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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的变奏
 ⊙   文 / 陈思安

陈思安：一九八六年出生，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小说

散见于《民族文学》《少年文艺》等刊。出版中篇小说

集《天马行空那些年》，曾获第二届朵日纳文学奖新

锐奖。导演戏剧作品有《沉默的间隔》《Rabbit Hole》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翻译作品有《贞德再临及其他

剧作选》。

一 手动进入文学史计划

她感到逛图书馆是一件世界上最容易令

人感到沮丧的事情。尤其是像国家图书馆这

样馆藏巨大的图书馆。巡行在一排又一排简

直看不到尽头的书架之间你才能发现这个世

界上居然产生了那么多的纸质垃圾。

数不清的人在生产着不知所云的文字并

以文化的名义伐倒树木挺立在这里。抚摸着

架子上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经常会叫她感

到绝望和窒息。然而因着工作的原因她又不

得不频繁造访图书馆短时间内也没有换一个

行当的机缘她也就不得不去忍受那种窒息的

沮丧感。

慢慢地她也找到了克制自己沮丧感的

方法。她会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去写作垃圾

不要去制造垃圾更加不要作为垃圾陈列在这

里。这样她才能够勉强自己在浩如烟海的不

知所云当中奋游从而维持自己的生计。

她是这样对于垃圾心怀绝对警觉的人。

那本天蓝色封皮的书就那样一下子抓住了她

的注意力。当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把那本书

从书架上取下来后几乎要失去自制力想要把

这本书给扯烂掉。

这本书跟她学生在学校旁的打印店里

十五块钱一本打出来的研究生论文用的是

一模一样的纸张和设计只不过更加粗糙也更

厚。廉价而凹凸不平的纸张上印着一行宋体

加黑的大标题来自于神的启示。右下角还有

一行楷体不加黑的副标题有史以来最具原创

性的文学创作封皮最下方居中的位置是作者

的名字。

她双手颤抖着翻开书还没看几页。书中

无聊恶俗狂妄的内容已经快要让她心脏病发

了。在精神崩溃之余她还是敏锐地留意到这

本书既无图书馆标记也无条形码馆藏电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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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也没有记录。

有一件事是她可以凭借经验确知的就是

这样的偏执型精神病人绝对不会只干一次甚

至都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干。于是她在工作之

余执着地开展了自己的垃圾清除计划。果然

如她所料大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小到各

个辖区图书馆甚至社区图书馆都有这个偏执

狂偷偷塞进去的神祇之书。

清除工作的顺利得益于这个人总是把自

己的书塞到同一个分区同一个位置。在世界

名著分架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战争与和平

之间。另外一件她可以凭借经验确知的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上注定要相遇的人总是会在恰

当的时刻相遇。

她是在一次特意坐了十几站地铁远涉到

一个远郊区县的图书馆里开展垃圾清除计划

时意识到自己被他尾随了的。在心生恐惧之

后她镇定下来放慢步速准备以口袋中刚刚从

图书馆里偷出来那个人的书作为武器迎击。

她告诉自己用垃圾的书来解决垃圾的人多么

合适。

令她无比吃惊的是那个男人居然热情地

快跑上来跟她搭讪。你好尊敬的读者我就是

你拿的那本书的作者我注意你很久了我一直

在等待跟我的读者面对面地交流这一天终于

到来了。她死死握着那本垃圾不知道该说什

么好而那个男人满脸都是热诚的喜悦。

我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终将遭遇同样伟

大的读者。她怔了半天手松开了书。喃喃地

咕哝出了一句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自己是终将进入文学史的人只不

过现在还没有得到重视但是伟大作家总是会

被同时代的人所不解你想想卡夫卡就知道了

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并不气馁我想

到了所谓进入文学史不就是进入图书馆嘛既

然那些评论家学者还没做好准备我可以让自

己的作品先进入图书馆。我称之为手动进入

文学史计划就是这样我遇到了你我们并不孤

独最近各个图书馆里我的书都有人取阅我正

在着手补货中。

她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背兜里不仅有厚

厚一本书还有男人强行塞给她的六本介绍性

小册子和一堆抬头冠以各种家的名片。她走

进储物间把背兜底朝天倒了个干净现在储物

间里已经快要被这些天蓝色封皮的垃圾给填

满了。她感受到异常庞大的劳累仿佛全宇宙

的垃圾都倾倒在了自己家的斗室之中。

一生中她从未这样沮丧逛图书馆时遭遇

的那种沮丧简直无法与此时的万分之一相比

自己的垃圾清除计划反倒带来了更多的垃圾

她感觉自己是太阳系的罪人。然而作为一个

总是能够宽慰自己的人她很快又找到了安慰

的理由。更多比他还糟糕的人和作品都进入

图书馆和文学史了不是嘛那又能怎样也不是

真的就世界末日了。

二 杀鱼

他嗜爱吃鱼胜过其他一切食物。应该说

是酷爱。

他每天都要买一条新鲜的鱼回家吃有时

甚至一天要吃上两顿或三顿尤其是在他心情

极度好或者极度不好时。

这爱好给他的家里人带来了很多困扰。

没有人能忍受天天吃鱼。他老婆曾经强烈地

反抗但在发现自己只有在离婚和每天吃鱼之

间做一个选择后选择了忍受。

他在每日下班后的傍晚去买鱼。菜市场

里没有人或鱼不认识他。每当他的身影出现

在菜市场中整个市场里的鱼缸中的鱼都开始

躁动不安游得飞快去撞玻璃。

鲤鱼和鲫鱼是他的最爱。不过什么东西

吃多了也厌烦。所以他偶尔也会吃武昌鱼草

鱼鳜鱼或者鲶鱼但是他从来都不吃带鱼三文

鱼这类不能现杀的冰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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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闲逛在菜市场中反复挑选看起来

最壮硕的鱼。在选中了当日的宠儿后他便用

手指轻轻一点。小商贩会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用渔网一捞提到他面前过目。

大家都知道他对鱼是出了名的挑剔。他

经常会瞥一眼网里的鱼后转身回去再选择另

外一条。商贩也就把这条放回去再捞出他想

要的另一条直到他满意为止。

挑中自己满意的鱼后他就背起手站在案

板旁边。他每日都要亲眼监督商贩用力把鱼

在落满鱼鳞的地面上砸晕。还要监督他们开

膛破肚把鱼的内脏清理干净。

他默默享受着自己心里隐秘的欢乐。每

日如草纸般空白发皱的生活似乎都是为了傍

晚的这一刻而存在而生动。买鱼从来都与食

⊙ 鬼 金·灰色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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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无关而是与权力密切相关。

每一次挑选都是一场无声但精彩的生杀

予夺。他的手指轻轻一点便决定了一条生命

在这个世界上的终结点是否到临。酸爽的快

感经常颤抖着爬上他的指尖。

当你把杀鱼只看成是做菜的其中一道工

序时就永远都体味不到其中的残酷所在。他

曾经无法理解商贩的麻木。不过麻木会给人

慰藉让一切显得没有那么糟。

心情不好时他会在不同的摊前连杀好

几条鱼。心情特别好时他会反复挑选很长时

间。以便让那些鱼在死和非死之间感受命悬

一线的刺激和劫后重生的喜悦。

每一次挥指间他享受着大权在握的满足

感。每一次更换杀戮对象时他享受着操纵生

命的优越感。对象的不同并不妨碍享受快感

的程度但他刻意忽略这一点。

他坚信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着某种隐

秘。即便有时那隐秘的享乐会悄悄蹿出来泛

到脸皮子上。至少我的隐秘并没有影响他人

的生活他经常这样对自己说。

比如他根本就不爱吃鱼可这隐秘又能妨

碍到谁呢。每个傍晚的午后他踩着一天的疲

困厌倦走进菜市场。少时后拎着袋子出来脸

上闪烁着满足而喜悦的光芒。

三 城市浪花

每个二十几岁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大概都

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当然

他也包括在内。常年的落魄令他只能把家当

减缩到最少以便随时做好被房东驱逐出门的

准备。他坚信与他钟爱的创作和未来将要获

得的巨大成功相比现在经受的一切都不过是

将来忆苦思甜的谈资。

城市卷动着他的欲望在夕阳里快速翻滚

犹如洗衣机的滚筒箱。他被裹在其中跟着滚

筒一起高频旋转直到头晕目眩但控制停机键

的人却并不是他自己。他目前倒也还不想停

下来只要仍在旋转中那眩晕的美感也令人着

迷并伴随着肥皂泡制造出来的彩虹色。

他喜欢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时走很远的

路到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或地铁口前观察来

来往往的人们积累写作素材。即使总是在观

察。人们的无知觉庸碌和贫乏依然会经常令

他感到震惊。

人怎么会允许自己这样活着呢。这个巨

大的问题时常飘浮在他的心头。他希望自己

能够用写作来弄明白这个问题因此他坚持不

懈地去观察。

他看着行色匆匆的每一个人脑子里构想

着一桩又一桩他们的身世以及他们被推到这

里的原因。一个接一个的烟头熄灭在他的鞋

底板下一条又一条复杂阴沉的故事浮起在他

的眼前。他仍不着急写下来他只是静默地看

着。

人的脸组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海浪一波紧

跟着一波从地铁口里吐出来不由分说地滚动

到他的面前。一天跟着一天他看到这些浪花

中翻滚着难以言喻的疲惫厌倦麻木甚至憎恨

由地铁口奔涌出来而地铁外面除了他在凝视

的眼睛之外别无所挡。他经常感觉自己是在

为整座城市承受着这些浪花的冲击。

清晨艳柔的阳光并不会抚平浪花激荡的

泡沫傍晚漫天的熙熙红霞也不会唤起他们的

惊叹。脏雾弥散不会多增添一条他们眉间的

凝皱瓢泼大雨也不会阻挡他们快速前行的脚

步。而看起来无论任何东西似乎都不会改变

浪花卷动冲击的模式。

他踩着城市夕阳的最后一抹残云往自己

租住的小房间走回去。从他第一天坐在地铁

口开始观察后就再也没有坐过地铁哪怕经常

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远路。他用尽量消耗自

己的体力来抵抗浪花带来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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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困难总是在自己单独面对自

己时才会渐渐浮现出来。他摊开一张比一张

更洁白的纸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创建一个

又一个文档手就像被橡皮筋捆住了一样打不

出字来。

无数的字词飘浮在小出租屋内的空气中

沉重到无法降落下来。他的头脑中精光四射

几乎快要核爆但发射键并不在他手里。难产

的痛苦从头到脚笼罩着他令他浑身颤抖一言

不发。

这里所有的人。翻滚在城市中的浪花。

不过都是在忍受着生活。

那么他的欲望该落脚在哪里呢。浪花边

缘的泡沫。又该如何忍受无法忍受的生活。

他带着所有的问题和困惑日复一日来到

那个地铁口仿佛那里立着他的招魂栓。他渴

望也相信也祈祷自己终将在一片又一片浪花

撞击瞳仁的残骸中寻找到昭示和新的起点。

那肯定不会解决所有问题但肯定可以解决一

部分问题。

雾气以傲慢的姿态矗立在眼膜之外以及

眼膜之内他俯蹲在手机贴膜摊和盗版光盘摊

之间双腿酸涩不堪。世界的秘密正在以封闭

的流动状态迅速滑入滑出他的视界。而他尚

未知晓这一切。

四 我培养我的恶

我要培养我的恶。并非那种低级的恶。

而是有修养的恶。

她快速从街角匍匐在地不停发出呻吟声

并把头在地上砸出声音的乞丐身边走过。不

知道怎么的这个念头就从她的脑袋里长出了

芽儿来。也许之前这个念头曾经隐隐拂过她

的心头也许她曾经在什么书里读到过类似的

意思但只在此时这个念头才真的在她心里扎

下根来。

一对看起来像是情侣的青年男女本来走

在她前面可猛然间男人挥手就扇了女人一巴

掌。女人愣了片刻坐到便道上就开始号啕大

哭男人窘迫地四下张望随后伸出脚去踹女人

叫她闭嘴。两人挡住了她的去路她犹豫了几

秒随后从便道走下机动车道绕过两人之后再

走回到便道。

即使耳朵里塞着一副耳机她还是能够听

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灌进自己体内。精致紧绷

的大衣价值不菲的耳机厚厚的妆容漆黑的墨

镜上下班时供以快速行走专用的运动鞋所有

这些都是为了与这个世界暂时隔绝。比较令

人遗憾的就是再昂贵的耳机都抵挡不住那些

无孔不入的声音。

每日目睹无数的恶。如果没有培养出与

之抗衡的恶。可怎么生活下去呢。

她需要在街上快速行走时总是刻意不戴

隐形眼镜好让一切都看起来模糊混沌迷离。

高度近视再加上一副总是漆黑的墨镜才比较

符合这城市的气质。天是乌黑的地是灰黑的

楼是亮黑的车是青黑的思维是黯黑的路人是

冰黑的。

我要培养我有修养的恶就像曾经培养自

己适应这座城市她一边思索着一边走上过街

天桥。正是上班的高峰时间天桥两侧摆早点

摊的人们照例左手摊着煎饼果子右手相互推

推搡搡以便挤占更好的位置。当然我不会颐

指气使不会在地铁里相互辱骂不会泼别人咖

啡不会一言不合拔刀相向我想要做的只是保

护自己而已。

我要的恶只是一种比较低阶思维的恶也

许说给朋友听他们都不会认为那是恶呢她想

到自己有可能将自我道德标准树立过高而自

嘲地笑了一下。她微笑着走过一只臭气熏天

的垃圾桶不禁用手掩住了鼻子一个佝偻着腰

的小个子老太婆正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值得捡

拾的东西。真不懂他们怎么会把这么脏臭的

垃圾桶放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区也许我需要的

恶里也要包括忍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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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培养我的恶。形成一层保护罩。世界

要在恶中沉没了我只想抓住一块小舢板。

她为自己想出来小舢板这样一个比喻感

到满意有的时候她甚至感觉自己有做一个诗

人的潜质又到了那个路口她从口袋里摸索着

看有没有几枚硬币。那群衣衫褴褛散发着沉

缓臭气的孩子们一如往常地围了过来每个人

都冲她伸着手她把摸索出来的硬币放到他们

的手掌上。她知道总是游荡在旁边的那个男

人在控制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可她又能怎么办

呢除了每天早上掏出几个铜板之外。

我要培养的恶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接受

现实吧她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向前走去公司大

楼近在眼前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还没走出

校园只是在公司里实习的大三小毛头都懂得

接受现实每天都往总监的房间里钻了就不出

来我一个工作了快十年的倒还要学着如何接

受现实想到这里她又自嘲地笑了。她感觉自

己似乎抓住了什么东西是啊所谓接受现实不

就是有修养的恶嘛！

我不想要巨大的恶即使那可能伴随着巨

大的荣华富贵我也不想要完全没有任何的恶

那样根本没法在这城市里存活。马上就要走

进公司楼里了她脚下一滑差点跌倒了幸亏她

还算敏捷踉跄了一下站稳了不知道哪个缺德

的把可乐洒到地板上了也不擦干净她心里骂

了几句走进楼里。如果我放任自己的善良那也

将是一种恶进入电梯前她最后想到这一点。

电梯里的同事跟她打招呼闲聊着昨晚吃

的西餐看的美剧。即便进门前差点跌跤这件

倒霉事儿也没有打击到她的兴致她心情颇佳

地加入闲聊。不就是接受现实嘛又能有多难

她决定从此以后都将这些看作是人生修行的

一部分。

说实话她今天心情尤为好就连平时她根

本就不爱搭理的邋遢男同事的话茬她都肯接

两句了。我用从地铁走到公司的十分钟就琢

磨明白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人生哲理她心里暗

暗地想。那么我肯定是有叫自己过上好日子

的能力吧她谈笑风生着。

五 精算表

一个儿子放出去闯荡世界干场事业另一

个儿子留在身边养老送终。看来五十年前的

计划还是顺顺当当地实现了其实这跟栽花不

过是同样的道理。栽花她从来都是行家里手

她也发现只要一个行当你做成了人精那么世

事都可以拿来套用同一套系统。

土的酸碱度直接影响培土的理化性质而

大多数花卉在中性到偏酸性的培土里生育良

好。酸性过高可在土中加少量石灰粉碱性过

高可加少量硫黄粉。那么如果你就是想要酸

性过高或碱性过高呢只要比它们所需的加入

更多石灰或硫黄呗。

精心地挑选培土并添加不同功用的养

料。一个儿子燃着虚妄的腹火开疆拓土源源

不断向家里输送财富和地位另一个儿子事事

无成窝囊孝顺终日守在二老身边照顾逢迎。

五十年的种植开出异常娇艳的花朵人人望着

她家的眼中都燎烧着熊熊的妒火。

躺在苟活的病榻前她特意把窝囊儿子叫

到身边想要把己生的栽花妙方死前倾囊好让

愚笨儿子的晚年不致凄凉。我儿啊她深情地

喃喃别再放心思金钱到你那离乡的女儿身上

了那女不会在你老时奉孝榻前。我儿啊她抓

住最后时间说不如多花心思到你侄身上那侄

才有可能叫你安度晚年。

娘啊儿明了窝囊儿子嘴里应着头也点了

点心里想着你都要死了就赶紧安心去死吧不

要又像上次那样虚晃一枪让我空欢喜。二十

岁我糊涂懵懂三十岁上懒惰厌倦四十岁了明

白过来也为时已晚到了五十岁上只能等你一

死才能得了成全。

窝囊儿子年轻时就顺了娘意也做栽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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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纵然天资不高做到三四十岁也明晰了个中

道理。人的一生并不比花的一生金贵多少然

而金贵的花却比很多人值钱得多。金贵的花

自然有金贵的养法温度酸碱水量湿度都要保

持精确而稳定。

日复一日窝囊儿子在大棚里盯着金贵的

花他细心抚弄朵朵肥满艳绝的嫩瓣。给他最

肥美的土壤同时叫他知道外面一片贫瘠给他

最温纯的水露同时叫他知道外面凄风苦雨给

他温柔的抚摸同时叫他知道外面潜藏无数想

要将他折断的黑手。给他所有的把他养成金贵

的花然后你想要他是什么样他就会是什么样。

人无来生就如花萎不复绽窝囊儿子送女

儿远赴他乡临别徘徊只说了一句自由是我唯

一能给你的礼物。看着今生最后的念想消失

人海窝囊儿子叹了口气不知这是给了她自由

还是给了自己自由。他心里明白五十年的大

棚精确配比养殖让他除了自己外什么都没有

力量负担。

女儿心中也曾有过不解为何所有人都在

家族荫护下舒适地生活她却只想着要离开。

她用不解编织好行囊背上所有东西一起上

路。正如她所想象的越是远离越是能够清晰

地一观全貌。

聪慧手巧的祖母苦煞心机建立家业。开

疆拓土的叔叔为他儿子竖起豪宅购香车娶美

人。窝囊守成的父亲送女远游一言不发。

孤独的游历中女儿偶尔取出从家里偷带

出的干花把玩一番。取新鲜花朵将蕊瓣朝下

花枝朝上倒挂晾干不可暴晒则成干花可长久

保存。这看似娇艳实则虚脆一碾即成粉末的

花枝是家族干枯凋亡的标本。

世代更替形成奇特的圆形每一截弧线都

自有其行动的轨迹。顺着轨迹前行倒是风平

浪静如果想跃出轨迹则需自行承担脱轨的风

险。这轨迹中唯一脱轨的是真情。

也许凡事都可以准确计算。温度酸碱水

量湿度都要保持精确而稳定。酸性过高可在土

中加少量石灰粉碱性过高可加少量硫黄粉。

精确计算得出付出成本与回报率。精确

计算得出何时给予爱抚何时该严厉。精确计

算换得老有所养和家门光辉。

六 随性而至的人生

她坐在长桌对面头发在汗渍中结成紧绷

绷的一团。杯中还剩下一半的啤酒已经没有

了冰度使劲儿向上拱着落寞的泡沫。她一边

讲话一边习惯性地挥舞着手臂似乎只要手臂

停下来嘴巴便也会失去动力。

我跟我的初中好友决定要考上东三省的

林业大学学好大豆种植技术。我们发现我国

的产油量存在巨大问题大豆的种植问题迫在

眉睫我们必须马上去东北包产种大豆。她转

动着杯子的边沿眼睛盯着拱出来的泡沫为自

己曾经的雄心壮志哈哈大笑。

结果我跟朋友都落榜了她去了一个二本

学校学会计我又复读了一年。有时候梦想似

乎是必须要两人共享的一旦这种关系不复存

在那么与之相关的也就肯定不存在了。她捧

起杯子叹了口气接着灌下一口热掉的啤酒那

液体似乎已经是热气腾腾的。

朋友打电话来说她不想种大豆了说我们

那时候太幼稚然后复读时我也不想种了我又

想去可可西里支教了。有人宣布发明了用大

豆酿成啤酒的方法小麦就再也不能号称只有

自己可以创造啤酒了。我老爹觉得女孩儿当

老师也不错就鼓励我去考师范。

走在报考志愿的半路上我却变了想法

改成报了个南京的特殊学校学盲文。因为头

一年落榜时我在报考志愿的书上瞄到了这个

学校当时心里就想要是当老师去考那里也不

错。述说着自己出人意料的心血来潮她挥舞

着双臂抚摸空气用手阅读着空中那些谁也不

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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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不摸上个十年八年是摸不懂盲文

的好在我们其实没有盲还可以看摸不懂也可

以看得懂。空气在她柔细双手的指缝间流过

被她触碰到的都掉进了酒杯里。没被她抚摸

到的寂寥地向四周散开。

大二以后我决定要投身电影事业了我

写了两三个本子关于精神分裂同性恋和自闭

症。你可能也看出来了我对少数群体的境况

比较感兴趣再加上一颗总是忧国忧民的心所

以我的主人公历经挫折但是坚韧不拔。她的

双眉紧蹙神情严肃嘴里发出的响动混合着啤

酒泡炸碎的声音。

我写过最重要的男主人公本来是患有自

闭症连话都几乎说不出来的那种但是他的朋

友经过种种细节发现他只是假装自闭。真实

的情况是男主人公因为爱着自己的朋友而精

神分裂了。电影的结局必须要残忍才能唤起

观众的感情所以男主人公的朋友无法接受同

性恋于是弃他而去。

我翘课跑出去跟剧组做场工剧务各种打

杂争取入行。也不是很顺利毕业之后回到老

家。她的手从空气中飘落下来再次双双降落

在滚烫的啤酒杯上。

回到老家以后有一天我脑子猛然灵光一

现。咱们初中生物书不是学过吗农民之所以

穷就是因为不会生态综合利用。于是我打算

在老家包下几亩地种完了小麦玉米就用秸秆

制作饲料渣滓还可以回收利用。

虽然大豆种植计划没有成但是回到农村

让我感觉自己始终还是跟土地紧密相连。如

果秸秆计划能够成功我觉得下一步就是开发

生态养猪和粪土回收。她的双手似乎比酒杯

还要火热已经沉歇下去的啤酒再次开始吱啦

作响地拱起了泡沫。

我老爹觉得包地有点不靠谱就跟我说你不

是还有个人生理想是去北京闯荡一番吗。我一

想哎对哦也是哈所以就过来了。经过了各种曲

折经历现在倒坐在了你们这些诗人面前。

酒桌旁的众人讪笑着低下头或扭开脸。

他们看着自己的脚面若有所思。这顿饭食裹

上一层她的故事显得百味丛生却叫他们不知

如何评价。

谁看起来有任性的资格实际上却没有任

性的勇气。谁看起来有肆意的本钱实际上却

没有肆意的想象力。只能说随性而至的人生

也是一种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