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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寻找埃罗迪亚

罗本拉登被击毙后，罗马尼
亚警方似乎有点失落。

因为在罗马尼亚一直有个传
说：世界上有两个人很难找，一
是本拉登，一是我们的埃罗迪
亚。

路上的汽车尾部会看到贴着
搞笑语：埃罗迪亚在这里！

歌手创作了带着“霍拉”民
族风格的歌曲：我的埃罗迪亚你
在哪里？

网络游戏出了 1.0版本：寻
找埃罗迪亚。

那么传奇般的埃罗迪亚是谁
哪？是怎么成为萦绕在罗马尼亚
人心头一个驱之不散的的幽灵
的?

2006夏末，布拉索夫依旧很
热，坐落在克尔巴千山坳中的这
个城市，是罗马尼亚有名的避暑
和旅游胜地，可这个夏天却别外
炎热。

一到夏休期，城里的人都会
很欧洲地闲得难受。

在离布拉索夫地标建筑黑教
堂不远处住着女律师埃罗迪亚。

38岁的埃罗迪亚是一家律师
事务所的负责人，工作生意顺
利，四年前离婚后嫁给了小她 7
岁的警官乔卡。

毕业于警察学校的乔卡，在
布拉索夫二区做公共检查工作，
为人随和，工作表现出色。

警官和律师都是各自经历了
一段痛苦的婚姻后走到一起的，
双方收入不菲，特别是婚后有了
一个可爱的孩子后，幸福生活更
像花一样绽放。

8月 30日起，埃罗迪亚的同
事发现她没来上班，作为负责人
她未通知便没来工作，似乎从来
没有过，她的手机关机，大家纷
纷开始联系他的丈夫，没有得到
明确回复。

9月 6日早上，乔卡不紧不
慢的到区警局报告：他的妻子埃
罗迪亚自8月29日夜离家后，不
知去向。

夫妻吵架？怄气出走？在警
察看来并不鲜见，况且家中还有
一个 2岁多的孩子，估计很快会
返回。但两个星期后，经多方联
系无下落，警察局开始着急，媒
体也开始介入。

9月中旬，寻人的照片开始
在电视里出现。而乔卡在埃罗迪
亚出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通知
楼长：家中缺少一人减免物业
费，并且将房屋粉刷一新。

“美好”的社会主义时期，
罗马尼亚人活得很“大气”，冷
热水，煤气，供暖等都没有表，
物业费至今都是按一个有趣的人
头加权平均计算，故此，所有人
都按“免费”处理，能源任人挥
霍，要的是活个潇洒。

半个月后检察院开始成立一
个小组认真调查，根据通讯公司
提供的信息，埃罗迪亚最后关掉
手机的地点是拉兹沃夫附近的一
处森林，警察使用警犬等多种工
具顺势搜寻。

第一步的成果令新闻媒体
“一哄而上”。在布拉索夫郊外的
拉兹沃夫方向的林子里发现，一
件带血的警服，几张埃罗迪亚的
照片，一本书，一副手套和一个

装珠宝的盒子。
检方证实：血迹的DNA检测

显示，出自埃罗迪亚，而衣服属
乔卡。

警方又同时在乔卡家中的墙
上，门缝等处发现埃罗迪亚的微
小血迹。

至此乔卡被指为主要嫌疑人
并关押，而乔卡矢口否认，他的律
师也提出证据不足，应立刻释放。

果然由于证据不足，48小时
后乔卡被释放。

乔卡吐露：29日晚埃罗迪亚
在给孩子做胡萝卜苹果汁时不幸
切到了手，顺手抓住警服，裹住
右手，带着孩子冲出房门，在门
外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路
上埃罗迪亚要求下车到一处药房
买药，叫司机和孩子等候车中，
而司机久等其未归，决定原路返
回。司机从遗忘在车里的钱包中
找到地址，将孩子送还给乔卡。

警方查证附近的所有药房当
天夜里关门。而出租车司机确有
几人当夜在附近工作，更加不幸
的是确有一司机在事件的第二天
车祸中车毁人亡。

乔卡称司机有可能将其余遗
落的物品撒入林中，屋里的微小
血迹和邻居当晚听到的尖叫声恰
是埃罗迪亚切到手时所致。

乔卡爆料：在埃罗迪亚消失
后他用1000欧元雇佣黑客打开了
埃罗迪亚的邮箱，发现埃罗迪亚
与一名叫伊里耶的40岁男子有婚
外情，已保持一年，并获取了两
人在迪拜共度“良宵“的照片。

警方顺势查找到伊里耶。伊
里耶讲他们是在一年前网上认识
的，由于双方配偶都是经常从事
夜间工作的护士和警察，为两人
经常“一聚”提供了方便，但 8
月29日后二者失去联系。

地毯式的搜索在以布拉索夫
为中心向外展开，甚至好几处被
挖地三尺，但一无所获。

把媒体和民众带入扑朔迷离
的还有乔卡永远带着他那特有的
微笑和媒体调侃，即便是几次双
手紧拷，面对媒体依旧若无其事
地和记者谈笑风生。

一时间整个罗马尼亚电视被
“寻找埃罗迪亚”的节目充斥，
而“OTV”电视台名嘴德古内斯
库主持的 348集系列节目《神秘
埃罗迪亚》，更将其收视率推向

顶峰。
在这场脱口秀节目中乔卡，

心理学家，记者，侦探，律师以
及埃罗迪亚的父母轮番出场。整
个民众犹如被推上了《尼罗河惨
案》这条大船，

埃罗迪亚的父母更是悬赏
30000欧元查找尸体，并坚信乔
卡是铁定的凶手。

埃罗迪亚的父母称：在失踪
前一天和女儿通话。女儿讲，和
乔卡发生纠纷，起因是发现乔卡
的手机上有他与一女子甜言蜜语
的来往信息，而居住在外地的父
母马上电话联系乔卡，双方发生
争执。

争吵中乔卡怒告其母：无论
死活都不可能再见到她的女儿。

永远微笑的乔卡更是一夜成

为网络红人。
成为媒体新宠的乔卡多次做

客访谈时，在主持人的诱导下神
情自若地大谈两人各自的婚外
情，并将网上截获的埃罗迪亚写
给情人的情书展示，细述了聪明
有钱漂亮的埃罗迪亚谁怎样的

“多情种”。他们结婚也是两人共
同的婚外幽会癖好使然，而且是
埃罗迪亚的主动出击造成有孕在
身后，喜结连理。

乔卡猜想“爱妻”的这次出
走肯定亦和其他男子打得火热所
致红杏出墙，引火烧身。

“她不会轻易放过事务所中
每一个英俊的男性客户的，我只
是其中一个而已”乔卡略带微笑
吐露。

节目过程中，号召起来的罗
马尼亚人纷纷打入电话：水库中
打捞出女性尸体，网友拍到相貌
极似埃罗迪亚的照片，有割喉埃
罗迪亚，身首异处的埃罗迪亚，
以及出现了“康斯坦察埃罗迪
亚”，“西比乌埃罗迪亚”。

不过都以闹剧结束。
喜欢热闹的罗马尼亚人开始

有了将一桩惨案引向一个街头喜
剧的苗头。这也反映罗马尼亚这
个拉丁和茨冈民族的集聚地能在
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快乐的特
点。

警方当然从未罢休过，他们

不断更新证据，发言人每次都宣
称乔卡是最大和唯一的“嫌
犯”，而仅仅是“嫌犯“而已。

经历了数次逮了又放，放了
又逮的过程，乔卡锻炼的更加淡
然。

他也更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
的孤独无助，以“性感炸弹西蒙
娜”领衔的“乔卡粉丝团”一直
与乔卡团结奋斗共度难关。

“粉丝团”聚集了上千女子。
“炸弹”坚定地说：“从他那

迷人的微笑和性感的身段看，我
坚信他不是罪犯，他是我近期看

到的最迷人的男子，期待着真相
大白那天，我将与警官共享天伦
之乐。”乔卡在电视中以飞吻深
表谢意！

有人疼爱的乔卡靠着丰厚
的积蓄过着明星般的日子。常
常金屋藏娇的他总是被媒体感
叹换娇的频率，狗仔队拍到的
照片也常常被记者送给报纸的
娱乐版面。

而“寻爱团”也一直未闲
着，边度假边做“藏猫猫”游戏
般地帮警方排忧解难。

后来玩累了的人们开始稍稍
休息。

再后来“埃罗迪亚事件”已
逐渐演变成一种有趣的社会现
象：

当一个东西很神秘时会说它
“很埃罗迪亚”。

当一个东西找不到时会说
“怎么像埃罗迪亚一样”……

有时中年男子会在提起这件
事后故作镇静的悄悄给自己的妻
子打个电话，生怕她会成为“埃
罗迪亚第二”， 埃罗迪亚第
三”。

提起埃罗迪亚罗马尼亚人会
又叹息又苦笑。

决心要塑造良好形象的刑侦
小组已更换几次，但没有任何新
证据出现。

日子一天天过去，乔卡的父
亲和埃罗迪亚的父亲已相继带着
谜团死去。

乔卡的儿子也渐渐长大，父
亲总是告送他：妈妈会回来的！

埃罗迪亚的母亲显得老了很
多，面对媒体哭诉：“埃罗迪亚
是被警方法律的迁就和乔卡的微
笑气死的”。

再过了很久，连一些曾经拍
着胸脯信誓旦旦的私人侦探都累
了。

望着他们，民众有苦有笑的
摊摊手，耸耸肩，摇摇头。

在人们决定把它放入历史的
时候，埃罗迪亚的母亲终于迎来
了枯木逢春铁树开花的时候。

司法机关不能忍受这场拉不
下幕的大戏，宣布了对乔卡的正
式逮捕。

2013年 7月 2日，最高法院
在依旧没有发现尸体的情况下宣
布了对乔卡的审判，获刑 22年，
赔偿250000欧元。

“ 粉丝团”则在法院外向
“冤狱”的乔卡聚集声援。

这场持续了 6年的故事总算
有了个结果。

“可怜”的乔卡委托律师给
儿子带去一张纸条：

“宝贝儿子我暂时离开你，
要好好听姑姑的话，我没有原因
杀死你母亲，迟早真相会大白，
相信爸爸！爱你的爸爸。”

审判那天，老了很多的乔卡
依旧微笑着上翘嘴角……..。

这种微笑似乎比“蒙娜丽
莎”还要永恒。

而这一天，媒体看来真的累
了，真的没了什么话。

对不起了乔卡,不是没人关
照，因为这几天，一个亿万富翁
冲过铁道栏杆时被急速的列车撞
死，媒体都跑到那里了。

或许人们觉得一个能出“吸
血鬼”故事的国度，埃罗迪亚消
失或许很正常。

（待 续）

狭 路 相 逢
——神秘国度罗马尼亚的灰色记忆

作者： 张增力（张工） 旅罗华商

““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想，，你应该和你作为忧郁你应该和你作为忧郁
的中国人一起回到中国去的中国人一起回到中国去。。

不过你不会的不过你不会的，，因为你已经爱上她因为你已经爱上她。。
不不，，你爱上的是一个梦你爱上的是一个梦。”。”

埃罗迪亚和乔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