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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护士娜塔莉互道周末愉快之后，穆勒医生坐在办公桌前，戴上眼镜，打开日

志，开始记录流浪猫的健康状况。他流畅地写道：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天气：小雨转晴。老猫穆勒已不再进食，所以停止饲养，移入大笼。欧培德、
陶斯顿、帕欧罗、亚历山大和康斯坦次，正在恢复中，状况良好，下周进行最
后检查，放生歌德塔公园。小猫皮娜，身体状况优秀。他提起笔，在空中比划

了两下，继续写：（备注：皮娜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在兽医穆勒处出生，虽
然双目失明，但具有野外生存能力，可考虑一同放生。） 
 

六点零五分，小教堂的晚钟穿过法兰克福奥博哈德区的居民区，沿着奥芬巴赫

大街，钻进开了一条小缝的毛玻璃窗，传入穆勒医生的诊疗室。戴着头盔的塞

缪斯特老妇站在窗外，盯着穆勒医生的背影看了五分钟，直到钟声停止。她右

转走进空无一人的宠物诊所的接待室。她做出一个决定，忽然离开了。十分钟

以后，静悄悄地，她右手拎着一只猫笼子出现在宠物医院门口。她摇摇晃晃地

穿过接待室和诊疗室，在通向花园的后门口停住了。宽敞的花园里，沿着三面

围墙，搭起雨篷。左右两面墙，各圈起一排猫笼。猫儿们或站或卧。正对着老

妇的小笼子里，一只被绳缚住脖子的虎纹猫伏在墙角，低低嘶吼，口中唌液，

爪子嵌在泥里。塞缪斯特老妇看看院子里的猫，又看看手里的猫。穆勒医生没

有着急接待她，而是有条不紊地写道：七点，穆勒医生为狂犬病流浪猫，马库
斯注射戊巴比妥钠，尸体处理方式如常。 
 

沉默持续着，因为两人没有为沉默感到难堪。如果其中一人开口，谈话可以马

上开始，并持续一整个傍晚，就像沉默一样。 

 

塞缪斯特老妇握紧垂在膝盖上的花布包。“你好，穆勒医生。”隔着头盔，她

嗡嗡地说。 

 

穆勒医生拿下眼镜，抬起头，说：“下午好，塞缪斯特小姐。有什么可以帮您

的吗？” 

 

“现在没有被预约吧？”塞缪斯特老妇立刻焦虑地问，“能帮我个忙吗？” 

 

“我已经下班了。”穆勒医生友好地补充，“不过晚上没有特别的安排。” 

 

塞谬斯特老妇叹了一口气，把穆勒医生对面的转椅挪到合适的位置——离办公

桌半米处。“伊卡和西奥多呢？他们好吗？”她坐下来，规规矩矩把猫笼放在

背后的宠物检查台上，背着的花布包则被她安置在并拢的大腿上。她不合时宜

地戴着一个花色的大头盔；由于个子矮小，她像芭蕾舞学员一样，把脚尖立在

地上；她打扮过了，有点过头——粉黄的碎花衬衫外面，罩着一件湖蓝色的珠

光双层运动服，脚上穿着粉红和泥水相间的运动鞋。她应该刚从她的家乡——



南非，度假回来，还没来得及换成法兰克福人的春装。“昨天德国南部下大雪，

您听说了吗？”塞缪斯特老妇问，“伊卡邀请我一起去圣布拉赞，幸好我有事，

被耽搁了。下雪我的鼻子可受不了，屋外太冷，屋里太干。今天的天气，对我

来说，特别可爱。希望这周多几层云朵，多几场小雨，少一些阳光。这样的春

天⋯⋯”她敲敲头盔顶上，语气欢快又嘲讽，“才有年轻时候的感觉。”穆勒

医生点点头。“您还好吗？”塞缪斯特老妇的声音里，混合着社交性的客套和

朋友间的关怀，也显示着随时可以转向其中一个方向而完全放弃另一个的灵活

的态度。“多谢您。春天到了，我，伊卡和西奥多都很健康，还有什么值得抱

怨得呢！” 

 

“那就太好了！”塞缪斯特老妇笑起来，“我的黑猫，麦卡维蒂，半年之前在

您这里移除了肝肿瘤。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穆勒医生把笔夹在日志里，合上日志。日志中，留下了一条小缝。 

 

“我犹豫着，该不该请求您。下午我从开普敦飞回来，发现它又病了。症状和

上次手术之前一样：不吃也不动，吐了三次。”塞缪斯特老妇显然又陷入了焦

虑，“天晓得！您一向很忙。您一定不能接受急诊。刚才我走向斯坦伯格医生

的诊所，正看见您的诊所开着，所以⋯⋯” 

 

“别着急，我可以帮您检查麦卡维蒂。”穆勒医生看着塞缪斯特老妇头盔上的

灰色透明眼罩，“这阵子我缩短了营业时间，趁着好天气练习长跑——我报名

参加了明年的马拉松比赛。” 

 

塞缪斯特老妇打断穆勒医生：“您练得怎样？” 

 

“啊呀，真有意思，这半年我可跑遍了法兰克福的每个区哪！” 

 

“您都去了哪儿？” 

 

穆勒医生忽然站起来，转身，透过毛玻璃的小缝，仰望小教堂尖顶上的铁公鸡，

抱着胳膊，感叹：“博海姆，海德海姆，罗德海姆⋯⋯说起来太多了。”他随

着铁公鸡晃动脖子，伸展手指，“我想伊卡一定向您抱怨过我在陶努斯山上独

自露宿一夜的事。我保证，这件事只发生过一次。” 

 

“真的吗？”塞缪斯特老妇说，“不是我不相信，您难道不觉得马拉松挺无聊

吗？” 

 

“有趣的不是长跑，而是迷路。”穆勒医生转过身，扬起手，“我戴着一个手

环，记录着我每天的活动状况，会定时发送到伊卡的手机上。它还有卫星定位

功能。”穆勒医生重新做回办公桌前，自嘲：“我可一点都不怕迷路。但您知

道，伊卡相信这一套。戴上手环，就像狗戴上项圈，她就安心了。”他眯起眼

睛，看着手环上的时间：“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一定得告诉伊卡。” 

 



“您为什么不参加伊卡喜欢的运动？” 

 

“弗拉明哥舞？”穆勒医生说，“泰拳？足球？不，不，不⋯⋯” 

 

“那么您为什么不邀请伊卡一起跑步？” 

 

“我邀请过伊卡。”穆勒医生说，“我了解伊卡。和我相反，伊卡喜欢活力四

射的运动。” 

 

塞缪斯特老妇耸耸肩：“对嘛！热情，难道不是我们爱伊卡的原因吗？”她回

忆着，“您在陶努斯山上过了一夜之后，伊卡和我谈过一次。她和您为了这件

事闹别扭，谁都能理解⋯⋯” 

 

“上个月您告诉过我这些。” 

 

“伊卡坚持认为您没有告诉她真相。您一定说了什么，把她惹毛了，对不对？” 

 

“我不明白您想知道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伊卡知道的是全部真相。”穆勒医

生回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卡和我从来没有争吵过——如果争吵指得不

是交换观点而是互相指责的话。” 

 

“总有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您难道总是沉默以对吗？” 

 

穆勒医生干笑着，有些不耐烦。阳光透过笼子，在蜷缩着的黑猫麦卡维蒂身上

投下十字形状的光团。它轻轻地抖了抖身体，几根黑毛在空气中飞舞。塞缪斯

特老妇“轰隆”打了一个大喷嚏。 

 

“祝您健康！”穆勒医生努力找到灰色透明眼罩里塞谬斯特老妇的眼睛，和她

对视：“最近您的病好些了吗？” 

 

塞缪斯特老妇并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她转过头，望着笼子里奄奄一息的麦卡

维蒂。“虽然太阳还没下山，不过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喝点酒。”穆勒医生摇

摇头。塞缪斯特老妇从包里掏出一小瓶香槟，“砰”地一声打开，利落地倒在

一个雕花的小香槟杯里。 

 

“恕我冒昧，请问您头上戴得是什么呀？” 

 

“这个？”塞缪斯特老妇敲敲头盔，发出一连串高低不匀的咯咯欢笑：“自从

我自己发明了这只头盔，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了——如果空气太多，我就关闭

风扇；如果空气太干，我就打开加湿器；如果空气太脏，我就打开空气清新机。

这些设备装在后脑勺这里。体积和重量不小。坐火车和飞机的话，只能选择商

务仓。好处是：半天之内，不需要充电啊，回想起去年，头顶是天空的日子

⋯⋯” 

 



“您知道我们不建议鼻炎患者养宠物吧？” 

 

“没有马卡维蒂我无法活下去，”塞缪斯特老妇简略地回答，“即使只是想到

⋯⋯” 

 

“我明白，”穆勒医生打断她，“它对您来说是无法替代的心理安慰，”穆勒

医生在最后四个字上加重了语气，“但是她对您的健康不利，同样，您对她的

健康也不利。您有没有想过寄养马卡维蒂一段时间呢？” 

 

塞缪斯特老妇打开头盔的下半部分，露出灰紫的嘴唇。“没有马卡维蒂我无法

活下去，反过来说，没有我马卡维蒂也无法活下去。”她一边说一边向穆勒医

生举起小香槟杯。那是一只雕花磨损得相当厉害的旧杯子，以至于穆勒医生看

不清雕花的样式；但是塞缪斯特老妇握在手里，顺手而且可爱。“我真想知道，

为什么大家把主人和宠物分得一清二楚。“她把屁股挪到椅子边缘，双脚踩在

地板上，使劲地一饮而尽，清了清充满气泡的喉咙，“我说服斯塔伯格医生相

信：和其他病人接受了同样程度的鼻甲切除手术，只有我感到嗅觉失灵，头疼

欲裂，没有食欲，脾气暴躁，无法入睡。他相信我得了该死的“空鼻综合症”，

忍受着看不见的痛苦。他几乎愿意为我出具“精神正常”的医生证明。”塞缪

斯特老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干小香槟杯，放回花布包里，“但他不相

信我坚持和马卡维蒂——一只几乎令我窒息的长毛猫生活在一起，是因为我们

相爱。他认为我的确得了精神病。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自圆其说。

我不愿意相信，在和小动物们度过了十几年后，您也这么想。” 

 

穆勒医生站起身，从资料架上拿出一本病历，取下名为“马卡维蒂”的那一页，

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放在办公桌上。 

 

穆勒医生戴上眼镜，清洗双手，戴上口罩和手套，然后走到检查台边，把马卡

维蒂黑猫捧出笼子。他一边为它称重，查看它的五官，测量它的心跳和体温，

抽取它的血液样本，一边从头到尾抚摸她僵硬的皮毛和身体。麦卡维蒂黑猫发

出轻轻地呼噜声。 

 

塞缪斯特老妇站起来，把花布包放在穆勒医生的办公桌上，再次斟满了小香槟

杯。她盯着穆勒医生把黑猫麦卡维蒂放回猫笼子里，张大了嘴，生怕错过了什

么。 

 

穆勒医生回到办公桌前，在病历上流畅地写道：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体

重：两千一百一十七克。腹部严重积水，疑似晚期肝硬化症状。他把眼镜推到

鼻尖。 

 

张开大嘴呼吸的塞缪斯特老妇端着小酒杯，没有提问。因为穆勒医生的沉默，

已经回答了她的疑问；而她用沉默，表达对穆勒医生的质疑。 

 



“在您告诉我麦卡维蒂的病情之前，我得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塞缪斯特老妇

开口了，“斯坦伯格医生精神不济有一段时间了。您知道吗？奥巴哈德的住户

们都传言，他得了抑郁症。” 

 

“我可说不好，”穆勒医生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一名小动物医生。” 

 

“随便您怎么说，”塞缪斯特老妇说，“重要的是，伊卡告诉我，您在斯坦伯

格医生的生日派对上告诉大家，您差一点就答应帮他安乐死了。这是真的，还

是—” 

 

“是—的。”穆勒医生停顿了一下，“请—问，我可以来一点香槟吗？” 

 

“当然可以。” 

 

“事实上，当时汉斯的精神状态很糟糕，我给了他一点儿镇静剂。”他接过塞

缪斯特老妇几乎见底的小香槟瓶子，说：“我可不是酒后失言——我是说，在

汉斯—就是斯坦伯格医生的生日派对上——我本来就准备告诉朋友们。我想不

到更好的办法让他振奋起来。这很难让奥巴哈德的居民们懂得，连伊卡和西奥

多也认为我是个冷血的人。西奥多是这么说的：‘穆勒爸爸还不如穆勒老

猫！’” 

 

塞缪斯特老妇品味着穆勒医生的话：“您和斯坦伯格医生从小就认识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六岁，他刚搬到奥巴哈德。”穆勒医生说，“我的父

母和他的父母带着我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我记得那天天气很糟糕，教堂里漏

了几滴雨。从此之后每次做礼拜他都带着两把大黑伞，其中一把留给其他信

徒。”塞缪斯特老妇发现书桌边靠着一把掉色的黑伞。“如果您认为汉斯的性

格一向很坚强的话，那么我也无话可说。”穆勒医生补充。 

 

塞缪斯特老妇什么也没说。 

 

“这个礼拜一我接到动物保护协会的电话，有人举报我利用流浪小动物进行实

验。”穆勒医生轻蔑地说，“我不愿相信是斯坦伯格医生干的，但是除了他，

我想不出其他的答案。” 

 

塞缪斯特老妇问：“您究竟实验了吗？” 

 

“没有！”穆勒医生喝光了香槟，激动的举起空瓶，在空中比划几下，“我想

他看见的是，我正给患有绝症的小家伙注射戊巴比妥钠，或者，我正在处理得

了狂犬病的流浪猫。”他握住酒瓶，狠狠放在办公桌角，停了一会儿，然后缓

缓地用手指把酒瓶推向办公桌的尽头，拿下眼镜。“您的视力好吗？”他问。 

 

“我的视力？” 

 



“您能看见法兰克福的地平线吗？” 

 

“如果没患上空鼻症，我看得比现在更清楚。”塞缪斯特老妇指着远处教堂尖

顶上的铁公鸡，“最远能看到那个。” 

 

穆勒医生点点头，“您知道在一只猫眼里，法兰克福的地平线是什么样子的

吗？” 

 

“什么意思？” 

 

“您认为一只猫眼里的天空和您一样？”穆勒医生问，“您知道猫的视力范围

是多远吗？” 

 

塞缪斯特老妇向后一仰，把沉重的头盔靠在椅背上：“我看您把力气都花在无

谓的问题上了，”她掏出小香槟杯，抚摸着即将消失的花纹，“天哪，看，那

是天空，那是一朵云，那是一只铁公鸡。猫当然有自己的方式分析地平线，咱

们人⋯⋯” 

 

“您只是在想象，您并不了解猫的视野。我希望您知道，主人和宠物是不同的。

就拿视觉来说吧。傍晚是一只猫视力最差的时候。现在，如果我是一只猫，早

晨和晚上我能看清您衣服上的阿迪达斯标志，现在，至多能看清您的体型。”

穆勒医生眯着眼睛说，“您刚才问我实验了吗。我尝试了解小家伙们的时候当

然不只依靠想象，实验是必须的。” 

 

塞缪斯特老妇抬起头，在阳光下转动小香槟杯，光斑投在灰色的眼罩上。穆勒

医生看见了她的瞳孔。“请问您有酒吗？”塞缪斯特老妇问。穆勒医生摇摇头。

塞缪斯特老妇失望地把杯子放回花布包。 

 

“伊卡跟您提起过皮娜吗？”穆勒医生问。 

 

“皮娜是谁？” 

 

“我收留的一只小盲猫。” 

 

“没有印象。” 

 

“请不要认为我是个不合格的兽医，”穆勒医生忽然显得有些迟疑，“您问我

是否在进行实验，所以我⋯⋯” 

 

“在奥巴哈德居民眼里，我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可不在乎您疯了没有。” 

 

穆勒医生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搓搓双手。“皮娜小猫是我接生的。它先天视网

膜劈裂，是一只金色眼球的小盲猫。可它的综合能力比一般意义上健康的小猫

更出色。如果普通的猫能看到您的体型的话，它就能感受到您背后的那面墙，



甚至墙后面刚坐下的晚间驾校学员。我认为除了视觉以外，它的其他知觉超出

猫群。但您知道它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吗？”穆勒医生说，“用想象力还原真相。

它记得自己走过的每一步，吃过的每一餐，闻到的每一种味道，听到的每一声，

并依此在重组经历过的空间。它看到的世界是黑暗的，但它还原的世界却是真

实的。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有点。”塞缪斯特老妇敲敲头盔，回答。 

 

“根据这个观点，我设计了实验——实验对象是我——您已经知道了，我尝试

摘掉眼镜，晚上跑步。我尝试独自在陶努斯山上露营。我尝试吃素。我尝试对

汉斯说不。我尝试和伊卡分居。我甚至在黑森州政府选举中投了弃权票。我认

为自己越来越敏锐了。问题是，”穆勒医生惊愕而苦涩地说，“我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了解人类和猫之间的不同。” 

 

就在这时候，洪堡农夫洪亮的叫卖声贯穿了奥芬巴赫大街：“卖土豆，新鲜结

实的土豆！”穆勒医生和塞缪斯特老妇的对话被洪堡农夫热情的推销打断了—

—他敲敲穆勒医生的窗户，问，周末到了，需不需储存些土豆。塞谬斯特老妇

向穆勒医生摇摇头。穆勒医生礼貌地回答：“不，谢谢您。您最近怎样？”洪

堡农夫回答，一切都好。他问，好久没见到伊卡和西奥多，两位是不是一切安

好。穆勒医生回答：“眼下他们回南部老家去了，下周会回来。”洪堡农夫邀

请穆勒医生一家下周末去他的菜园子里摘草莓。在穆勒医生回答之前，他坚决

地表示，这件事定下来了，然后，他的洪亮的叫卖声向左拐弯，占领了汉森小

道。 

 

塞缪斯特老妇打开猫笼，把马卡维蒂老猫放在诊疗桌上，马卡维蒂老猫慢慢地

伸展爪子，晃动脖子上的铃铛，站了起来。它穿过一片条纹光斑，沿着桌腿走

下诊疗桌。它静悄悄地穿过书架，穿过通向花园的门，穿过一丛刚发芽的矮树，

在左边的猫笼前停住了。它站在那里，好奇地观察着左边笼子里的三只猫。当

它们冲着马卡维蒂老猫报以强有力的嘶吼时，马卡维蒂老猫回应了几声虚弱的

咕噜。有只健壮的小黑猫一边露出獠牙，一边径直奔向马卡维蒂老猫。它的瞳

孔并没有随着阳光的强弱而或大或小——它是盲猫皮娜——它向马卡维蒂老猫

扑过去，前爪伸出笼子。马卡维蒂老猫发出一声求告的哀号，后退几步，在矮

树的阴影中，疲倦地躺下，缩成一个黑团。 

 

塞缪斯特老妇警惕地盯住盲猫皮娜。 

 

盲猫皮娜扶着笼子，朝着马卡维蒂老猫的方向站起来，双耳四处转动，黑色的

小鼻子掀动着，忽然退后一步，侧身一跃。一只被扑落的蜜蜂在泥土里嗡嗡地

挣扎。盲猫皮娜低下头，一边小跑，一边用左右两爪轮流轻轻玩弄垂死的蜜蜂。

它把蜜蜂衔在嘴里，并不吃下去。它玩了大约五分钟之后，蜜蜂的动静式微。

它疲倦地把把蜜蜂扔在水盆里，舔了舔水面，然后躺在泥地上，侧耳倾听蜜蜂

发出死亡前的最后一波呐喊。它朝马卡维蒂老猫的方向歪着脑袋，闻了闻，满

意地伸了个懒腰。 

 



塞缪斯特老妇转而望向马卡维蒂老猫。“如果您觉得马卡维蒂的病情很不乐观，

请不要告诉我，”塞缪斯特老妇再也按捺不住，“我只想知道，它的病情是不

是比上次严重？它能不能活过这个春天？它需要安乐死的帮助吗？” 

 

“不，马卡维蒂的状况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穆勒医生打断塞缪斯特老妇。

他一边打开兽医日志，拿起夹在其中的笔，用指尖转动笔身，一边闭上眼睛：

“的确，因为年龄大，抵抗力下降，它的病情有所加重。我不能告诉您它不能

活到夏天的到来——我不能告诉您夏天什么时候到来——这是我能告诉您的。”

穆勒医生睁开眼睛，翻到兽医日志的最后一页，断断续续地涂画，“我不能建

议安乐死。我不能决定一个小动物的生命状况，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所以

我能告诉你的是：马卡维蒂正忍受着您看不见的痛苦，腹部和四肢肿痛，味觉、

听觉、嗅觉几乎失灵，无法入睡。”穆勒医生的笔在日志上涂画着一个黑团，

“不只是您，每一位主人带着患重病的宠物就诊时，都希望我给他们一个明确

的答案。‘它能活到明年春天。’或者‘它应该马上实施安乐死。’没有答案，

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您想告诉我，马卡维蒂活不过这个礼拜了吗？” 

 

“我并没有这样说。”穆勒医生无奈地强调，“就像您一样，每一位主人都认

为：他们不能接受宠物的突然辞世，因此他们需要准备好了的告别。所以我会

说，‘安乐死造成的痛苦也许小一些。’” 

 

塞缪斯特老妇一句话也没说。 

 

“但我没有明确地给任何主人一个答案。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经验、推测、想象，

但这不是您要的。”穆勒医生叹了口气，说，“其实，您不愿接受的是，您和

马卡维蒂是不同的物种，无法理解彼此的感受。”穆勒医生放下手中的笔，说，

“就连我和您之间，两个奥巴哈德的居民之间，相互理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许吧，生命这么短，谁又肯花时间去了解别人呢，”塞缪斯特老妇漠不关

心地说，“我只想知道，安乐死是马卡维蒂最好的结果吗？” 

 

穆勒医生走向花园。当他抱起几乎一动不动的马卡维蒂老猫返回诊疗台的时候，

盲猫皮娜忽然蹦起来，在半空中发出几声深沉的低吼。马卡维蒂老猫毫无反应。

盲猫皮娜发出一阵好奇的短促的呼唤，跟着穆勒医生，走到笼子的尽头，看着

穆勒医生关上通向花园的门。 

 

穆勒医生小心地把马卡维蒂老猫放在诊疗台上。 

 

“上帝呀，难道不能克隆一个新的马卡维蒂吗？”塞缪斯特老妇问。 

 

他并没有回答塞缪斯特老妇的问题，转而对着马卡维蒂老猫，喃喃自语：“二

十分钟之前，塞缪斯特小姐带着您进我的诊所。在走进诊所之前，她认为我可

能提出帮助您安乐死，而她认为自己可能拒绝我的提议。然后我会坚持帮助您



安乐死，直到说服她为止。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确认您的死讯之后，塞

缪斯特小姐也许会请求我的帮助：她失去了爱猫，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我

很有可能不同意帮助她安乐死，也很有可能答应了她的请求。您能理解我吗，

马卡维蒂？这是真的吗，马卡维蒂？” 

 

塞缪斯特老妇哼了一声，说：“这是您的想象罢了。”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穆勒医生戴上眼镜：“马卡维蒂，您难道不想知道，

如果塞缪斯特小姐真的这样请求我，我会怎样回应呢？” 

 

塞缪斯特老妇问：“您疯了吗？您想表达什么呢？” 

 

“我想说，塞缪斯特小姐，您和马卡维蒂老猫不同，我和皮娜小猫不同，我和

您不同。上帝啊，不同是我们唯一的相似之处。”穆勒医生再次查看马卡维蒂

老猫的五官，测量它的心跳和体温，“让我说，您请求我为您安乐死，我答应

您，或不答应您，并没有区别。我想，您很有可能已经决定了自己了断自己的

生命。”塞缪斯特老妇，蹲在马卡维蒂身边，指尖放在它的鼻尖上。穆勒医生

抬起头，拇指按压太阳穴，宣布：“塞缪斯特小姐，马卡维蒂离开了我们。”

他抱起马卡维蒂，走回诊疗室，把它安置在诊疗台上。塞缪斯特老妇跟在他身

后。 

 

突如其来的沉默打断了两人之间的谈话。沉默持续着，令对视的两人不安。傍

晚就要过去了，两人本该以一段足以征服沉默的谈话有力地结尾，此时他们却

对沉默无能为力。 

 

“您愿意考虑收养盲猫皮娜吗？”穆勒医生出其不意地问。 

 

“我想您是对的。”塞缪斯特老妇说。 

 

“您说什么？”穆勒医生问。 

 

“我想从头到尾您说的都是我心里的实话。”塞缪斯特老妇说。“您能帮帮我

吗？我害怕一个人。我想和马卡维蒂在一起。”塞缪斯特老妇拿下头盔，放在

诊疗台上。她灰白的脸上，大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脸颊和整条鼻子呈紫灰

色。她金色的眉毛和头发几乎掉光了，头皮上鼓起一排已经结疤的疖子。她踮

起脚尖，哀求道：“请您为我想想。请不要拒绝我。” 

 

“太迟了！”穆勒医生的声音有些伤感。 

 

“皮娜会让我想起马卡维蒂⋯⋯”，塞缪斯特老妇恳切地说，“也许这对您来

说是善意，对我来说却是厄运。您明白吗？” 

 

“如果您信任我，请把皮娜带走。” 

 



“您呢？皮娜不是您的朋友吗？” 

 

穆勒医生停顿了几秒，说：“您不必为我担心。”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西奥多九岁的时候，穆勒怀孕了。为了迎接小猫出生，西奥多去超市买了十

几个小猫罐头。他回到诊所以后，看见穆勒老猫和五个被它咬死的小猫仔。西

奥多感到很震惊。” 

 

“您到底在说什么？” 

 

“我安慰西奥多：‘如果你把猫仔们抱走，它们就不会死，你就不会知道什么

是生命。’他回答我：‘爸爸，穆勒病了，我很难过；猫仔们死了，我更难过。

最难过的是，如果去超市之前，我抱走了它们，它们就可以尝一尝小猫牛奶。

小猫牛奶花了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当我拿着牛奶走回超市退款的时候，我真的

不知道自己是为零用钱难过，还是为猫难过。’他问我：‘如果圣经上说的都

是真的，我会变成盐柱子吗⋯⋯’” 

 

塞缪斯特老妇无趣地望着教堂尖顶上的公鸡，伸了个懒腰，运动鞋在地上踢踏

几下。没等穆勒医生说完，她就猛地站起来，身体摇晃了两下，膝盖“咯吱”

响了一声。她粗暴地用双手铲起马卡维蒂老猫的尸体，放进猫笼子。她说：

“不好意思，我差点忘记了：我向斯坦伯格医生预约了六点半的门诊，现在我

该走了。” 

 

穆勒医生举起双手，试着张开嘴，却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僵硬地向后退了几步。

他碰翻了办公桌角的香槟酒瓶，“咣当”一声落在地上。他捡起完整的瓶子，

重新放在桌角。他坐在办公桌前，拿起笔，打开收据簿，缓慢地写着一张收据。 

 

“最后问您一个小问题，”塞缪斯特老妇把十五欧元放在另一个办公桌角，恢

复了欢快与嘲讽，“经常经手死猫死狗，兽医到底是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穆勒医生直视塞缪斯特老妇，“因为小动物正死去

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如果它们感到异样，一定是因为我不自觉地把

自己的感觉传递给了它们——这正是和小动物们度过了十几年后，我学到的。” 

 

穆勒医生站起来，把收据递给塞缪斯特老妇。“向伊卡和西奥多问好。祝您周

末愉快。”塞缪斯特老妇左手拎着猫笼子，右手紧攥花布包，点点头。“的确

是这样。也祝您周末愉快。”穆勒医生回答。 

 

 

塞缪斯特老妇摇摇晃晃地穿过诊疗室和接待室，在穆勒医生的诊所门口，左右

张望一番。她穿过空无一人的奥芬巴赫大街，慢慢松开花布包，掏出一个手帕

结成的小包袱。快到斯坦伯格医生的诊所的时候，她放下猫笼，从解开的小包



袱里拿出两颗子弹和一把小口径手枪，轻轻放在猫笼上。她用手帕擦了擦手枪，

打开弹夹，把子弹放进去，给手枪上了膛，对准斯坦伯格医生诊所的电铃，眯

起眼睛试了试。她蜷缩身体，使劲吸一口春天的空气，按响了电铃。诊所门口

的邮箱里，插着两份法兰克福大杂烩周报。她本应拿起上面崭新的一份，然而

她想了想，用左手抽出三月二十日的旧报，读起来。报纸头版的左边是一张彩

色的复活节兔子涂鸦，右边自上而下写着：“法兰克福公共行业大罢工”，

“两年一度的国际灯展于下周开幕”，“陶努斯山春日郊游路线”。一束尖锐

的夕阳光透过两朵白云的缝隙，射在穆勒医生诊所的玻璃窗上，折射在斯坦伯

格医生诊所的玻璃门上，最终柔和地停在她的脸上。她皱起脸，眯起眼睛，勉

强看清右下角写着的一行小字：“奥巴哈德区精神科医生卧轨自杀，导致部分

小火车线路暂停运行”。塞缪斯特老妇忽然放下左手，仰起头，发出一声绝望

的尖叫——她意识到：自从穆勒医生的诊所出来，她的头盔就不见了。 

 

 

等待着塞缪斯特老妇回来，穆勒医生为狂犬病流浪猫马库斯实施了安乐死，把

它的尸体埋在矮树下的一个深坑里，往上面撒了一些花种。他利用下班前的最

后几缕夕阳，瞥了一眼四仰八叉酣睡在笼子中央的皮娜小猫。穿过遮雨蓬的夕

阳光，柔和地停留在它沾满灰褐色猫粮碎屑的黑脸，尤其是微笑的灰色嘴角边。

他走到洗手间，摘下手套，洗干净双手，恢复了平静。他把病历和收据放回书

架。他测量了自己的身高、体重、心跳和血压。他从书架背后推出一个输液杆，

放在办公桌右边。他从脚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袋标注着“戊巴比妥钠”的溶

液放在桌上。他坐在办公桌前，记录着：约翰穆勒。年龄，四十五岁。身高，
187 厘米。体重，75公斤。心跳和血压正常。七点二十五分，穆勒医生为约翰
穆勒施用两克戊巴比妥钠，实施安乐死。他把日志合上；旋转笔身，把笔放回

笔筒。 

 

法兰克福奥巴哈德区的穆勒兽医，完成了一周的工作之后，盯着塞缪斯特老妇

留下的头盔，双手翻来覆去地玩弄一袋溶液。五分钟之后，他拿下眼镜，向后

摊在椅背上，看上去非常疲倦。 

 

接待室的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他打起精神，站起来，转身打开露了一条缝的

窗户，把头盔放在窗台上，接着把窗关得死死的。他走回洗手间，再次洗干净

双手。他坐在办公桌前，闭上眼睛，仿佛听见窗外的动静。他安然地把输液管

的一头插进挂在输液杆上的溶液里，另一头插进了右手的静脉，任电话铃响了

一声又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