃饭"

一个小时之后回来" 你想个办法" 用最
简便的流程 " 免去明明所有的学费 $%

*+,

的高中学费是每年
%"

万元人民币$

在老应家里" 记者看到了
*+,

颁给
明明的校友年鉴$ 一张张身着漂亮学生
制服的半身照片" 洋溢着各种肤色的微
笑" 明明就在其中$ 如果不加指点" 根
本无法想象" 仅仅一年前" 这个姑娘还
在餐厅拉门$

老应说" 从
*+,

毕业的学生很有可
能被耶鲁 & 哈佛等名校录取 $ 彼时彼
刻" 老应觉得" 明明的未来终于有着落
了" 他也可以松口气了$ 在日本待了不
久 " 他回到上海 . 明明则按照学校安
排 " 住进了老师家 $ 但事情没这么简
单$

几个星期之后" 学校在电话里告诉
老应" 明明不合群& 不爱说话$ 而且"

老应发现" 与明明同住的老师" 似乎很
不友好$

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 总之" 明明
没能适应

*+,

的环境 $ 那年
!%

月底 "

老应在浦东机场接回了明明$

一到家 " 明明就在沙发上又蹦又
跳 " 还给很多老朋友打电话 " 兴奋地
说) (我回来啦3 我回来啦3% 很明显"

无法继续留学生涯" 明明不仅没有任何
遗憾" 而且开心得不得了$

老应理解明明) (一般人看重的那
些'''钱& 文凭& 工作" 在明明的价值
观里" 一点都不重要$ 她看重的是人和
人的感情 $% 但他也清楚 " 明明回国 "

意味着他必须在中国继续照料她" 而且
将持续很长时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 " 他真正感觉明明是自己家庭的一
员$

明明的大哥说 "

%""-

年 " 自己离
开上海" 等于把妹妹完全托付给了应先
生" 但他很放心$ 在这个家" 明明的意
见一直受到尊重$ 大哥说" 应先生交的
女朋友" 如果明明觉得不好" 他就会放
弃" 直到明明喜欢为止 /因为妻子不愿
离开挪威" 老应此时已恢复单身0$

老应告诉记者" (留学回国% 后"

明明在上海进学校变容易了" 至少可以
在职校和私立学校读书$

不出意外" 入校后" 明明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 $

%""'

年 " 明明通过成人高
考" 被上海某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本科
班录取$ 在该校盖着公章的文件上" 记
者看到的评价是 (学习努力 " 成绩优
秀%$

可惜的是 " 这是一张因病退学证
明$

诊断结果& 精神分裂症

老应和前妻没有孩子$

%"!"

年初"

老应的母亲去世$ 从此" 明明几乎成为
老应在世上唯一的牵挂$ 而且" 老太太
的去世使得这个家庭失去了重要的经济
来源" 损失了超过一半的收入$ 但老应
告诉明明 ) (专心念书 " 其他的别去
想$%

年底的一天" 明明忽然对老应说)

(你打电话给诺贝尔奖评委会" 让他们
把明年的奖发给我$%

老应哈哈大笑) (你终于学会了挪
威人的幽默$%

可几秒钟之后" 他发现" 因为这句
话" 明明脸都给气白了$ 老应意识到"

明明不是在开玩笑$

他打电话给挪威的医生朋友$ 对方
说" 电话里很难判断" 但请一定带明明
去看医生$

老应赶紧把明明的父亲叫到上海$

进了门 " 明明爸却没发现女儿有啥异
样$ 怀揣着各种复杂心情" 三个人一起
去吃饭$ 席间" 明明腾地站起来" 退了
好几步" 一脸惊恐" 指着身边大声叫嚷
起来" 还扔了椅子$ 而她面前" 只有空
气$

当即" 两个爸爸带女儿去医院$ 诊
断很肯定" 精神分裂症$ 医生认为" 可
以住院接受电休克治疗" 也可以先吃一
段时间的药$ 电休克治疗是在麻醉下进
行的 " 相当于一次手术 " 手术就有风
险 $ 在听了医生一连串的风险告知之
后" 明明爸有些晕了" 替明明选择先吃
药$

药物没有效果$ 随后两周" 情况急
转直下 " 最后明明甚至认不出熟悉的
人" 也不能走路" 甚至失语$

老应回忆说" 醒着的时候" 明明的
脉搏经常在

!$"

跳以上'''她被莫须有

的恐惧完全包围了$

明明爸同意了电疗$ 他把所有与治
疗有关的事情" 包括所有家属签字的程
序" 都委托给了老应$

明明正式住院" 是
%"!!

年的除夕$

这前前后后一个多月" 老应一直失眠"

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

好在电疗起了效$ 做了
%

次" 明明
就能颤巍巍地站起来$ 第

$

次后" 明明
忽然对探望她的老应说) (你是不是有
个弟弟, 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记
忆" 正从明明的大脑中慢慢恢复$ 这句
话大概是老应那几个月里得到的最好消
息$

明明的主治医生陈海莹告诉记者"

住院的
%

个多月里 " 她天天见到应先
生" 他慈父般的关注让她深受感动$ 出
院后" 每次随访或是拿药" 应先生总是
会提前电话预约" 到医院也非常守时$

老应不愿给明明用便宜的国产药"

因此" 明明出院后" 每月药费开销超过
&"""

元$ 明明刚进这个新家的第二天"

老应就给她买了商业保险$ 但生病后"

保险公司在支付到
%

万元封顶医疗费
后" 永久性地终止了合同$

除去按揭" 这父女两人每月只剩下
%"""

多元的生活费 $ 每个月退休金发
放前的一个星期" 老应会把每天每一笔
支出" 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规划$ 有时整
个星期" 老应每天就只吃一顿饭$ 但老
应说"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 他还能支
撑" 不至于这么着急卖房$

回上海' %再说吧$

出院后的明明" 一天天好起来$ 到
%"!!

年底 " 明明爸把女儿接回老家过
年$ 临行前" 老应让明明带了

%

个月的
药$ 坚持吃药" 是老应最关心的$

过完年" 明明爸却没有让女儿回上
海的意思$ 每次" 老应打电话让明明回
上海康复" 明明虽然愿意" 但明明爸总
是说 (再说吧%$

算着之前带去的药快吃完了" 老应
急了 $ 他叫上朋友 " 坐火车去渭南送
药) (精神类药物没法邮寄" 而且这么
贵的药" 能寄我也不放心$%

来中国这么多年" 老应实际上除了
长三角" 哪儿都没去过$ 针灸虽然让他
能生活自理" 但身体依然不好$ 为了明
明" 老应还是开始了他第一次在中国的
长途旅行'''充满烟味的火车& 颠簸的
汽车" 最后还搭乘了一辆装满土豆的货
车" 老应好不容易赶到渭南小村明明的
家$

这里不通自来水 " 除了电灯和电
视" 最现代化的电器也许就是一条睡觉
时用来取暖的电热毯$

旅途消耗了他很大的精力$ 买票&

等车时的排队" 对他来说都是煎熬$ 他
的疾病让他不能长期站立" 否则心脏无
法维系血压" 人很容易晕倒$ 而且" 他
对许多药物过敏" 不能用抗生素" 感冒
都得靠针灸$ 他对许多食物过敏" 食谱
很有限$

疾病" 让老应的身体非常敏感$ 小
村的条件" 让他受不了$ 他不能洗澡"

也无法入睡" 甚至没法排便$ 就这样"

老应坚持去陕西送了两次药 $ 然而 "

当他再次打电话给明明爸时 " 对女儿
返沪的时间" 得到的答案依然是 (再说
吧%$

老应说 " 放下电话 " 他忽然意识
到 " 也许 " 明明再也不会回上海了 $

明明离不开他送的药 " 但他的身体没
办法再承受这样的旅程折腾 $ 他感到
了一阵绝望 " 就像坐在一条失去动力
的船上" 快速漂向一道瀑布" 即将跌进
深渊$

他必须把房子换成现金" 而且越快
越好'''首先是不能再坐公共交通工
具" 所以" 他要买一辆能跑长途的车.

同时他要为将来做一些准备$

拿到卖房的钱后" 还掉贷款" 老应
租了一套

%"""

元的公寓" 却买了一辆
奔驰$ 这种配置太独特了$ 但老应说"

买奔驰是因为他必须要足够可靠& 又适
应他的身体状况的好车$ 这一千多公里
的旅程" 绝对不能抛锚. 而且" 到了陕
西" 他打算就睡在车上" 所以要足够舒
服$ 剩下的钱" 老应也有安排$

最后通牒起效了

老应叫上中介宋铖" 请他陪自己去
了趟陕西$ 他想在当地买套房子" 留给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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