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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有一个巨大的房间。想象房间里坐着无限

多数的人但每个人都只精确地占据一立方米。想象

这个房间被无数个一立方米切割成无数个单独的空

间。想象每个单独的空间里都填塞着一个人。想象

你的上下左右前后，都各有一立方米的空间，里面

有一个人。想象你每日只能在这个一立方米中活动，

可以坐卧躺立，就是踏不出去。想象其他所有人也

跟你一样。想象他们每天都在自己的那一立方米中

向你展示表演他们的人生。想象你也不得不每天被

迫将自己展示给其他人看，即使你一点都不愿意。

想象你每天睁开眼睛就看到那些漂浮在空中的人们

和他们的空间。想象你每天要伴随着这些人和失重

的感觉入睡。想象这个巨大的房间有时会不停颤动，

有时会剧烈摇晃，有时会像魔方一样扭来扭去上下

颠倒，而房间里的人们只能随着它一起颤动、摇晃、

上下颠倒。想象有一天你死掉了，就在那一瞬间，

这个房间，跟里面的所有一切，都消失了。因为你

死掉了，所有一切也就不重要了。就算那个房间还

是存在的，对于你来说也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房间

存在于你的脑袋里，这连你自己都知道。所以如果

你死掉了，你也就一并干掉了这个房间，和里面所

有的人。

……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接下来，我问，你答
文 / 陈思安

小说家、诗人、戏剧编导。陈思安

不太……不太明白。不过如果太轻易就明白了，

也不会稀罕答案了吧。

嗯，不明白就对了。不明白很正常嘛。不明白

说明你还没有得这个病。如果你得了，自然你就明

白了。要不这样吧，咱们换个角度。角度多一点还

是好的。你知道，我以前是个中学老师。

我知道，所以他们都说跟您聊是最合适的，您

能比他们讲得更透彻。

是啊，当老师就是这点毛病，总想把事儿讲透，

就算自己还没明白透，也想把已经明白过劲儿来的

那一点点给别人讲透。这也是病，其实。就是不知

道该去哪儿治。

您接着讲，我努力跟上您的节奏。我从中学开

始就一直都是个好学生。

想象你的身体里有 4000 毫升鲜血。想象你的

左手臂插着一根管子在抽血，每分钟抽取50毫升。

想象你的右手臂插着一根管子在输血，每分钟输入

40 毫升。想象抽血和输血同样都不在你自己的控制

之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瘫在那里等待结局。因为

就算你数学不好也知道抽的速度比输的快所以好在

结果是确定的。仅这一点就已经比这个世界的绝大

多数事情更令人欣慰。想象你的生命力随着鲜红的

液体一起从左半身飞快地流逝，那液体里是你对整

个宇宙的理解和你的基因。想象明明不是你自己的

东西却借着拯救的名义从你的右半身强行进入你的

身体。想象用不了太多时间，你的皮囊还在那里但

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想象每一分钟过去，就有一

个娇羞的巨汉进入你的血管，就有一个逞勇的少女

进入你的血管，就有一个头发枯白的卖血匠进入你

的血管，就有一个横死的有钱人进入你的血管。想

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停留在你肝脏、肾脏、心脏、

大脑里的东西都已不再是你自己的。想象时间越来

越长，所有是你的不是你的全部混合在一起，恬不

知耻地概括着你的一生。想象时针分针秒针争先恐

后旋转奔跑，那个时刻终于再次到来，血抽干了，

你死掉了，这些血液，连同你身体里的所有一切，

都消失了。因为你死掉了，所有一切也就不重要了。

……

要是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我想知道，您现在讲的，是您自己

才会有的想法，还是你们都会有的想法？对不起，

如果这样问冒犯了的话。

你太过小心翼翼了，有什么冒犯不冒犯的。太

小心翼翼了。没意思。

我只想弄明白，她为什么会想死。她原本是

那么……

看来你根本没有听我在讲啊。

我当然在听。只是您说的，离我有些遥远，我

抓不住。

好吧，刚才那是一道有些复杂的科学计算题。

是我的不对。

我打小理科成绩就不好。

那咱们转变个思路好不好。咱们不打比方了。

本来打比方是觉得你也是个搞文化的，打比方好像

比较好理解。看来搞文化的人也不爱总是打比方。

嗯，不打比方好不打比方好。要不您就聊得简

单直接点，别打比方了。

你知道么我至少有两百年不看电视了。打我上

中学以后开始。从一个小方盒子，到越来越薄，越

来越大，越来越轻，越来越清晰。从未改变的，是

它消磨人的意志、瓦解人的欲望、扭曲人的观感、

谋杀人的思想的本质。它一开始转动，人就停止思

想，成为一头坐在荧光板子前面的猪，只知道吭吭

地吃进别人想要让你知道的事情，连拉都懒得拉。

我亲眼看到数不清的人在我面前变成猪，就那么好

死不死地等死，就像我现在。比我现在还要卑劣。

电视的产生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我们的生活中到

处存在巨大的谎言。大力水手根本不爱吃菠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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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有一个巨大的房间。想象房间里坐着无限

多数的人但每个人都只精确地占据一立方米。想象

这个房间被无数个一立方米切割成无数个单独的空

间。想象每个单独的空间里都填塞着一个人。想象

你的上下左右前后，都各有一立方米的空间，里面

有一个人。想象你每日只能在这个一立方米中活动，

可以坐卧躺立，就是踏不出去。想象其他所有人也

跟你一样。想象他们每天都在自己的那一立方米中

向你展示表演他们的人生。想象你也不得不每天被

迫将自己展示给其他人看，即使你一点都不愿意。

想象你每天睁开眼睛就看到那些漂浮在空中的人们

和他们的空间。想象你每天要伴随着这些人和失重

的感觉入睡。想象这个巨大的房间有时会不停颤动，

有时会剧烈摇晃，有时会像魔方一样扭来扭去上下

颠倒，而房间里的人们只能随着它一起颤动、摇晃、

上下颠倒。想象有一天你死掉了，就在那一瞬间，

这个房间，跟里面的所有一切，都消失了。因为你

死掉了，所有一切也就不重要了。就算那个房间还

是存在的，对于你来说也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房间

存在于你的脑袋里，这连你自己都知道。所以如果

你死掉了，你也就一并干掉了这个房间，和里面所

有的人。

……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接下来，我问，你答
文 / 陈思安

小说家、诗人、戏剧编导。陈思安

不太……不太明白。不过如果太轻易就明白了，

也不会稀罕答案了吧。

嗯，不明白就对了。不明白很正常嘛。不明白

说明你还没有得这个病。如果你得了，自然你就明

白了。要不这样吧，咱们换个角度。角度多一点还

是好的。你知道，我以前是个中学老师。

我知道，所以他们都说跟您聊是最合适的，您

能比他们讲得更透彻。

是啊，当老师就是这点毛病，总想把事儿讲透，

就算自己还没明白透，也想把已经明白过劲儿来的

那一点点给别人讲透。这也是病，其实。就是不知

道该去哪儿治。

您接着讲，我努力跟上您的节奏。我从中学开

始就一直都是个好学生。

想象你的身体里有 4000 毫升鲜血。想象你的

左手臂插着一根管子在抽血，每分钟抽取50毫升。

想象你的右手臂插着一根管子在输血，每分钟输入

40 毫升。想象抽血和输血同样都不在你自己的控制

之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瘫在那里等待结局。因为

就算你数学不好也知道抽的速度比输的快所以好在

结果是确定的。仅这一点就已经比这个世界的绝大

多数事情更令人欣慰。想象你的生命力随着鲜红的

液体一起从左半身飞快地流逝，那液体里是你对整

个宇宙的理解和你的基因。想象明明不是你自己的

东西却借着拯救的名义从你的右半身强行进入你的

身体。想象用不了太多时间，你的皮囊还在那里但

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想象每一分钟过去，就有一

个娇羞的巨汉进入你的血管，就有一个逞勇的少女

进入你的血管，就有一个头发枯白的卖血匠进入你

的血管，就有一个横死的有钱人进入你的血管。想

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停留在你肝脏、肾脏、心脏、

大脑里的东西都已不再是你自己的。想象时间越来

越长，所有是你的不是你的全部混合在一起，恬不

知耻地概括着你的一生。想象时针分针秒针争先恐

后旋转奔跑，那个时刻终于再次到来，血抽干了，

你死掉了，这些血液，连同你身体里的所有一切，

都消失了。因为你死掉了，所有一切也就不重要了。

……

要是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我想知道，您现在讲的，是您自己

才会有的想法，还是你们都会有的想法？对不起，

如果这样问冒犯了的话。

你太过小心翼翼了，有什么冒犯不冒犯的。太

小心翼翼了。没意思。

我只想弄明白，她为什么会想死。她原本是

那么……

看来你根本没有听我在讲啊。

我当然在听。只是您说的，离我有些遥远，我

抓不住。

好吧，刚才那是一道有些复杂的科学计算题。

是我的不对。

我打小理科成绩就不好。

那咱们转变个思路好不好。咱们不打比方了。

本来打比方是觉得你也是个搞文化的，打比方好像

比较好理解。看来搞文化的人也不爱总是打比方。

嗯，不打比方好不打比方好。要不您就聊得简

单直接点，别打比方了。

你知道么我至少有两百年不看电视了。打我上

中学以后开始。从一个小方盒子，到越来越薄，越

来越大，越来越轻，越来越清晰。从未改变的，是

它消磨人的意志、瓦解人的欲望、扭曲人的观感、

谋杀人的思想的本质。它一开始转动，人就停止思

想，成为一头坐在荧光板子前面的猪，只知道吭吭

地吃进别人想要让你知道的事情，连拉都懒得拉。

我亲眼看到数不清的人在我面前变成猪，就那么好

死不死地等死，就像我现在。比我现在还要卑劣。

电视的产生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我们的生活中到

处存在巨大的谎言。大力水手根本不爱吃菠菜。人



3332

ZUOPINZAZHI杂志 2015 年 03 月上（总第 660 期） 小说·实力短篇接下我，我问，你答
032015

根本不需要那些广告里和别人嘴里说我们必须要的

东西。机器猫不过是植物人康夫的幻想。我们完全

不必结婚生子。就算星矢不保护雅典娜她也照样好

好活着。我们其实并没有存在过。对，我们其实根

本没有存在过。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悖论。我也

懒得反驳。什么都可以拿来卖。因为什么都有人买。

同情心、头发、触感、行为、思维、指甲、性欲、

无聊、爱人、天气、臭氧、皮肤、生殖器、美貌、

文字、精神、逻辑、肾脏、眼珠、新鲜空气、点子、

离子、羞耻心、大脑。什么都可以拿来卖。什么叫

物质，就是再虚无的东西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你

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命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

说光是用来虚掷，都是比较表浅的使用方法，如果

说不纠结肯定也不会得这病了对不对。可要是人的

生命也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么就会出现一种

比较吊诡的情况：一颗价值 3 块钱的有机土鸡蛋，

你手一松，噗叽，跌地上了，鸡蛋碎成了一滩泥，

那它还值多少钱？一只价值 7000 块的名牌手机，

你手一松，噗通，掉海里了，一个浪头打过来消失

得无影踪，那它还值多少钱？看不见的东西在给你

的生命定价，但你至少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

换成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我怕我会理解错。自杀作为一种对现实或命运

的反抗这是自古就有的，算不上什么新鲜的东西。

这跟我想要探究的东西相去甚远。我很了解她，或

者说，我自认为比较了解她。对于她来说，虚无感

不是那么致命的东西，也不是她得病或是做那种选

择的理由。这也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想要弄明白

的地方。

你看你还是没有听我在讲啊。

我真的，很认真地在听您讲，这一点请您千万

不要怀疑。

你看你没明白我意思。你吧，你以为你在努力

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你以为你想明白了，实际

上你也没有。你以为的那种努力，在真正努力的人

看起来只不过是儿戏一样的。

听这话让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也这

么说我……

让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挺好奇的，她家里人都没

跑来问东问西的，你怎么会这么感兴趣？

让您这么一说我也挺好奇的，她就这么无缘无

故地去了，她家里人连问都没问吗？

怎么能叫无缘无故呢？我们这不是得病了吗！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总觉得，患病不是理由，也不是借口。我感

兴趣，是因为……因为我跟她之间的感情与她跟父

母之间的感情不同吧。我需要一个理由，才能继续

活下去。

那要是就是没有理由呢？难道你就活不下去

了吗，难道你就下去找她吗？不好意思啊说得直

接了点。

没关系。也不是您说的这样。如果就是没有理

由，我想，自己的生活可能从此就会不一样了吧。

某个部分像是被掏空了。就成了一个空心儿的人。

下面缀着一块儿铅。不倒翁。

嗯。好吧。其实你要非得想找一个理由也很

简单。

哦，是吗？

需要理由的人，通常都是倾向于把事物简单化

的人。给他个理由，他就不用自己再去琢磨了。给

他个理由，他就不用自己再去纠结了。给他个理由，

他就可以说服自己好好活着了。那你就随便扔他个

理由不就完了。管他这个理由是七斤重还是二两轻，

反正他要的不过就是个搪塞自己的说法而已，随便

撇他一个不就完了？他也开心你也高兴世界和平宇

宙宁静。

让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自己是很无聊。不过

我倒真是想听听您随便撇给我的理由。甭管是七斤

重还是二两轻。就像您说的，反正不过就是个说法

而已。

想象整个世界是一条幽长无底的深洞。想象

每个人出生以后就攀附在洞中的某个地方。想象每

个人都要用尽全身的力量把指尖深深插入洞壁的泥

土里脚趾也抠进去才能不让自己掉下去。想象绝大

多数的人耗其一生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沿着

这条没有尽头的深洞向上爬去。想象你的每一次攀

爬都伴随着全身力气的耗尽和鲜血横流的痛楚。想

象只要你稍微一松手就会整个人掉到无尽的深渊里

去，尽管除了已经掉下去的人没有人知道掉下去到

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每个人都不敢掉下去，因为掉下

去的人再也没有能够爬上来过而伴随着他们的掉落

每个人都发出了凄厉的嚎叫因此你也就知道掉下去

肯定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想象那种要掉下去的恐惧

而不是掉下去本身，已经让你每时每刻都浑身战栗。

想象终于有一天你厌倦了这些嚎叫、痛楚、困乏和

恐惧，你终于觉得就算是掉下去又如何，毕竟死死

攀挂在半空中的这些人根本也不知道下面到底是什

么情况。想象在某一刻，你下定决心松开了手，身

体不断下坠，而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发出声音。

……您看您又打比方了。不是说好了不打比方

了吗？

这是打比方吗？我觉得这已经说得再直白都不

能了啊！

这当然还是打比方了，您看您的句式都跟之前

打比方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句式一样意思就一样吗？亏你也是个文人！那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我这一会儿还得下午操呢。话

都说这么明白了再继续下去还有意思么。

我也真心不想耽搁您太久。要不这样吧。接下

来，我问，你答，好不好？这样简单、明了、直接。

问完我立马走人。

我想想……也可以。不过我得先说好了，我可

没那么多闲工夫哈，最多只能回答你……三个问题。

三个？三个实在是太少了，聊不出什么啊。要

不，八个吧。我保证，就问八个问题，问完了不管

我明白没明白我都不烦您了，好不好？

不行，五个。

还带您这么讨价还价的吗？

习惯了，不还一下我心里难受得慌。

……那五个就五个吧。

但我有个要求。

您说。

我回答一个，就得问你一个。你要是跟我说实

话，我也跟你说实话。我要是觉得你没说实话，你

也甭想听我说实话。可我就算不跟你说实话，就凭

小丫头你，也甭以为你能听得出来我是没说实话。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回答我实话，否则就

算你问着了我这五个问题，你到最后也甭想得到你

想找的不管是啥。

……可以。我一定，老老实实回答您的问题。

那我也有个请求。

你说。

您回答我的问题不能打比方，就直截了当平铺

直叙实打实地回答。

……成交。

那我先问您第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得上这个

病的？

这个话说起来有点长。你又不允许我打比方。

你知道，我以前是个中学老师。中学老师嘛，真的

很辛苦。身体的辛苦还算能忍受，不过就是比普通

女人少了点休闲娱乐的时间，晚上还要备备课，周

末还要加加班。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我最无法忍受

的，是在学校里那些躲不过去又叫人恶心的小细节。

学生在课桌下面偷藏起来的蛆虫、上下课打铃的刺

耳声音、教务室里一帮子老娘们唧唧歪歪的说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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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需要那些广告里和别人嘴里说我们必须要的

东西。机器猫不过是植物人康夫的幻想。我们完全

不必结婚生子。就算星矢不保护雅典娜她也照样好

好活着。我们其实并没有存在过。对，我们其实根

本没有存在过。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悖论。我也

懒得反驳。什么都可以拿来卖。因为什么都有人买。

同情心、头发、触感、行为、思维、指甲、性欲、

无聊、爱人、天气、臭氧、皮肤、生殖器、美貌、

文字、精神、逻辑、肾脏、眼珠、新鲜空气、点子、

离子、羞耻心、大脑。什么都可以拿来卖。什么叫

物质，就是再虚无的东西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你

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命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

说光是用来虚掷，都是比较表浅的使用方法，如果

说不纠结肯定也不会得这病了对不对。可要是人的

生命也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么就会出现一种

比较吊诡的情况：一颗价值 3 块钱的有机土鸡蛋，

你手一松，噗叽，跌地上了，鸡蛋碎成了一滩泥，

那它还值多少钱？一只价值 7000 块的名牌手机，

你手一松，噗通，掉海里了，一个浪头打过来消失

得无影踪，那它还值多少钱？看不见的东西在给你

的生命定价，但你至少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

换成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我怕我会理解错。自杀作为一种对现实或命运

的反抗这是自古就有的，算不上什么新鲜的东西。

这跟我想要探究的东西相去甚远。我很了解她，或

者说，我自认为比较了解她。对于她来说，虚无感

不是那么致命的东西，也不是她得病或是做那种选

择的理由。这也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想要弄明白

的地方。

你看你还是没有听我在讲啊。

我真的，很认真地在听您讲，这一点请您千万

不要怀疑。

你看你没明白我意思。你吧，你以为你在努力

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你以为你想明白了，实际

上你也没有。你以为的那种努力，在真正努力的人

看起来只不过是儿戏一样的。

听这话让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也这

么说我……

让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挺好奇的，她家里人都没

跑来问东问西的，你怎么会这么感兴趣？

让您这么一说我也挺好奇的，她就这么无缘无

故地去了，她家里人连问都没问吗？

怎么能叫无缘无故呢？我们这不是得病了吗！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总觉得，患病不是理由，也不是借口。我感

兴趣，是因为……因为我跟她之间的感情与她跟父

母之间的感情不同吧。我需要一个理由，才能继续

活下去。

那要是就是没有理由呢？难道你就活不下去

了吗，难道你就下去找她吗？不好意思啊说得直

接了点。

没关系。也不是您说的这样。如果就是没有理

由，我想，自己的生活可能从此就会不一样了吧。

某个部分像是被掏空了。就成了一个空心儿的人。

下面缀着一块儿铅。不倒翁。

嗯。好吧。其实你要非得想找一个理由也很

简单。

哦，是吗？

需要理由的人，通常都是倾向于把事物简单化

的人。给他个理由，他就不用自己再去琢磨了。给

他个理由，他就不用自己再去纠结了。给他个理由，

他就可以说服自己好好活着了。那你就随便扔他个

理由不就完了。管他这个理由是七斤重还是二两轻，

反正他要的不过就是个搪塞自己的说法而已，随便

撇他一个不就完了？他也开心你也高兴世界和平宇

宙宁静。

让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自己是很无聊。不过

我倒真是想听听您随便撇给我的理由。甭管是七斤

重还是二两轻。就像您说的，反正不过就是个说法

而已。

想象整个世界是一条幽长无底的深洞。想象

每个人出生以后就攀附在洞中的某个地方。想象每

个人都要用尽全身的力量把指尖深深插入洞壁的泥

土里脚趾也抠进去才能不让自己掉下去。想象绝大

多数的人耗其一生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沿着

这条没有尽头的深洞向上爬去。想象你的每一次攀

爬都伴随着全身力气的耗尽和鲜血横流的痛楚。想

象只要你稍微一松手就会整个人掉到无尽的深渊里

去，尽管除了已经掉下去的人没有人知道掉下去到

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每个人都不敢掉下去，因为掉下

去的人再也没有能够爬上来过而伴随着他们的掉落

每个人都发出了凄厉的嚎叫因此你也就知道掉下去

肯定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想象那种要掉下去的恐惧

而不是掉下去本身，已经让你每时每刻都浑身战栗。

想象终于有一天你厌倦了这些嚎叫、痛楚、困乏和

恐惧，你终于觉得就算是掉下去又如何，毕竟死死

攀挂在半空中的这些人根本也不知道下面到底是什

么情况。想象在某一刻，你下定决心松开了手，身

体不断下坠，而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发出声音。

……您看您又打比方了。不是说好了不打比方

了吗？

这是打比方吗？我觉得这已经说得再直白都不

能了啊！

这当然还是打比方了，您看您的句式都跟之前

打比方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句式一样意思就一样吗？亏你也是个文人！那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我这一会儿还得下午操呢。话

都说这么明白了再继续下去还有意思么。

我也真心不想耽搁您太久。要不这样吧。接下

来，我问，你答，好不好？这样简单、明了、直接。

问完我立马走人。

我想想……也可以。不过我得先说好了，我可

没那么多闲工夫哈，最多只能回答你……三个问题。

三个？三个实在是太少了，聊不出什么啊。要

不，八个吧。我保证，就问八个问题，问完了不管

我明白没明白我都不烦您了，好不好？

不行，五个。

还带您这么讨价还价的吗？

习惯了，不还一下我心里难受得慌。

……那五个就五个吧。

但我有个要求。

您说。

我回答一个，就得问你一个。你要是跟我说实

话，我也跟你说实话。我要是觉得你没说实话，你

也甭想听我说实话。可我就算不跟你说实话，就凭

小丫头你，也甭以为你能听得出来我是没说实话。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回答我实话，否则就

算你问着了我这五个问题，你到最后也甭想得到你

想找的不管是啥。

……可以。我一定，老老实实回答您的问题。

那我也有个请求。

你说。

您回答我的问题不能打比方，就直截了当平铺

直叙实打实地回答。

……成交。

那我先问您第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得上这个

病的？

这个话说起来有点长。你又不允许我打比方。

你知道，我以前是个中学老师。中学老师嘛，真的

很辛苦。身体的辛苦还算能忍受，不过就是比普通

女人少了点休闲娱乐的时间，晚上还要备备课，周

末还要加加班。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我最无法忍受

的，是在学校里那些躲不过去又叫人恶心的小细节。

学生在课桌下面偷藏起来的蛆虫、上下课打铃的刺

耳声音、教务室里一帮子老娘们唧唧歪歪的说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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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上画歪了的跑道线、黑板上一个凸起了复原不

了的肿块……也不怕说出来你笑话，总之这些零零

总总的破事儿叫我每天都烦心透了。烦得我晚上睡

不着觉。睡不着，脑子里就一直想着白天发生的那

些事儿。可不去上班吧，我也烦透了。我休一个礼

拜年假，本来想去郊区散散心，谁知道到了郊区一

个农家乐里面，坐在场院里晒太阳的时候耳朵边上

全是粉笔划过黑板上那个肿块时发出的吱吱的声

音。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必须回到学校里面去，

必须用粉笔去划过黑板上那个凸起的肿块听到那声

吱吱的声音，不然我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靠意

志力忍了两天。连续两天三夜我都无法入眠。第三

天天一亮我就跑回学校上班去了。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奔到那个挂着有问题黑板的班级，用粉笔去划

那个肿块。听到那一声声吱吱的声音，我心里的石

头才算落了地。可能因为睡不着觉，我的精神有些

衰弱，白天走路就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可我又不能

不上班，在家里躺着我脑袋里还全是那些事儿，一

刻不停的。我本来觉得，虽然这似乎有点不正常吧，

好在只是在我脑袋里，至少不影响别人，是吧。不

过当然了，那时候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得出点什

么事儿，只是具体会是什么事儿我还预料不好。终

于有一天，那件事儿发生了。这事儿有点恶心，你

要是能觉得自己能挺住我再说。能挺住？好吧。有

一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呼一下子天儿就热起来了，

这种时候病菌就容易滋生你知道吧。学校里有三分

之一的学生都感冒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能听见有

学生在咳咳咳在吐痰。这已经够让我烦的了。一堂

课上，一个男学生病得挺厉害，一个劲儿地咳嗽，

还吐痰。你说你病这么重你不要来上课啊对不对？

你又不是什么特上进的学生平时作业都不做的得病

了你还非得到学校来传染别人！反正他就不回家，

就一直坐在那儿咳嗽。他也不能总是往地上吐痰不

是，那用不了几会儿他自己都没法走路了。他就想

了个法子，他把自己咳出来的痰吐到一个小盒子里。

就是那种放一小块一小块的口香糖的小盒子。刚刚

被我发现他往里面吐痰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我背

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不想看见他，可一听到他咳嗽

的声音我就自动脑补他咳嗽然后吐痰进一个小盒子

的景象。那种感觉真是折磨死我了。我就拼命在黑

板上那个凸起的肿块儿上划拉，吱吱的声音越来越

强烈，可就是掩盖不住他咳嗽和吐痰的声音。一瞬

间，我觉得脑子里面那根弦儿“吧嗒”一声就断了。

我转过身去，命令他把那盒子东西给喝掉，然后滚

回家。不知道那时候我的表情具体是怎么样的，反

正他应该就挺恐惧的，当下就哭出来了，鼻涕顺着

嘴巴往脖子上流。后来的事儿我都记不太清了。据

其他同学的举报，那男孩子是吓得拿起盒子来吞了

一口，跟着马上就吐出来了然后痛哭流涕地哭叫着

跑到教室外面去了。嗨。总之吧。我就被家里人给

送进医院里了。

您看您不打比方说得多好。聊了这么半天，我

刚听懂了一点。

真的吗？真的听懂了吗？我一看你那傻乎乎的

面瘫脸就知道你根本没懂。

嗯，越跟您聊天儿吧越觉得是在跟我高中班主

任聊天，我心里那点儿隐藏了多少年的童年自卑感

又席卷而来了。话说，我怎么觉得您这些症状，听

起来不像抑郁症呢？至少跟她的症状很不一样呢。

嗨，据我观察，现在国内的精神科治疗分类很

不明确。很多说不好不好说好不说的精神类疾病都

先归类为抑郁症，反正吃的药也都差不多，治疗方

法也差不多。现在这个病也普及了，普通老百姓也

都知道啥叫抑郁症了，有事儿没事儿也能得得抑郁

症了，归到这一类里面儿这不是好理解么。

这可不太合理。

是不合理，不合理的事儿可多了，你还活不活

了呢？该我问你了。

您问。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公安？卧底？便

衣？国安？你为啥非要打听她的事儿？

我向佛祖、向基督、向太上老君、向毛主席保

证，我不是国家干部，我就是个平头小民。这次来，

我就是作为我个人，想要探究一下朋友的死因。她

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们的感情，对于我来说很重

要。她走得那么突然、那么仓促，甚至没有留下任

何只字片语，我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对于她父母

家人来说，可能得病是个理由，但以我对她的了解，

得病又不是个理由，所以我才来这儿。千真万确是

实话，请您务必相信。

好吧。权且信了。那你们俩，是同性恋？俩女生，

照你说的感情还那么深……

这可是第二个问题了我还没问您第二个问题呢。

打破一下顺序怎么了，年轻轻地，思维那么不

开放。

好吧好吧。我们还——真不是。我不知道为什

么俩女生不是同性恋就不能感情深了……不过我的

同性朋友里面，确实也只有她，跟我的感情尤为深

一些。

嗯，确实。也不是说不能感情深。可能只是我

自己的原因。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同性里感情比

较深的好朋友。所以不太能理解吧。挺好，挺好的。

啥挺好？

这是你第二个问题？

不是不是。

那你直接问第二个问题吧。

好吧……我知道她自从换到这家医院以后，就

跟您住一个病房里头。我想跟您打听，您对她印象

如何？她的病，她的人，她去世前的表现，她的各

方面都可以说说。

我们病房里也不是就我们俩人，还有另外俩人

呢，四人间。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刚不是说了么，他们都

说您是老师，比较能聊得清楚。他们也说，您跟她

平时走得比较近。

也谈不上走得近吧，只不过都算是文学爱好者

吧。她爱写东西，我教语文，不像其他那些女人似

的一聚堆儿就是家长里短婆婆孩子那些话题而已。

偶尔一起聊聊文学，不算走得近。

您不用纠结于走得近不近这种话题，就说说您

对她的印象就好。

哦，噢。她吧，嗨。其实我也说不好她啊。有

时候开朗得要命，我都怀疑她被送错地方了。有时

候又阴郁得要死，好像全世界都欠着她八吊钱。她

开朗的时候不爱找我，绕世界转悠，都不着屋，就

跟孔雀开屏似的，到处抖落她那身毛儿。她就阴郁

的时候才找我，聊三聊四的，都是些没谱的话题。

啥话题？我想想……其实甚至都没啥能算得上是话

题的话题，都是她自个儿瞎琢磨时候的一些想法。

人是躺着时候死得快一点还是走路时候死得快一点

呢，窗户外面那只鸽子为啥逢单日子就落到左扇儿

上逢双日子就落到右扇儿上呢，如果猫的眼珠子移

植到人身上那人是不是夜里头就不用再打手电筒了

呢，是诗人更不要脸还是小说家更厚脸皮呢，天天

洗头发脑子里会不会进水呢，这之类的话题吧。哦，

对了，她有时候会给我念念她写的诗，然后还强迫

我做出评价。你知道这个我在行啊，对吧，批改作

文我批了多少年了呢，我就给她打分。百分制。得

70 分以下的时候她都很开心，跟我说可以直接一把

火烧了心里头倒也痛快。得 85 分以上的时候她通

常痛苦万分，因为显然这是一首好诗啊她舍不得烧，

又不知道丢掉的十几分是哪里没有写好，她就要捧

着那篇诗稿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后来我干脆都给

她打 70 分以下，或者 100 分，她的情绪就明显好

了起来。她晚上经常不睡觉，比我还不渴望睡觉。

我不睡是因为睡不着，总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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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上画歪了的跑道线、黑板上一个凸起了复原不

了的肿块……也不怕说出来你笑话，总之这些零零

总总的破事儿叫我每天都烦心透了。烦得我晚上睡

不着觉。睡不着，脑子里就一直想着白天发生的那

些事儿。可不去上班吧，我也烦透了。我休一个礼

拜年假，本来想去郊区散散心，谁知道到了郊区一

个农家乐里面，坐在场院里晒太阳的时候耳朵边上

全是粉笔划过黑板上那个肿块时发出的吱吱的声

音。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必须回到学校里面去，

必须用粉笔去划过黑板上那个凸起的肿块听到那声

吱吱的声音，不然我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靠意

志力忍了两天。连续两天三夜我都无法入眠。第三

天天一亮我就跑回学校上班去了。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奔到那个挂着有问题黑板的班级，用粉笔去划

那个肿块。听到那一声声吱吱的声音，我心里的石

头才算落了地。可能因为睡不着觉，我的精神有些

衰弱，白天走路就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可我又不能

不上班，在家里躺着我脑袋里还全是那些事儿，一

刻不停的。我本来觉得，虽然这似乎有点不正常吧，

好在只是在我脑袋里，至少不影响别人，是吧。不

过当然了，那时候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得出点什

么事儿，只是具体会是什么事儿我还预料不好。终

于有一天，那件事儿发生了。这事儿有点恶心，你

要是能觉得自己能挺住我再说。能挺住？好吧。有

一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呼一下子天儿就热起来了，

这种时候病菌就容易滋生你知道吧。学校里有三分

之一的学生都感冒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能听见有

学生在咳咳咳在吐痰。这已经够让我烦的了。一堂

课上，一个男学生病得挺厉害，一个劲儿地咳嗽，

还吐痰。你说你病这么重你不要来上课啊对不对？

你又不是什么特上进的学生平时作业都不做的得病

了你还非得到学校来传染别人！反正他就不回家，

就一直坐在那儿咳嗽。他也不能总是往地上吐痰不

是，那用不了几会儿他自己都没法走路了。他就想

了个法子，他把自己咳出来的痰吐到一个小盒子里。

就是那种放一小块一小块的口香糖的小盒子。刚刚

被我发现他往里面吐痰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我背

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不想看见他，可一听到他咳嗽

的声音我就自动脑补他咳嗽然后吐痰进一个小盒子

的景象。那种感觉真是折磨死我了。我就拼命在黑

板上那个凸起的肿块儿上划拉，吱吱的声音越来越

强烈，可就是掩盖不住他咳嗽和吐痰的声音。一瞬

间，我觉得脑子里面那根弦儿“吧嗒”一声就断了。

我转过身去，命令他把那盒子东西给喝掉，然后滚

回家。不知道那时候我的表情具体是怎么样的，反

正他应该就挺恐惧的，当下就哭出来了，鼻涕顺着

嘴巴往脖子上流。后来的事儿我都记不太清了。据

其他同学的举报，那男孩子是吓得拿起盒子来吞了

一口，跟着马上就吐出来了然后痛哭流涕地哭叫着

跑到教室外面去了。嗨。总之吧。我就被家里人给

送进医院里了。

您看您不打比方说得多好。聊了这么半天，我

刚听懂了一点。

真的吗？真的听懂了吗？我一看你那傻乎乎的

面瘫脸就知道你根本没懂。

嗯，越跟您聊天儿吧越觉得是在跟我高中班主

任聊天，我心里那点儿隐藏了多少年的童年自卑感

又席卷而来了。话说，我怎么觉得您这些症状，听

起来不像抑郁症呢？至少跟她的症状很不一样呢。

嗨，据我观察，现在国内的精神科治疗分类很

不明确。很多说不好不好说好不说的精神类疾病都

先归类为抑郁症，反正吃的药也都差不多，治疗方

法也差不多。现在这个病也普及了，普通老百姓也

都知道啥叫抑郁症了，有事儿没事儿也能得得抑郁

症了，归到这一类里面儿这不是好理解么。

这可不太合理。

是不合理，不合理的事儿可多了，你还活不活

了呢？该我问你了。

您问。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公安？卧底？便

衣？国安？你为啥非要打听她的事儿？

我向佛祖、向基督、向太上老君、向毛主席保

证，我不是国家干部，我就是个平头小民。这次来，

我就是作为我个人，想要探究一下朋友的死因。她

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们的感情，对于我来说很重

要。她走得那么突然、那么仓促，甚至没有留下任

何只字片语，我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对于她父母

家人来说，可能得病是个理由，但以我对她的了解，

得病又不是个理由，所以我才来这儿。千真万确是

实话，请您务必相信。

好吧。权且信了。那你们俩，是同性恋？俩女生，

照你说的感情还那么深……

这可是第二个问题了我还没问您第二个问题呢。

打破一下顺序怎么了，年轻轻地，思维那么不

开放。

好吧好吧。我们还——真不是。我不知道为什

么俩女生不是同性恋就不能感情深了……不过我的

同性朋友里面，确实也只有她，跟我的感情尤为深

一些。

嗯，确实。也不是说不能感情深。可能只是我

自己的原因。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同性里感情比

较深的好朋友。所以不太能理解吧。挺好，挺好的。

啥挺好？

这是你第二个问题？

不是不是。

那你直接问第二个问题吧。

好吧……我知道她自从换到这家医院以后，就

跟您住一个病房里头。我想跟您打听，您对她印象

如何？她的病，她的人，她去世前的表现，她的各

方面都可以说说。

我们病房里也不是就我们俩人，还有另外俩人

呢，四人间。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刚不是说了么，他们都

说您是老师，比较能聊得清楚。他们也说，您跟她

平时走得比较近。

也谈不上走得近吧，只不过都算是文学爱好者

吧。她爱写东西，我教语文，不像其他那些女人似

的一聚堆儿就是家长里短婆婆孩子那些话题而已。

偶尔一起聊聊文学，不算走得近。

您不用纠结于走得近不近这种话题，就说说您

对她的印象就好。

哦，噢。她吧，嗨。其实我也说不好她啊。有

时候开朗得要命，我都怀疑她被送错地方了。有时

候又阴郁得要死，好像全世界都欠着她八吊钱。她

开朗的时候不爱找我，绕世界转悠，都不着屋，就

跟孔雀开屏似的，到处抖落她那身毛儿。她就阴郁

的时候才找我，聊三聊四的，都是些没谱的话题。

啥话题？我想想……其实甚至都没啥能算得上是话

题的话题，都是她自个儿瞎琢磨时候的一些想法。

人是躺着时候死得快一点还是走路时候死得快一点

呢，窗户外面那只鸽子为啥逢单日子就落到左扇儿

上逢双日子就落到右扇儿上呢，如果猫的眼珠子移

植到人身上那人是不是夜里头就不用再打手电筒了

呢，是诗人更不要脸还是小说家更厚脸皮呢，天天

洗头发脑子里会不会进水呢，这之类的话题吧。哦，

对了，她有时候会给我念念她写的诗，然后还强迫

我做出评价。你知道这个我在行啊，对吧，批改作

文我批了多少年了呢，我就给她打分。百分制。得

70 分以下的时候她都很开心，跟我说可以直接一把

火烧了心里头倒也痛快。得 85 分以上的时候她通

常痛苦万分，因为显然这是一首好诗啊她舍不得烧，

又不知道丢掉的十几分是哪里没有写好，她就要捧

着那篇诗稿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后来我干脆都给

她打 70 分以下，或者 100 分，她的情绪就明显好

了起来。她晚上经常不睡觉，比我还不渴望睡觉。

我不睡是因为睡不着，总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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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在作祟。她不睡觉是因为她不想睡觉，她不渴

望睡觉，而且她就算是不睡觉白天也不犯困，快成

仙了是吧。不过她是个好孩子，她虽然不睡觉可是

她也不打扰别人，深夜里她不开灯，也不说话，也

不乱动，她就坐着。瞪着她明晃晃的跟猫眼儿似的

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某个她感兴趣的地方一

直看，看到天亮。最开始是屋里的阿黄（我们一同

房病友）发现了她这个特点，于是阿黄也开始睡不

着了。阿黄偷偷跟我说发现她晚上睁着眼睛不睡觉，

肯定是想趁我们都睡着了以后下手，把我们白天要

吞的药片换成维生素片或者耗子药，要么就是用自

己的头发丝儿编成绳子把我们一个个都勒死。阿黄

又偷偷地跟小琪（我们另外一个同房病友）说这事

儿，于是小琪也跟着睡不着了，小琪私下跟我分析，

她之所以不睡觉是因为她要等所有人都睡着了以后

自己可以悄悄地变身，因为她其实是一只黑猫，由

于某种原因被迫化作了人形，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能再变回原形。总而言之吧，过了一阵子我们那

间房里每天都没有人睡觉了，一到病房熄灯了以后

我们四个人就睁着大眼睛盯着彼此看，一个比一个

睁得大，生怕错过了什么。她后来悄悄跟我说，她

觉得挺开心的，大家都愿意陪着她，一点都不像以

前那么孤单了，不过有时候她又恶狠狠地威胁我们，

说我们必须立刻躺下睡觉，否则就会破坏她在凝视

中创造出来的那个跨多元时间线的平行世界，把所

有一切都给毁了……

没了？！

啊，没了。那你还想听什么啊我都说这么详细

了我都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这些事儿。

您别急，别急。我这不是希望听您说说比较详

尽的细节么。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够详尽吗？你到底有没有

在听我说啊？你这孩子，真是……

对不起对不起，您别生气……是我激动了。她

把自己开朗的一面更多地留给了她的朋友们。

那是，也不熟么，不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人

家会觉得你是癫掉了。

……可是我们曾经那么亲近。

亲近？你觉得啥叫亲近呢？你跟她一个房间里

住过半年吗，你跟她一宿一宿的大半夜不睡觉瞪着

大眼睛对看吗，你给她写的诗打过分儿吗，你听过

她跟你讲猫眼睛死鸽子的事儿吗？这些都没有吧，

那你还说啥亲不亲近的呢。

关于亲近的问题我们先暂且搁置一下……我想

知道，她有没有曾经跟您讨论过关于“死亡”或者“自

杀”的问题？她对于死亡的态度到底又是什么呢？

这是第三个问题？

算是吧。

别算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我再回答。

好吧，是。

嗯。我们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基

本每天都讨论。你干嘛那么惊讶？你想啊，一群有

病的人，又不用上班，无法制造产能，又不被允许

随便出去走动，吃饱了精力没处消耗，天天坐一起

能琢磨什么呢？这不就跟哲学家们学者们的情况差

不多么。你总说我喜欢打比方，其实她比我更爱打

比方，尤其是关于死亡的比方，她那比方的花样多

着呢。她说过死就像我们午餐盒里的豌豆，如果把

其他的都吃光只把豌豆剩下，那用不了几天那些豌

豆肯定都干萎掉了。可要是连饭菜带豌豆一起留下

来，用不了几天豌豆就得发芽，能长成大树通到天

上都说不定。你说什么？这是个童话？哦，我知道

啊，你能不能抓住重点啊同学，重点不是出处好么，

是她打的比方。她还说过“死”如果抓住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的身上就会散发出一股子浓烈的气息，

就好像你两天不洗澡只有自己知道，一个礼拜不洗

澡旁边人能知道，一个月不洗澡肯定整栋楼的人都

知道了，三个月不洗澡大街上一眼瞥见你的人就都

知道了，越是被死抓住了久的人就越是散发出浓郁

的气息，正常人都能看得到只有一种人看不到，就

是同样也被死给抓住了的人就是那些已经超过三个

月没洗澡的人。她说从十几岁开始她的人生就充满

了虚无感，就是那种觉得人活着不过如此的感觉。

她说她经常把自己的东西随手就送人，没有任何东

西是令她觉得留恋的，不管是花多少钱买来的是从

多么难得的地方买来的是多么重要的人送给她的，

她一概没有知觉只要有人夸一句哎呦这个东西真好

看她就可以立刻拿起来送给对方。她说最初令她唯

一感觉有些留恋的只有她真正爱过的人而后来这些

所谓爱的人也不再重要了因为大家不过是在寒冷中

抱在一起相互取暖然而当你真正适应了寒冷对此不

再在意那么就连这一点点的暖也便不再成为值得留

恋的东西。她经常说我是跟她一样三个月不洗澡的

人，我想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能听得懂彼此打的比

方。刚开始我给你讲的那些你不是说你不明白吗，

可是她就都能懂。她说的我也都能懂。也就是这点

“都能懂”维系着这家医院里人的关系。说实话我

不爱跟她聊这些死不死的话题，这些本来都是特别

忌讳的东西，不是说迷信不吉利，是这东西轻易说

不得，说出来你就被什么给攥住了，一旦被攥住了

很少就能有跑得脱的。能得这病的人，多多少少都

有点钻牛角尖不是，我自己心里也明镜儿似的，所

以得这病的人更是该少聊这些，真的被攥住了，就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了，你的命也就定了，脑门

上就跟刻着几个大字儿似的，“早晚的事儿”，你

懂么。所以哪天要是我也跳楼了，你就不用奇怪了，

我脑门儿上就刻着呢，“早晚的事儿”，你看不见

而已。

……

怎么不说话啊？难受了？是这个话题让你难受

啊，还是听我说她觉得没有留恋的人所以难受了？

都不是。也许都是。

也不用难受。其实她跟我提起过你。你在她心

里还是有分量的。

真的吗？她是怎么说起我的？

她说她有个也写作的朋友，跟她心灵相通。

真的吗？她真的用了“心灵相通”这四个字，

还是您随口一说的？

我干嘛随口一说啊，她真用了。我记得清楚呢。

她还说了别的吗？关于我。

说哪天要把你写的东西也拿过来让我打打分，

看看你们俩谁得的分会比较高一些。

……

对了，刚才你问的那是第四第五个问题吗？

不是！

哦，好吧，算了，就饶你点儿吧。那我问你第

三个问题好了。

您问。

我想知道你就算是问着了这些问题，明白了一

些事儿，又能怎么样呢？她人已经不在了，你肯定

也没盼着你明白了这些问题她就能起死回生对吧你

又没得病。那你到底图什么呢？

这个问题，好像跟您第一个问题有点重复啊。

是吗？有吗？嗨，无所谓，你就回答这个吧。

好吧。您不是特别爱打比方吗，干脆我也打个

比方算了，说不定您反而好理解。想象时间并不是

一条线性前进、中间没有停歇和阻隔的河流，而是

一潭看似静止不动但实际上总有活水补充的巨湖。

想象湖的中央有一个喷泉，不是人工的喷泉而是天

然的自己不停向外喷涌活水的喷泉。想象每个人都

攀附在湖水中的某一个水分子上面，随着喷泉喷出

水来造成的波纹而上下或者前后移动。想象时间和

空间的波动不停地改变和震荡着湖水中的每一个分

子，作为每一个分子的个体可能无法看到湖水的全

貌但是当中敏感的个体依然可以朦胧地感知到自己

的命运实际上跟其他摩擦着自己的分子甚至跟整体



3736

ZUOPINZAZHI杂志 2015 年 03 月上（总第 660 期） 小说·实力短篇接下我，我问，你答
032015

里面在作祟。她不睡觉是因为她不想睡觉，她不渴

望睡觉，而且她就算是不睡觉白天也不犯困，快成

仙了是吧。不过她是个好孩子，她虽然不睡觉可是

她也不打扰别人，深夜里她不开灯，也不说话，也

不乱动，她就坐着。瞪着她明晃晃的跟猫眼儿似的

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某个她感兴趣的地方一

直看，看到天亮。最开始是屋里的阿黄（我们一同

房病友）发现了她这个特点，于是阿黄也开始睡不

着了。阿黄偷偷跟我说发现她晚上睁着眼睛不睡觉，

肯定是想趁我们都睡着了以后下手，把我们白天要

吞的药片换成维生素片或者耗子药，要么就是用自

己的头发丝儿编成绳子把我们一个个都勒死。阿黄

又偷偷地跟小琪（我们另外一个同房病友）说这事

儿，于是小琪也跟着睡不着了，小琪私下跟我分析，

她之所以不睡觉是因为她要等所有人都睡着了以后

自己可以悄悄地变身，因为她其实是一只黑猫，由

于某种原因被迫化作了人形，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能再变回原形。总而言之吧，过了一阵子我们那

间房里每天都没有人睡觉了，一到病房熄灯了以后

我们四个人就睁着大眼睛盯着彼此看，一个比一个

睁得大，生怕错过了什么。她后来悄悄跟我说，她

觉得挺开心的，大家都愿意陪着她，一点都不像以

前那么孤单了，不过有时候她又恶狠狠地威胁我们，

说我们必须立刻躺下睡觉，否则就会破坏她在凝视

中创造出来的那个跨多元时间线的平行世界，把所

有一切都给毁了……

没了？！

啊，没了。那你还想听什么啊我都说这么详细

了我都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这些事儿。

您别急，别急。我这不是希望听您说说比较详

尽的细节么。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够详尽吗？你到底有没有

在听我说啊？你这孩子，真是……

对不起对不起，您别生气……是我激动了。她

把自己开朗的一面更多地留给了她的朋友们。

那是，也不熟么，不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人

家会觉得你是癫掉了。

……可是我们曾经那么亲近。

亲近？你觉得啥叫亲近呢？你跟她一个房间里

住过半年吗，你跟她一宿一宿的大半夜不睡觉瞪着

大眼睛对看吗，你给她写的诗打过分儿吗，你听过

她跟你讲猫眼睛死鸽子的事儿吗？这些都没有吧，

那你还说啥亲不亲近的呢。

关于亲近的问题我们先暂且搁置一下……我想

知道，她有没有曾经跟您讨论过关于“死亡”或者“自

杀”的问题？她对于死亡的态度到底又是什么呢？

这是第三个问题？

算是吧。

别算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我再回答。

好吧，是。

嗯。我们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基

本每天都讨论。你干嘛那么惊讶？你想啊，一群有

病的人，又不用上班，无法制造产能，又不被允许

随便出去走动，吃饱了精力没处消耗，天天坐一起

能琢磨什么呢？这不就跟哲学家们学者们的情况差

不多么。你总说我喜欢打比方，其实她比我更爱打

比方，尤其是关于死亡的比方，她那比方的花样多

着呢。她说过死就像我们午餐盒里的豌豆，如果把

其他的都吃光只把豌豆剩下，那用不了几天那些豌

豆肯定都干萎掉了。可要是连饭菜带豌豆一起留下

来，用不了几天豌豆就得发芽，能长成大树通到天

上都说不定。你说什么？这是个童话？哦，我知道

啊，你能不能抓住重点啊同学，重点不是出处好么，

是她打的比方。她还说过“死”如果抓住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的身上就会散发出一股子浓烈的气息，

就好像你两天不洗澡只有自己知道，一个礼拜不洗

澡旁边人能知道，一个月不洗澡肯定整栋楼的人都

知道了，三个月不洗澡大街上一眼瞥见你的人就都

知道了，越是被死抓住了久的人就越是散发出浓郁

的气息，正常人都能看得到只有一种人看不到，就

是同样也被死给抓住了的人就是那些已经超过三个

月没洗澡的人。她说从十几岁开始她的人生就充满

了虚无感，就是那种觉得人活着不过如此的感觉。

她说她经常把自己的东西随手就送人，没有任何东

西是令她觉得留恋的，不管是花多少钱买来的是从

多么难得的地方买来的是多么重要的人送给她的，

她一概没有知觉只要有人夸一句哎呦这个东西真好

看她就可以立刻拿起来送给对方。她说最初令她唯

一感觉有些留恋的只有她真正爱过的人而后来这些

所谓爱的人也不再重要了因为大家不过是在寒冷中

抱在一起相互取暖然而当你真正适应了寒冷对此不

再在意那么就连这一点点的暖也便不再成为值得留

恋的东西。她经常说我是跟她一样三个月不洗澡的

人，我想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能听得懂彼此打的比

方。刚开始我给你讲的那些你不是说你不明白吗，

可是她就都能懂。她说的我也都能懂。也就是这点

“都能懂”维系着这家医院里人的关系。说实话我

不爱跟她聊这些死不死的话题，这些本来都是特别

忌讳的东西，不是说迷信不吉利，是这东西轻易说

不得，说出来你就被什么给攥住了，一旦被攥住了

很少就能有跑得脱的。能得这病的人，多多少少都

有点钻牛角尖不是，我自己心里也明镜儿似的，所

以得这病的人更是该少聊这些，真的被攥住了，就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了，你的命也就定了，脑门

上就跟刻着几个大字儿似的，“早晚的事儿”，你

懂么。所以哪天要是我也跳楼了，你就不用奇怪了，

我脑门儿上就刻着呢，“早晚的事儿”，你看不见

而已。

……

怎么不说话啊？难受了？是这个话题让你难受

啊，还是听我说她觉得没有留恋的人所以难受了？

都不是。也许都是。

也不用难受。其实她跟我提起过你。你在她心

里还是有分量的。

真的吗？她是怎么说起我的？

她说她有个也写作的朋友，跟她心灵相通。

真的吗？她真的用了“心灵相通”这四个字，

还是您随口一说的？

我干嘛随口一说啊，她真用了。我记得清楚呢。

她还说了别的吗？关于我。

说哪天要把你写的东西也拿过来让我打打分，

看看你们俩谁得的分会比较高一些。

……

对了，刚才你问的那是第四第五个问题吗？

不是！

哦，好吧，算了，就饶你点儿吧。那我问你第

三个问题好了。

您问。

我想知道你就算是问着了这些问题，明白了一

些事儿，又能怎么样呢？她人已经不在了，你肯定

也没盼着你明白了这些问题她就能起死回生对吧你

又没得病。那你到底图什么呢？

这个问题，好像跟您第一个问题有点重复啊。

是吗？有吗？嗨，无所谓，你就回答这个吧。

好吧。您不是特别爱打比方吗，干脆我也打个

比方算了，说不定您反而好理解。想象时间并不是

一条线性前进、中间没有停歇和阻隔的河流，而是

一潭看似静止不动但实际上总有活水补充的巨湖。

想象湖的中央有一个喷泉，不是人工的喷泉而是天

然的自己不停向外喷涌活水的喷泉。想象每个人都

攀附在湖水中的某一个水分子上面，随着喷泉喷出

水来造成的波纹而上下或者前后移动。想象时间和

空间的波动不停地改变和震荡着湖水中的每一个分

子，作为每一个分子的个体可能无法看到湖水的全

貌但是当中敏感的个体依然可以朦胧地感知到自己

的命运实际上跟其他摩擦着自己的分子甚至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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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湖水都有着至关紧要的联系。想象每一个分子在

波纹效应中都会经历上下的起伏，而有时喷泉喷得

速度快了或者量大了这种起伏就会变得尤为迅速和

激烈。想象在某一次激烈的波动起伏中其中一颗敏

感的分子跃出了水面并迅速蒸发掉了。想象对于这

片没有边际的湖水来说这颗分子无关紧要因为不仅

每时每刻都有大量新的水从喷泉里喷出而且每时每

刻也都有更多的分子被蒸发掉。想象这种无关紧要

对于另外一颗敏感的分子来说却是至关重要，因为

那颗蒸发掉的分子曾经跟她产生过摩擦。于是这另

一颗敏感的分子希望在波纹起伏中跳跃得更高或者

降落得更低，因为也许如果明白了那一颗分子的蒸

发，就会明白了这一潭湖水。或至少湖水的其中一

部分。这样说的话，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吧。

你看，你也挺会打比方的么，句式也学得有模

有样啊。那我问你，你对于死亡又怎么看呢？应该

不是人就蒸发了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这是您第四个问题吗？

可以是。

好吧。首先我必须得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

得特别明白。尤其是她去了以后，我就更加想不明

白了。我只能跟您分享一些比较浅显有限的我的理

解。我觉得在没有经历过身边亲近的人的死亡之前，

人对于死亡的理解总归是缺少质感的。你也许能知

道什么是死亡，死亡意味着什么，最起码的也在书

中阅读过感受过。但是没有质感。所谓没有质感，

就是死没有穿透过你的身体，也许它穿透过你的大

脑，但没有穿透过你的身体。所以也许你明白，但

你没有感受。她对于死亡的理解就是缺少质感的。

她从未经历过亲人、朋友，甚至是认识的人的死亡，

她没有体验过我曾经体验过的感受。所以她可以轻

易地选择去死。

打断一下，你怎么知道她是“轻易的”？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那句话。您说得对。毕竟

在她去世之前半年我没能够陪伴在她身边，很多情

况我是不了解的，您应该比我了解得更多。这也是

我来叨扰您的原因。

没事你接着说吧。我就稍微别扭一下，不过说

是轻易也有道理。我们干嘛不能轻易。干嘛都要死

了还管别人怎么想。干嘛就不能对自己唯一彻底拥

有所有权的东西行使一下身为主人的权利。没事你

接着说吧，我不该打断你。

没关系。听您这么说我倒觉得自己的想法挺不

重要的了。要不我接着问您第四个问题吧，行吗？

哦，问吧。我看你也说不出啥来了。

我听说，她跳楼那晚，只有您跟她在那间病房

里。能跟我说说那晚具体都发生了什么吗？

……哼哼，我就知道。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听

谁说的？

院里。实际上，我还看了监控录像。

你还说你不是公安？！

您别激动，我只是好奇。没别的意思，真的。

哼，还没别的意思呢，你的意思都跟着唾沫星

子一起喷到我脸上来了！那院里没跟你说，那晚是

我为数不多睡着了的晚上么，她直到砸到地上了我

都没听见睡得很死，还是护士冲进来之后把我吵醒

的。你也不想想，你不是公安都来问我，我要是真

有问题不早被公安带走了？

您不要激动么。我知道啊，我明白。我这不是

想问问在您睡着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吗。

没发生什么啊。她就跟平时一样，该干嘛干嘛，

我睡着之前她还呆坐在床上眼睛瞪着台灯胡思乱想

呢。跟平时一样。

就没任何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好吧。那我问您第五个问题。我在院里查

了一下档案，从前年到今年，加上她院里一共有五

个跳楼的病人，其中三个很不幸，去世了。这五个

人里头，有四个都曾经跟您同屋住过。不知道，您

对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想法？

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医院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了！所有病人的档案都是保密的，他们居然敢泄露

给你！我要告你们，我明天就去告，我下午就去告！

简直就没有王法了……你说你到底什么背景？谁给

你泄露的档案？

王法肯定是有的嘛，您别激动。我还以为她跟

您说过呢，我们俩是法学院的同学啊。写作对于她

来说是事业是追求，对于我来说没法作为求生手段，

我正经的职业是律师。在院里查看档案也都走的正

常程序，您放心，绝对不会侵犯您的权利。再说了，

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跟您说了，我今天来，不是作为

任何身份，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跟您聊聊，也不是

取证什么的，就是两个文学爱好者之间的闲聊而已。

你肯定录音了，交出来，马上给我交出来！

唉，唉，您别动手啊……别激动，千万别激动，

绝对没有录音，您知道的，取证需要通过正式途径，

偷偷录音这种非法取证方式不能作为法官认可的证

据的。真的真的，您可是老师啊，这您没听说过吗？

我真的只是跟您聊聊。您坐下，坐下先。要不这样，

我把衣服扣子解开给您看看，把兜儿掀开给您看

看……唉，就是，我们平静地坐下聊聊，不要激动。

您看，我一开始没说我是律师就是怕您这种反应嘛。

我就是想跟您聊聊。

我现在不想聊了。我马上要下午操了。

您别这样，跟个小孩似的。您不是这样的啊，

您看刚才咱们聊得多好，多成熟。

你少给我来这些哩格楞儿，我一句话都不会再

说了。你可不要强迫我，大夫说了，我这抑郁症分

分钟都有可能发展成精神分裂，到时候你负责吗？

哼，老娘就不吃你这套。我现在就说一句话，这句

话说完咱们今生的缘分就到此结束：老娘这辈子最

恨的就是强迫型人格障碍和律师。

……也成。估计咱们之后还是可能会见面的。

到时候我还是走正常程序来见您，省得您瞎琢磨。

……

那我先走了，您好好休息。

唉，等会儿，你先别走。

怎么了，您说？

我刚想起来，你还欠我一个问题没回答呢！你

们律师就是这么厚脸皮，没还完账就想跑。

哎呦，是我不好，还真是的，我完全给忘了。

您问吧，知无不言。

好吧，我第五个问题：你知道刚才你问我的那

几个问题，我哪些说的是实话，哪些我没说实话吗？

……

行了你可以走了。

那得，咱回见。

……

（责编：郑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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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湖水都有着至关紧要的联系。想象每一个分子在

波纹效应中都会经历上下的起伏，而有时喷泉喷得

速度快了或者量大了这种起伏就会变得尤为迅速和

激烈。想象在某一次激烈的波动起伏中其中一颗敏

感的分子跃出了水面并迅速蒸发掉了。想象对于这

片没有边际的湖水来说这颗分子无关紧要因为不仅

每时每刻都有大量新的水从喷泉里喷出而且每时每

刻也都有更多的分子被蒸发掉。想象这种无关紧要

对于另外一颗敏感的分子来说却是至关重要，因为

那颗蒸发掉的分子曾经跟她产生过摩擦。于是这另

一颗敏感的分子希望在波纹起伏中跳跃得更高或者

降落得更低，因为也许如果明白了那一颗分子的蒸

发，就会明白了这一潭湖水。或至少湖水的其中一

部分。这样说的话，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吧。

你看，你也挺会打比方的么，句式也学得有模

有样啊。那我问你，你对于死亡又怎么看呢？应该

不是人就蒸发了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这是您第四个问题吗？

可以是。

好吧。首先我必须得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

得特别明白。尤其是她去了以后，我就更加想不明

白了。我只能跟您分享一些比较浅显有限的我的理

解。我觉得在没有经历过身边亲近的人的死亡之前，

人对于死亡的理解总归是缺少质感的。你也许能知

道什么是死亡，死亡意味着什么，最起码的也在书

中阅读过感受过。但是没有质感。所谓没有质感，

就是死没有穿透过你的身体，也许它穿透过你的大

脑，但没有穿透过你的身体。所以也许你明白，但

你没有感受。她对于死亡的理解就是缺少质感的。

她从未经历过亲人、朋友，甚至是认识的人的死亡，

她没有体验过我曾经体验过的感受。所以她可以轻

易地选择去死。

打断一下，你怎么知道她是“轻易的”？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那句话。您说得对。毕竟

在她去世之前半年我没能够陪伴在她身边，很多情

况我是不了解的，您应该比我了解得更多。这也是

我来叨扰您的原因。

没事你接着说吧。我就稍微别扭一下，不过说

是轻易也有道理。我们干嘛不能轻易。干嘛都要死

了还管别人怎么想。干嘛就不能对自己唯一彻底拥

有所有权的东西行使一下身为主人的权利。没事你

接着说吧，我不该打断你。

没关系。听您这么说我倒觉得自己的想法挺不

重要的了。要不我接着问您第四个问题吧，行吗？

哦，问吧。我看你也说不出啥来了。

我听说，她跳楼那晚，只有您跟她在那间病房

里。能跟我说说那晚具体都发生了什么吗？

……哼哼，我就知道。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听

谁说的？

院里。实际上，我还看了监控录像。

你还说你不是公安？！

您别激动，我只是好奇。没别的意思，真的。

哼，还没别的意思呢，你的意思都跟着唾沫星

子一起喷到我脸上来了！那院里没跟你说，那晚是

我为数不多睡着了的晚上么，她直到砸到地上了我

都没听见睡得很死，还是护士冲进来之后把我吵醒

的。你也不想想，你不是公安都来问我，我要是真

有问题不早被公安带走了？

您不要激动么。我知道啊，我明白。我这不是

想问问在您睡着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吗。

没发生什么啊。她就跟平时一样，该干嘛干嘛，

我睡着之前她还呆坐在床上眼睛瞪着台灯胡思乱想

呢。跟平时一样。

就没任何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好吧。那我问您第五个问题。我在院里查

了一下档案，从前年到今年，加上她院里一共有五

个跳楼的病人，其中三个很不幸，去世了。这五个

人里头，有四个都曾经跟您同屋住过。不知道，您

对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想法？

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医院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了！所有病人的档案都是保密的，他们居然敢泄露

给你！我要告你们，我明天就去告，我下午就去告！

简直就没有王法了……你说你到底什么背景？谁给

你泄露的档案？

王法肯定是有的嘛，您别激动。我还以为她跟

您说过呢，我们俩是法学院的同学啊。写作对于她

来说是事业是追求，对于我来说没法作为求生手段，

我正经的职业是律师。在院里查看档案也都走的正

常程序，您放心，绝对不会侵犯您的权利。再说了，

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跟您说了，我今天来，不是作为

任何身份，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跟您聊聊，也不是

取证什么的，就是两个文学爱好者之间的闲聊而已。

你肯定录音了，交出来，马上给我交出来！

唉，唉，您别动手啊……别激动，千万别激动，

绝对没有录音，您知道的，取证需要通过正式途径，

偷偷录音这种非法取证方式不能作为法官认可的证

据的。真的真的，您可是老师啊，这您没听说过吗？

我真的只是跟您聊聊。您坐下，坐下先。要不这样，

我把衣服扣子解开给您看看，把兜儿掀开给您看

看……唉，就是，我们平静地坐下聊聊，不要激动。

您看，我一开始没说我是律师就是怕您这种反应嘛。

我就是想跟您聊聊。

我现在不想聊了。我马上要下午操了。

您别这样，跟个小孩似的。您不是这样的啊，

您看刚才咱们聊得多好，多成熟。

你少给我来这些哩格楞儿，我一句话都不会再

说了。你可不要强迫我，大夫说了，我这抑郁症分

分钟都有可能发展成精神分裂，到时候你负责吗？

哼，老娘就不吃你这套。我现在就说一句话，这句

话说完咱们今生的缘分就到此结束：老娘这辈子最

恨的就是强迫型人格障碍和律师。

……也成。估计咱们之后还是可能会见面的。

到时候我还是走正常程序来见您，省得您瞎琢磨。

……

那我先走了，您好好休息。

唉，等会儿，你先别走。

怎么了，您说？

我刚想起来，你还欠我一个问题没回答呢！你

们律师就是这么厚脸皮，没还完账就想跑。

哎呦，是我不好，还真是的，我完全给忘了。

您问吧，知无不言。

好吧，我第五个问题：你知道刚才你问我的那

几个问题，我哪些说的是实话，哪些我没说实话吗？

……

行了你可以走了。

那得，咱回见。

……

（责编：郑小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