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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经避疫转驻家居，停留
在家里办公好长一段时

日的林小姐，突然在电话里郑
重其事通知我：今天电梯维护
公司，会到我们公司的两幢大
厦，照例对大楼的电梯做例行
检查。由于之前有几个月的
停工断裂，我们大楼的电梯再
没有循序做例行检查了，所
以，这一次电梯维护工作显得
至关重要。林小姐千叮万嘱
让我早上九点正，在大厦的门
前等待，待维修公司的工作人
员到来时，由我替对方开启大
厦的前门，然后引领检修人员
到楼顶，再打开楼顶天棚上的
安全门，让维修公司的工作人
员进入电梯和电机房做安全
检测维护工作。

电梯维护公司的工作人
员，到我们公司的电梯做例行
检查，是每月一次，风雨无阻，
雪天晴天雨天阴天都不会改
变，属于雷打不动的环节。但
前几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工
作人员不能上班，例行检查自
然无法照旧施行。我当然见
怪不怪，人家可不是必要行业
的工作者，反正有比薪水更高
的失业金领取，复工的积极性
自然低。以前，我与维修人员
彼此之间见面多了，变得熟
稔。闲来无聊，就无话找话，
口无遮拦，不该说的话题，也
会搭上几句，权当消磨郁闷的
等候时间。现在我只是感觉
怪异，疫情肆虐之下，大家都
居家避疫，电梯使用率无疑是
低得不能再低，电梯维护公司
是否还有必要，例行公事远道
而来做月检呢？我心里虽然
是这么忖度，当然也没有用口
头表达出来，毕竟我不是老
板，人轻言微。再说，安全无
小事，应该月检就月检，防微
杜渐，消除隐患。老板放心，
我们员工安心，租客安全，皆
大欢喜。就像我每年要体验
一样，不能含糊甚至得过且
过，敷衍了事。如检测肺炎病

毒一样，应检测就去检测最保
险，检出染上病毒马上入院治
疗，让疾病在萌芽状态时入手
防治，往往能起到防患于未然
的卓越效果。否则会酿成固
疾恶患，回天乏术，那时悔之
晚矣。

我们公司的两幢大厦，隔
着百老汇大街相望，如桥头
堡，来去便捷，有助于工作管
理。两幢大厦各有一部电梯，
体质年龄虽然参差不一，载重
量的大小也不同，但目标是一
致的，工作起来从不挑肥拣
瘦，老掉牙也全力以赴，义无
反顾。由于我没有电梯公司
维修人员的手机号码，自然就
无法事先得知，检查人员什么
时候会到达，或者先进那一幢
大楼工作。好在两幢大厦隔
着百老汇大街相望，仅仅相距
三十米，目力可及，不必心慌，
就算我判断失误，也不会发生
尴尬的延时事件来，怠慢了电
梯公司的维修人员，招致老板
怪罪。实际上，那幢大楼优先
检查，那幢大楼在后检查都难
不倒我，反正我站在其中一幢
大楼的前门，以不变应万变，
时刻准备机动出击就错不了。

见到维修检查人员去了
单数号码那边街，站在双数号
码大厦门前的我，迅速越过空
荡荡、行人车辆稀少的百老汇
大道，所费时间不足一分钟。
我与维修人员打过招呼后，就
迅速打开大门让他进电梯。
虽然这个维修员与我陌生，从
未谋面。我还是拿出十二分
的热情跟他打招呼，并陪同他
一起乘电梯去到楼顶，打开顶
楼大门后，我才告辞而去干别
的工作。大约半个小时后，检
查人员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告
诉我这幢楼已经检查完毕。

我谨慎询问对方情况如何。
检查员嘴上连连说：“OK、
OK！”我大喜，又将检查人员
带进双数号码那边大楼的电
梯，再引路到楼顶打开走火通
道门，送对方进入机房后算是
大功告成。就这么简单容易，
我来来去去花费二十多分钟，
毫不费力，就轻轻松松完成了
林小姐这个再三叮嘱的重要
任务。大约半个小时后，喜笑
颜开的检查人员，志得意满来
到我们的办公室跟我道别。
我隔安全距离好言相送，直到
对方的身影消失在紧急楼梯
小门口。

疫情肆虐期间，相信谁都
懂得，少使用公共电梯方为上
策。因为电梯空间狭小，通风
又不是很好，所以感染肺炎病
毒的风险特别大。我从办公
室走紧急楼梯下楼，避开病毒
的自保心理非常明显。生命
可贵，谁不怕染病住院呢。完
成了其他工作后，见到电梯空
荡荡，我才打算使用电梯，返
回设在双数号码大厦4楼的
办公室。我按了几下电梯按
钮，发觉电梯竟然无动于衷，
仿佛跟我过不去，距我千里。
我大吃一惊，脑袋一片空白，
电梯不是刚刚检查完的吗？
先前不是这样的啵！我使劲
按电梯按钮，就算按钮“嚓嚓”
作响，电梯依然没有一点动
静，毫不动摇。我大惊失色，
难道是我喷洒酒精消毒按钮，
短路造成的故障？但维护人
员检查前，电梯还是好好的，
一直正常工作。现在检查完
毕，电梯居然就不工作了，那
个检查员是怎样检查电梯的
呀？令我如坠云雾中。是否
坏了我说不准，但电梯不工作
问题就大了。要知道，现在人

人都戴着口罩，甚至是两个口
罩，比如我。如果身体力行爬
楼梯，上气不接下气，会呼吸
困难酿不适的，租客会投诉我
们没有电梯使用，老板会大发
雷霆，追究起来有口难辩。苦
恼的是，检查员走了，现在不
知所终，而我又没有他的手机
联系号码。

我急忙操起手机，接通在
家里办公的林小姐，等待了一
会后，才听到林小姐的声音。
我迫不及待说：“林小姐，先前
电梯还是好好的，但检查员检
查后，电梯就无法工作了！”

“凯得，不是吧？真的
吗！”林小姐在电话里反问我。

“林小姐，当然是真的了，
我会开这样的玩笑吗？但那
个检查员已经走了，电梯不工
作，你看现在怎么办？”我气急
败坏地问。

“凯得，检查员走了多长
时间？”林小姐焦急地问我。

“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可
能还在路上。你是否让检查
员折回来，将电梯维修好。”我
按自己的想法愤愤不平说。

“好吧，我现在打电话给
电梯维护公司，让检查员折回
来将电梯修理好！”林小姐在
电话里头毫不犹豫说，语气也
是充满义愤。

没法，哭笑不得的我，只
得在电梯门口贴了张告示：电
梯暂停使用，请使用楼梯！

大约十分钟后，林小姐在
电话里说：“凯得，电梯检查员
说，是电梯坏了，但他也不懂
维修电梯，明天让电梯维修公
司的专业维修人员来维修电
梯！”

听了林小姐的话，我惊诧
得瞠目结舌。我甚至以小人
之心度君子之腹气愤想：那个
检查员到底是来检查电梯的，
还是来给同事制造工作机会
的？！

我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
是有根有据的。大约两年前，

大厦的其中一部电梯坏了，林
小姐一个电话后，电梯公司的
专业维修人员，在一个小时后
就赶了过来，很迅速及时。因
为打开楼顶的大门后，我还得
将大门关上才完成任务。见
自己暂时没有其他工作做，所
以我没打算离开，守在维修人
员旁边等候。在等候的期间，
我看得清清楚楚，维修人员只
更换了一条被烧断的保险丝，
就算大功告成了。前后不到
几分钟，近千元的维修费就照
收不误。几个月后，这部电梯
又坏了，凭直觉，我猜是保险
丝出的问题。我打开机房，自
作主张拨出保险丝，拿着保险
丝到附近五金电器行询问，人
家用仪器一测就知道是保险
丝烧断了，让我花几元购买新
的保险丝换上。虽然新的保
险丝与旧的保险丝模样有别，
但负荷是一样的，我毫不犹豫
就买回去重新装上，电梯果然
就恢复正常了，令我心里骄傲
自豪无比。

不想月余后，也是例行检
查电梯，让检查员发现了保险
丝非他们公司固有的那种款
式，检查员指着保险丝问我：

“凯得，你知道是谁更换的保
险丝吗？”

“是我！”我兴高采烈、自
以为是居功自傲答。

“凯得，谁让你更换保险

丝的？”检查员用严肃的表情
问我。

我一时无言以对，当即感
到难堪和局促不安。

“凯得，你不是电梯维护
人员，这个工作只有专业维修
人员才可以做。”检查员瞅着
我严肃地说。

“对不起。”我尴尬内疚，
赶紧道歉。

“凯得，记住，以后不要这
样做了。”检查员缓了下口气
说。

“OK！”我像个做错了事
的孩子一样小声答。

吃一堑长一智，此时此
刻，我终于明白：一个员工，只
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
了。不要越界抢了别人的饭
碗，这是工作职场的大忌。

我正想得入神，林小姐突
然又打电话给我说：“凯得，电
梯维护公司刚刚复工，他们工
作很忙碌，后天维修人员才会
来维修电梯。为确保安全，请
你关掉电梯的电源，然后将紧
急楼梯的门全部打开，让租客
使用楼梯上落！”

“好的！”我尴尬无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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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迷路澳洲迷路
李双（澳大利亚）澳洲，老年的华人新移

民，喜欢步行，喜欢遛狗，
也喜欢练功；附近公园里，街道
边，不时能看到四仰八叉的大
爷大妈。一般都在住地附近活
动。但居民区没有围墙，没有
收发室，若步行远了点，一不小
心，就出界了；出界了，往往就
迷路了。之后，会发表走失感
言：“我十分想念组织！十分想
念领导！希望有人坐镇一线，
指挥调配，发布行动计划。我
心里亮堂了，就不会迷路了！”

家属久等，老人不归。一
时阴差阳错没联系上，只好报
警。到警局去，或警察到家里，
都行。先索要走失者照片，然
后登记年龄、外貌特征，询问是
否文盲——遗憾大多不识英
文，确实是文盲——等等。

不等不靠，道路自信，自己
找回家当然好。办法五花八
门：带着手机的好办，哭兮兮地
给子女打电话。没带手机的，
可以敲开（按铃）任何一户人
家。只要有人，按铃就给开。
主人会不会挨一闷棒？会不会
被卡脖子抢钱？不会。然后向
主人借电话；问路也可以。他
们还会帮你报警。不懂英文
的，可以拨打翻译台，说母语，
由翻译台同声传译。遇到老糊
涂的迷路者，很多人关心他，围
着他，出谋划策。有人还扶着
他，前呼后拥，很隆重很正规的
样子。

常有人求助于邮递员。白
天，邮递员总在各居民区“流
窜”。他们见多识广，熟悉道
路，会问：“你迷路了吗？”然后
查看你的地址，邀你坐到摩托
车后座上，送你回家。陌生的
温暖，总让人心怀感激，全身普
照澳洲阳光。

连狗一道走失的，还多一
条途径。狗挂着铭牌，能查到
住址、电话。最不济，狗身上还
埋着芯片，内涵更丰富。所以，
也可以先把迷路的，需要重点
保护的高龄书呆子之类，送到
狗站去。

居民区车道，与普通公路
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类标志；普
通公路，与高速公路之间，也
没有明显的分类标志。少数
高龄新移民，迷路迷得创记
录，迷到了高速路上。这倒
好。混在车流里的警车，必定
送老人回家。但罚款是跑不掉
的吧？

还有一种走失更离奇，更
彻底：一位老人推开大型商场
的防火门，走进去，砰的一声，
大门即在身后关闭！这种门，
从里面打不开，大力士也无用
武之地。呼救几乎没用，因为
外面的人很难听到。有出口，
一般在楼顶，或在底楼。也许
大陆人不熟悉这种情况，但，在
任何有完整、严格 Building
Code（建筑规范；建筑法；建筑
法令）的国家，建筑内的防火门

都是单向的——其主要功能是
隔离火场，包括隔离高温和浓
烟，严防有人不小心从内部把
门打开——这是常识，人人都
应该知道！但是这位老人不知
道，又没有找到出口，仿佛一夜
回到了1960年，竟然活活饿死
了……澳洲网等媒体提醒大
家：此门勿入!进去就可能人间
蒸发!尤其是不懂英文，不看门
上提示的新移民，更该注意!
唉！

很多华人不知道，为了避
免老人走失，政府开展了一项
名为Next of Kin（近亲远戚）的
公益计划，特意设计了一款身
份识别钥匙扣，上面刻着老人
的ID号、姓名、家庭成员、家庭
地址，及医生的联系方式等。
一旦老人走失或者突发意外，
警察或者路人，只要找到钥匙
扣，就能及时联系到老人的家
人。而且，钥匙扣上的ID号，已
在数据库备案，警察很快能查
到老人的详细信息。而且而
且，钥匙扣是免费发放的！凡
是生活在澳洲的老人，不管国
籍，只需去警局，完成数据的填
写和认证，就能领取。

也可以用手机LBS，找附
近的中国人，方便交流，求得帮

助。
还有一个诀窍，即，到了新

居住地，需围着居民区转圈，转
一圈又一圈，天天转，让外围烂
熟于心。然后插入分解，就万
事大吉了。

没有家属陪伴，也别忙着
乘车。如果等公交，需招手；车
上不报站，乘客要按铃，否，则
车子勇往直前。新来乍到的，
看到遍地的单层、双层别墅，
长得几乎一样，没有不昏头
的。

这都比误进防火门，好办
得多。

我初到异国时，每次出去，
不喜欢健身房，不蒸桑拿，不洗
蒸汽浴，不游泳；虽然免费（有
的居民区要收费），也不去。偏
偏坚持红军老传统，走路。准
备先长征25000里，走出老干
部的风采和模样。东走西走，
就走丢了一次，其实应该算疑
似走丢。因为我正愣在路边琢
磨呢。这时来了一位老人，西
人，会说中文“您好！”我会说英
文“摸您”，就告诉他，“摸您！”
他比划半天，我才明白，是在问
我“是不是迷路了？”我迷路了
吗？就在本居民区，应该不算
迷路。可是经他这么强力地干

扰和破坏，就真的找不着北，确
实迷路了。我摸出写着地址的
小纸片，他接过去，大手一挥，
在国际社会为我指出了正确道
路。不放心，又大步流星，引领
着我，一直伴我到家。我送了
他许多柠檬。他明白，如果拒
绝，柠檬就会烂在前院地里。
看我进了家门，他才放心离去。

此后连着几天，出门都由
家人陪伴。稍久，决心再次独
自闯荡异国江湖。我的感受
是，澳洲非常宜居。例如，高高
兴兴出门办事，不会事没办成，
反而怄一肚子气逃回客厅沙发
上；不会莫名其妙被什么保安、
路霸打一顿；我也没遇到过小
偷、骗子。相反，如果我心情不
爽，只消走出去，一定会高高兴
兴归家。因为，我遇到的每一
个人，都是那么和蔼，谦让，礼
貌，甚至热情。华人爱点头，老
外爱微笑……我充分感觉到，
人人都友善，处处有关爱，世界
非常温暖，人类充满希望。我
若再作势怀念这个那个，除非
是个老妖怪。

只要一进家门，我就发脸
书报告：此时此刻，我正得意洋
洋，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喝着牛
奶，吃着水果，看艺术家齐聚电
视里，为我一个人献艺。没有
走失！

其实，我已经对自己进行
了全方位培训，早就很老辣了，
怎么会走失呢？我会打中文台

报警！遇到占线，直接打000，
不断重复“Chinese、Mandarin,
Please”，就有合格的国家干部
手忙脚乱来接招，用中文与我
对话！我还带在手机；忘带了
也会抓住遇到的任何人，先说

“摸您摸您鼓捣摸您！”然后向
他借用。我看见邮递员，马上
声如洪钟打招呼。甚至谋划
着，请他们吃大餐，套近乎，恶
补成熟人！我早就认清了防火
门的真面目！我申领了老人钥
匙扣！我使用了手机LBS！我
每天围着居民区转圈，熟悉每
一条路！我每晚都上计算机，
练习乘坐模拟公交车！措施多
了，总有一款能堵塞漏洞！顺
便奉劝某些老人：你们所居住
的那个区域，或者你们生活的
那座城市，就是外地人度假的
天堂。在识路之前，先老老实
实待在天堂里，原地转圈。作
为一个大字不识的新文盲，你
们，应该像我一样，贵有自知之
明，抓紧时间，去小区“友邻
之家”，头悬梁，锥刺股，免费
学习英语课程。别忙着乱
跑。

作者简介：李双，生于贵
阳，后居成都，现居墨尔本。曾
任报社编辑、记者。世界华文
作家交流协会会员、澳大利亚
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员。著有
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40余
篇及随笔20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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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星期天，正好遇上

Boxing Day（12月26日），是英
国最疯狂的购物打折日，虽然
下雨我也想去看看。

Boxing Day，打折程度完
胜黑五和双11，所有的名牌店
都进入了年底大清仓模式。
Boxing Day的打折活动会一直
持续到2022年一月份，英国
又迎来一月份大甩卖，清仓处
理进入盛夏时期，很多品牌商
都全场半价的迎接新年。

如果没有疫情，很多人会
在寒冷的早晨，在名牌店前排
队，等待店开门营业。今年因
为疫情，很多实体店的促销活
动转入到网上，估计今年在寒
风中排队抢名牌的人数应该
会少些吧。

今年的Boxing Day, 遇上

星期天、加上下雨、加上疫情，
种种原因，林肯今天很多品牌
店都没有开门，街上虽然行人
还是很多，但只有少数几家店
开门了，有点冷清。

我在一家喜欢的店买了
一件红色的皮毛大衣（虽然我
已有很多大衣，但看到这个红
色，喜欢，又买了）；再在一家
喜欢的首饰店，买了一对银制
珍珠耳环（以前有一对水滴形
珍珠耳环，我很喜欢，经常戴，
现在因为疫情，出门需戴口
罩，经常取下和戴上，导致一
个珍珠耳环丢了），我想买一
副一模一样的，但找不到，只
好退而求其次，买了这一对耳
环。据说银制首饰，具有排毒
功能，所以我选耳环首选银制
的。

先生去高尔夫专卖商店，

买了副打高尔夫球的皮手套
和一顶皮帽子。

今年圣诞节，儿子因为没
有打第三针（加强针），加之现
在英国疫情非常严重，12 月
23 日，新感染人数超过 11.9
万，成为自疫情发生以来，感
染人数最高的一天，为安全起
见，儿子不准备在圣诞假期回
家。儿子预约的第三针加强
针在明年（2022）年1月18日，
他说当他打完加强针以后，才
选一个合适时间回家。

儿子不能回家过圣诞节，
他想为先生买一瓶好威士忌，
快递给先生。先生说：家中的

威士忌很多，喝不完，不用
了。儿子问我想要什么礼
物？我答：我还没想好。儿子
建议道：你们明天去购物，喜
欢什么，买什么，他报销。听
到儿子这样说，我很开心，因
为我们可以去选自己真正喜
欢且需要的礼物。

昨天收到了先生女儿们
快递来的圣诞礼物：给先生的
威士忌酒，给我的防水旅行日
记本，这正是我想要的，感谢。

先生的女儿们第一次给
我送圣诞礼物，这也印证了一
句名言：日久见人心，我与先
生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俩从开

始的拒绝、抵抗到终于认可了
我，终于愿意叫我一声：妈。
非常感动与满足，我很开心，
终于可以说：我儿女双全了。
感恩一切。

今年我第一次煮了圣诞
大餐，以前圣诞大餐都是先生
煮的，我打下手。今年因为只
有我们两人，我想学做圣诞大
餐，因为以后当先生老了，不
能煮了的时候，我可以煮给先
生和孩子们吃。

早餐后，先生象往年一样
在厨房做准备，我告诉先生，
今年我来煮圣诞大餐。先生
看了我一眼，问：你可以吗？
我答：你指导，我学，应该没问
题。先生答：好。

于是我俩一起在厨房忙
碌，这次先生打下手，我当主
厨，洗、切、煮、烤，忙得不亦乐

乎。到下午一点半，丰盛的圣
诞大餐终于上桌了，先生夸我
第一次煮圣诞大餐，煮得很
好。听到先生的夸奖，我很开
心，为我俩倒上一杯满满的圣
诞热红酒，喝着醇香的美酒，
吃着丰盛的圣诞大餐，CD播
放着欢快的圣诞歌曲，只有我
俩的圣诞节，一样快心快乐。

今年的圣诞节就这样过
了，今年的Boxing Day ，是我
们买得最少的一次，即为儿子
节省了钱，又买到了我们想要
的礼物，很开心。

作者简介：静 好 ，原 名
王 静 ，英 籍 华 人 。 现 任 海
外 凤 凰 诗 译 社 社 长 兼 总
编、世界名人会荣誉社长，
中 欧 跨 文 化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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