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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陪伴了你整整二十七年，你却从来没有爱过我一天 没有一天。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过。 

我知道这样说是有点太夸张，更像是气话，但我现在似乎是有资格说点什么气话了吧。在你过去的整整 

二十七年人生中，我很想认为我对于你而言就像阑尾一样无关紧要，然而实际情况却更加糟糕：我是你闪 

烁着光芒的羞耻，是你时时能够感觉到的负赘，是你低头可见的卑微。我倒是很想像阑尾一样，安静而深 

密地藏匿在你的身体内部，绝不兴风作怪也不轻易以疼痛制造任何存在感，这样即使对你来说可有可无， 

你却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想要一刀割掉跟它的联系吧。 

我知道此刻再说什么气话都没有意义。你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跟我一刀两断。这件事你想了有多 

久?不能说想了一辈子吧，应该至少也有快二十年了。自打你知道这事儿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能够成为 

现实以后，就想得更频繁更认真了。现在，你此生最大的愿望就快要实现了，就像你的很多其他小愿望一 

样——它们最终都实现了。你有才能、有决心、有狠劲儿，也有毅力，想得到的就能做到。我为你高兴。 

即便你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抛弃我，我也为你高兴。我干吗不高兴呢?我犯不上。这事儿对我们双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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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都是一种解脱不是吗。 

现在有点难以回忆起了，我们之间到底有过还算 

温隋的时刻吗。我能够清晰记起来的只有那么一次。 

你十三岁那年，全家人第一次周末一起去郊区 

的温泉【 庄泡温泉。那个山庄的卖点是挖在群山间 

的露天温泉，白天时你始终别别扭扭地不肯下水， 

即便那冷僻的整个山庄里只住了你们一家人。爸爸 

又是劝又是拽地折腾r你大半天，你还是不肯跟他 

们一起进入泉水。夜半时，所有家人都睡下了，你 

却自己偷偷跑到露天温泉里。群星挂在冒着汩汩热 

气的温泉水面上，山中鸣虫的噪响让水面阵阵共振 

波荡着，山庄已全无灯光，却被银灿灿的水面照亮 

着所有角落。烘热的温泉水滋灌着你全身的毛孔， 

你感觉 自己的身体悬浮飘荡在凝固着的高温空气 

中。 

所有这一切都让你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放松。 

似乎这些夹杂着硫磺气的液体一点点地冲散开 r你 

内心中的堡垒。说起来那样坚硬的堡垒本就不该搭 

建在如此年轻的身体内。有时候我会把一切都怪在 

自己身上。也许本身就是因为我，错误的我，多余 

的我，那些堡垒才会存在。 

随着鸣虫和空气的鼓荡，你的两只手撩拨着 

水面，而后，毫无预兆地，抚摸向了我。我没有任 

何心理准备，被你因这星空虫鸣月光温泉所激起的 

猛然降临的温情而震慑得僵硬。你自然是感受到了 

这种僵硬，你的手却没有立亥0挪开，而是再次、 

再三、再四、再五，轻轻揉搓抚动着我。甚至有那 

么一刻，我隐约感觉到你的手似乎轻柔地捏了我一 

下。尽管那动作非常轻，轻得就像是敷衍，可仍 

然，在我看来那似乎是一刻抑止不住的真情流露。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让我渐渐放下戒备，彻底放 

松起来。有那么一瞬，我甚至感觉，那紧绷在我们 

之间多年随时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将随着这一刻的 

温情而彻底解除。我们都将迎来新的生活，拥抱更 

加完整的彼此。 

就在我这个想法产生了的三秒钟后，你猛然意 

识到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腾的一下从水中 

站了起来，全身的肌肉重新绷紧僵硬了起来，就连 

皮肤都跟着一起不停皱缩着。你仓皇失措地抓起了 

脱在水池边的衣服，连穿都顾不上穿就潜奔回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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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房间。 

没有任何人看到星光下裸身泡温泉的你。只有 

你，看到了你自己。 

那之后很久很久一一久到我都不记得具体年 

头——你都没有再碰过我。说没有碰过实在是太客 

气的说法了，更诚实地来讲，应该说是自那次不留 

神／不经意／违反你根本意志的片刻温情流露以后， 

你反而更加厌恶我了。 

你瞧，这就是我们之间有过的唯一还算温情的 

时刻。很难说哪个更让人感到绝望：是你从来没有 

爱过我，还是那些星火般短暂的怜惜反倒不断加重 

你对我的厌弃。 
一

步一步地，我们就走到这里了。 

真是讽刺，说得好像我有什么选择余地似的。 

医生正在往你身上围一块围裙似的医用罩布，罩布 

完全搭在你身上以后，我才发现这块罩布上面为什 

么会破开两个洞：它结实地遮住了你身体的其他部 

分，唯独那两个破开的洞，把我整个露在了外面。 

再明白不过的昭示了，唯独我，是不受欢迎的亟待 

抛离的部分。即便已经被这种恐惧折磨了多年，但 

如此袒露在除了你我之外的他人面前，还是令我被 

寒气满满地充盈着。 

你躺在手术床上，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你惨 

白的嘴唇，色调近乎于这块罩在你身上的破开两个 

洞的医用罩布。你的心脏强劲地撞击着我，一下接 

着一下。她也想对我说些什么吗。她不断升速地跃 

动，飞快地将血泵人身体各处，我却丝毫感受不到 

它们流向了我的证据。 

我马上就要永远失去你了。永远。这次是真 

的。我有一万个理由自怨自艾，满腹怒火，气话冲 

顶。可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却心疼起了你来。我 

倔强又脆弱的你。我忧郁又开朗的你。我隐忍又无 

可阻挡的你。没有比我更 了解你全部隐秘心事的 

你。这心疼让我愿意为你去死。我也只能为你去 

死。但这将换来你离开我之后全新的话。 

我愿意。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终于确认你就是不 

喜欢我呢。说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事件或时间点是很 

困难的事情。这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不想面对 “自己 



是不受欢迎的”这个现实，而是就连你自己在内， 

也是在漫长而困惑的精神熬煮中才逐渐明确一些事 

情。你很不同，即使在孩童时期，你也不愿对事情 

和自己的喜好做出迅速地判断及决定。你要琢磨， 

你要观察，你要绷紧着嘴唇皱缩着眉头跟所有内在 

的外来的意识进行对抗。这些习惯让你的面部纹路 

比同龄人看起来总是要深簇得多。 

在整整八岁之前你都没有意识到过我的存在。 

我同你身体上其他所有部位几乎同等地位，被嫩白 

柔韧的皮肤所覆盖。当然，你早已意识到长在大人 

们身上同样位置的部分跟我很不相同。她们突出身 

体，圆润饱满，柔软得像是棉花糖。闻起来也像。 

尝起来也像。对于长在别人身上的她们来说，你不 

仅不厌烦，甚至还一度可称得上是迷恋。即使到了 

该上小学的年龄，你还是放学一回家就喜欢扑进妈 

妈的怀里，一边讲着一天的学校见闻，一边抓着妈 

妈的乳房似乎企图挤出点什么液体来。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你并不是不喜欢乳 

房这样东西，你只是不喜欢长在你身上的我。 

对于身体的直觉，或者说，对于身体的耻感， 

有时就是那样不讲道理不由分说地骤然间产生。六 

岁时的某一天，正用洗发液揉搓着你头发的爸爸被 

你猛地一把推开。你小小的词语库中尚无法找到恰 

当的字句来形容你的感受，但就是那么一瞬间，你 

产生了某种恐惧。不是恐惧父亲，而是恐惧 自己。 

薰衣草香味的洗发液顺着额头流进了眼睛里，被你 

沾到了洗发液的小手一揉，眼睛刺辣得更厉害了。 

你坐在浴缸里揉着揉着眼睛就哭了起来，却仍旧固 

执地拒绝再由爸爸来给你洗澡。我说不清，这能不 

能算是我们之间漫长对抗的火种。我想你会拒绝承 

认。我甚至怀疑你自己都已经不太记得这件事了。 

毕竟，相比起未来的斗争，这些直觉的萌生，不过 

像是懵懂含糊的寓言。 

灾难性的九岁降临。短短几个月之间，我借由 

着你身体内不断滋长的激素和充沛的发育能量从一 

块只比胸骨凸起一丁点的皮肤鼓胀成了梅子大小， 

随后是杏子，到了十岁前的两个月，竞变成了油 

桃。你一直持续到现在二十七岁都改不掉的习惯性 

含胸驼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比起六七岁时你像 

是雨后的狗尾巴草一样猛蹿起来的个头，是我的迅 

猛膨胀才让你真的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同班的女生们大部分也在同时间和你产生了类 

似的变化。与你不同，她们身体这个部位的变化似 

乎正是她们期待已久的，你看到她们纷纷都开始戴 

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小号胸罩，每天都把胸挺得高高 

的。而我，每鼓起一丁点，你就把背驼进去更深一 

寸。妈妈很快便发现你不仅拒绝穿上她买给你的胸 

罩，而且背驼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买来了背部矫正 

带强迫你穿上，逼你纠正体态。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吧，我知道了你不喜欢我。 
一 切都再明白不过。就是我想哄骗自己也无法成 

功。一段来 自那个时期的回忆时常像癫痫发作般袭 

击着我。一天你在洗完澡后，一边对着镜子擦干头 

发一边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自从我在你身体内吹 

了气一般地鼓胀起来后，你很少会认真照镜子了， 

尤其是洗完澡后。但是那天，你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越看越失了神起来。头发上没擦干的水珠，顺着发 

丝向你的身体上滚着。已经凉掉的水珠从肩膀滚到 

我这里，让我周围的皮肤都像刺猬炸毛一样竖起来 

无数细小的鸡皮疙瘩。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不是凉掉 

的水珠，是你的眼神。你的眼神跟着那些水珠，一 

次次滚落在我身上。那眼神直接把水珠冰镇成了冰 

粒。 

有些可怕的事情无可挽回地发生了。我在你的 

眼神中只能看到这个。幼嫩的你，茫然的你，身体 

内正发生着暴乱的你，生平第一次久久打量着我。 

用你冰镇了的镭射光一样的眼神。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即使至0现在，我还是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真 

的听清楚了那时你说出口的这句话。我为什么要这 

样对你。我也想知道啊。我控制不了自己在某些激 

素的驱使下每日每夜都在进行微小扩张的趋势。这 

些微小的变化自打我确定我是你的负担后，就成了 

不再休止的战争，时刻在我体内缠斗。 

你的眼神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地扫射着我，让 

我浑身开始战栗起来。我止不住地抖动也牵引着你 

身体的其他部位，跟着我一起跳起了恐惧的桑巴。 

你忽然伸起了右手，向着上方高高抬起，随后 

快速落下，只是落下的位置，是击打在我的身上。 

我一下子懵住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下，随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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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下。那击打并不夹带太多情绪，更像是技术性 

举动：你似乎觉得通过这样的击打，可以将我隆起 

的部分敲击回体内，或者至少能够扼制住我继续蹿 

长的势头。疼痛迅速让位于屈辱。如果我能够哭 

泣，我想那该是个嚎啕大哭的好机会。右手累了以 

后，你又抬起了左手，开始击打另外一边。同样不 

带什么情绪，而是一种策略。九岁的你，认为将行 

之有效的策略。 

类似的事情你并没有做过第二次。那天你穿 

上衣服之前，最后一次冷冷地盯着我，我浑身灼烧 

着滚烫的火红色，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因持续拍击 

而破裂渗血，我感觉自己浸泡在一片耻辱的血海之 

中。你冷静地穿好上衣。衣物的摩擦让我疼得透不 

过气来。 

那之后很长时间，每当你洗澡的时候我都恐 

惧得近乎窒息。生活变成了一场无法摆脱的漫长对 

峙，紧张感渗透在不经意的一分一秒之间。然而类 

似的事情你并没有做过第二次。于是我开始怀疑， 

那天你的举动，并非我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策略，而 

是单纯地惩罚。对我的惩罚。 

就从那时起，你与我之间绵延到此刻的斗争 

彻底拉开了序幕。我知道你会觉得是我打响r第一 

枪：我未经你本人同意的不可思议地野蛮生长。但 

对我而言，那天发生在浴室里的事情才是割裂你我 

的决定性时刻。 

我对你进行的回击，方式简单而粗暴。我所持 

有的唯一武器，就是你对我El益增长的厌恶。因此 

回击的最佳方式，就是报复性地生长，以及伴随着 

这样生长而来的持续胀痛。我渐渐发现，如果疼痛 

来自令你羞耻的部位，就会愈发强烈地加重痛感的 

烈度：即便疼得再厉害，你也不敢伸手去揉摸，也 

羞于启齿对任何人说。 

可是在我看来，你对我的报复永远更加残忍， 

更加无法忍受。你的武器是无视、是鄙夷、是羞 

辱、是麻木冷漠，是通过语言和举动传达出的时刻 

敌意。 
一 度，我们就在这样静默地彼此折磨中忍受着 

对方，甚至，憎恨着对方。 

136 

瞧瞧这个我吧。你身体上对称生长的器官之 

一

。 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高不低，不大不小。 

真皮、细胞、神经、脂肪。我跟你身体的其他器官 

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就要被区别地对待? 

有的时候我也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究竟一切 

为什么就成了这样。比如此刻：我罕见地被充分暴 

露在空气和他人的注视之中，刺眼的无影灯烤射着 

我，医生冰冷的橡胶手套滑过我的皮肤，一支医用 

马克笔在我皮肤下方的边缘处画出两道记号线。我 

企图把握住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最后一些信 

息和感受。 

这样的时刻，应该算是适合冷静下来思考的一 

种好时机。否则还能做些什么呢。就好像我有什么 

选择余地似的。 

那么，究竟一切为什么就戍_r这样呢。有时候 

我觉得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你更多。在你被困惑牢牢 

纠缠住的日子里，大大小小图书馆的书架问、网络 

世界各种边缘的纵深处、社交媒体混乱纷繁的弹窗 

里，我始终陪伴着你一起挖掘你在寻找的金矿。你 

是如此与众不同，自少年开始便抓住了人生中本质 

性的求问：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是因何成 

为这样的人。 

这些书籍和信息一再重复着看似没有意义的工 

程：一层层堆建起你身体内的堡垒，再一次次地推 

倒重建。通过吸收所有这一切，最终只导向同一个 

疑问。如果你拥有⋯一副不该属于你，你也不想要的 

身体形态，你该怎么办。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你不 

是唯一拥有这个疑问的人，远远不是。在你之前的 

千百年中，这个疑问已经出现了各种花样繁多的解 

决方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装作自己跟其他人一 

样，穿上让自己感到舒服的那一类身体形态的衣服 

来达到心理满足，通过各种化妆和掩饰来装作是另 

外一种}生别，深陷痛苦之中离群索居，自我 r结， 

以及，彻底改变身体形态。 

所有因知识和信息叠加而来的，不只有解答， 

更有疑问。你得到了一些答案，也同时得到了更多 

的困惑。它们告诉你，这一切与外部世界息息相 

关，时代变迁、成长背景、童年记忆、基因突变、 

社会风俗。可是你的内部世界呢。所有的外部因 

素，万事万物的关联，这些看似相关的东西就能解 

释你庞杂错落的内在宇宙吗。 



 

另外的一些时候，我觉得我知道的其实比你 

自己更多。谁让我是你近乎完美的生活中，唯一的 

破绽。作为破绽总是会格外敏感。你的父母关系和 

睦，家境良好，对你疼爱有加，而你聪明伶俐，身 

体健康，敏而好学，始终成绩优异。偶尔你在困顿 

到太难受时，会恶狠狠地想如果你自幼成长在一个 

破碎的家庭中该有多好。如果你就像某些心理学案 

例中写到的那样，生在单亲的贫困之家，极度匮乏 

父爱或母爱，那样你会感到更轻松释然吧。至少那 

样让一切都有了确凿的理由。 

从你十三岁到十九岁的整整七年时间里，我被 

你紧紧封死在暗无天 日密不透风的严密包裹中。那 

是你在一篇网帖中学会的法子，立刻就用在了我身 

上。最开始你使用的是长条状的白色棉布。手工课 

是你极少数并不擅长的课程，但你想压制住我的念 

头是如此强烈，让你能够投入相当可观的时间去偷 

偷研制这种长条状裹布。在剪坏了好多块布匹后， 

你终于剪出来一条能够绕着你的胸围裹满五圈还能 

系上扣的这种裹布。在你迫不及待地给我裹上它之 

前，我并没完全搞明白这个小花招具体是怎么操作 

的，又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可怕的青春期。 

随着月经的到来，我在你身体里的存在感越来 

越强烈。先是痒，然后疼，随后又是痒。但你根本 

不想碰我。如果说原本我的存在对于你来说更多是 

心理上的折磨，此时则彻底变成了生理上的煎熬。 

这是我控制不了的变化。这不在我的计划之中。这 

变化给我带来的是超过我承受能力的压制。 

七年的时间里，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 

是从枕头下面掏出裹布，一圈又一圈地把它缠绕在 

我身上。每缠绕一圈，你都会尝试再次收紧一些， 

似乎在试探是不是能够比前一天更紧绷一些。当它 

完全缠绕好以后，你系好系扣，穿上衣服，站到镜 

子前面打量这具被你重新 “改造”过的身体。你对 

效果非常满意。镜子里你的胸前一马平川，看不到 

任何起伏，你的身体呈现出少年才具有的分辨不出 

性别的完美稚嫩曲线。 

你试过各种颜色各种材质。白色、粉色、黑 

色、绿色、橙色、灰色、紫色、棉布、纱布、绸 

子、无纺布、松紧带。当青春期里的其他女孩们津 

津乐道于挑选各种颜色和材质的裙子袜子鞋子指甲 

油时，最吸引你兴趣的却是 自己动手制作各式各样 

的裹布。 

在这种压迫性的包围中，我基本上无法呼吸。 

黑暗、闷热、潮湿没日没夜地裹随着我，汗水成了 

我最亲密的伙伴，只有它与我每时做伴。皮肤、肌 

肉、脂肪和腺体全部挤压在一起，皱缩成一团，我 

越来越无法分辨它们之间的界限。疼痛和压迫感早 

就不是最重要的，缓慢的绝望感日复一日覆盖占领 

着我。哪怕是当黑夜完全占据了房间后，你在睡前 

才放松下来解开裹布的时间里，我也不再能够感受 

到什么了。只有麻木——如果麻木也算得上是一种 

感受的话。 

我就这样寄生在你的身体中。是的，这七年 

里，我不过是一对寄生虫。你是我的寄主，我们相 

互吸食着彼此的精血和内在，不寄托一丝感情。 

这是一种指向自我的酷刑。也是一种无比坚定 

的身体规训。在这样长时间的酷刑和规训下，我终 

于变得如你所愿，服服帖帖。我归顺地停止了生长 

(即便我仍能经常感到在激素的催促下自己仍有继 

续生长的动力)，归顺地不再以疼痛瘙痒或肿胀宣 

告自己的存在感，也归顺地服帖着束缚向下向内沉 

降，靠近我永远做不到但你希望的那个结果。我渐 

渐意识到，原来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决心足 

够强烈的话，就连体内的激素和能量都会跟随着进 

行归服。 

彻底地归顺并放弃抵抗倒是给我带来安宁。 

什么都不再想了。就这样作为一个你厌恶着却又始 

终摆脱不掉的累赘，受着无尽惩罚苟且地存活下去 

吧。在漫长的时间里，我安宁地这样想着，在全然 

的黑暗和奥热中可有可无地陪伴着你。陪伴你进入 

中学，迎来月经，积累知识和见识，爱上第一个男 

孩，不再爱了，爱上第一个女孩，不再爱了，进入 

大学，离开父母和故乡，爱上另一个女孩⋯⋯ 

说到进入大学后你爱过的那个女孩，让我想起 

了这七年暗无天 日的生活里，由她开启过的那一道 

缝隙。这道缝隙令你我不知所措，却也在一段时间 

内一直照亮着我。是从接吻开始的。跟你们之前的 

很多次接吻一样，柔软又温和，直到不再和以往一 

样。你们两个都越来越激动。宿舍里没有人。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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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你的衬衫，你没有反抗。又掀开了你的内衣， 

你的身体向后缩了一下，但没有停下来。她的手摸 

到了紧紧裹住我的裹胸，解开了扣子，把缠绕着我 

的束缚一圈圈地松开。她的手，抚摸到了我。十八 

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我被除了你以外的人，真正 

地，第一次，触碰到。然而我却没有任何反应。唤 

醒这被厌恶，被绑束，麻木的，冰镇一般的我，需 

要的不只是温柔的抚摸。抚摸逐渐变得有力，流淌 

在她手指间的温存仿佛一道接着一道的电击。 

你却在这电击即将真正唤醒我的那一刻，将 

她一把推开。让我想起了六岁时你不由分说地推开 

爸爸的那个瞬间。她有些慌张地向你道歉，你没有 

说什么，只是低下头把扣子重新扣上。你没有说出 

口，她也始终不知道，可我明白。就从那一刻起， 

你对她的爱里面掺入了砂砾。这砂砾垫在你心底， 

时不时地硌你一下。直到最终你们关系消亡，那砂 

砾都未曾磨平。 

我偶尔会回味起那个午后。回想得不是很频 

繁。只是偶尔。如果想得太多，我怕自己会承受不 

了那重量。 ． 

十九岁里不经然的一天，如同你毫无理由就 

决定给我穿上裹胸来生活一样，你毫无理由地解开 

了它，决定自此不要再使用这可怕的东西了。直到 

你把自己的全部裹胸都扔进了垃圾箱里，我都还是 

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久违的自由的风穿拂过你的衬 

衫，撩动着我，让我浑身发痒。很想打个喷嚏。 

我呆呆地想，这跟你爱过的某个女孩或是男孩 

有关吗。在此之前发生在你生命里的所有爱情，我 

都很难过于当真，你的某些身体反应 (其实是没有 

反应)总是让我感觉，所有一切不过又是你自我实 

验的一部分，而不是爱情。你想知道，你想体验， 

你想通过那些去搞清楚，你身体内的动乱是否可以 

通过爱一个人 (不管TA具有什么样的身体形态) 

来彻底解决。实验的结果似乎是让人失望的。无论 

针对于谁的爱，都与你本质上是谁，要成为一个什 

么样的人，并无关联。 

如果那个时候我像后来一样明白，从那时起你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包括将那些裹胸彻底丢弃，都 

跟我们此刻躺在手术床上紧密相联，我还会感到轻 

松释然吗。又或者，我会更加轻松释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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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医师再次对你进行讲解，当你进入全麻以 

后是什么样的状态，让你不要紧张，保持正常地呼 

吸就好，一切都可以放心交给他。主刀医生进行最 

后的准备，在我们身体侧面的台子上摆弄着冰冷的 

刀械，清脆的碰撞声干冷得似乎随时会碎裂。你默 

不作声，而且只以点头回应来自每个人的询问或宽 

慰。 

你我最后的和解，即是永别。 

说到和解。这个词在你十九岁以后的Et记本里 

提到的频率大大提高了。前面十几年跟这个世界时 

刻处于紧绷状态非常直观地改变了你的身体。你的 

肢体语言总是僵硬而紧巴巴的，举手投足间都传递 

着 “我无法放松下来”的气息，人们只是单纯地站 

在你身边就会被紧张感包围起来。 

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寻求的就是与自我的和解 

吧。这远比同其他任何人的和解都要更有难度。因为 

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到底想要什么， 

怎样才能达成和解，又如何积攒勇气去最终实现。 

将我从那个闷湿阴暗挤迫的围困中释放出来， 

是你尝试同我和解的第一步。我早已彻底停止了生 

长，外形也在之前七年的绑缚中变得扁平而下垂。 

那时你还住在大学宿舍里，没法在寝室或洗漱间通 

过镜子仔细观察我，但在洗澡的时候，你经常低下 

头来凝视我。那些凝视是一种交谈。大部分的这种 

交谈属于日常生活范畴内，平淡无奇。这些平淡无 

奇，细浪蚀沙般地开始松解着一些顽固的东西。 

你不仅放弃了密实的裹胸，也同时放弃了一切 

再把我围在什么东西里的打算因此而不穿胸罩，我 

每天活蹦乱跳毫无遮拦地扑腾在你的胸前。你渐渐 

不再总是含着胸，而是努力挺直身体。你甚至跑到 

美容馆里去花钱尝试了一次美胸SPA。说实话那次 

我们俩都不是非常享受。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我确 

实放松了下来，被香薰油浸润着揉抚令我有种仿佛 

快要化成水一般的飘飘欲仙感，但相比起那短短几 

分钟的漂浮感，其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则是尴尬 

到顶点的无力尝试。 

我知道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早在你决定释放 

我之前。这致命的变化注定将彻底改变你我。所有 

矫枉过正的恩宠都只是一种预先补偿。或者说，最 



后的温存。这是你的一个小习惯／毛病。每次你决 

定要跟恋人彻底分手之前，都不会再有任何争吵。 

恰恰相反，你会主动尽量营造一些温馨的回忆，一 

些令人每每回忆起来都会发出会心微笑的甜蜜时 

刻。我是那样了解你，甚过于你 自己。但不知为 

何，我却无论怎样都为自己悲伤不起来。 

你从八岁开始就喜欢写些东西。自己编的小 

故事，心情的片段，谁也不知道是想说些什么的错 

乱诗行。你写出来的那些小故事，在我看来始终都 

是关于同一个主题。可爱美丽的小女孩在森林里摘 

草莓，误食了一颗紫色的草莓之后中毒倒下，却在 

醒来后变成了一个可爱美丽的小男孩；生活着各种 

各样小动物的动物王国中，所有动物的孩子们都是 

从树上长出来的，等到承载着它们的花苞长成熟 

了，就会从树上绽开让小动物们从天而降掉进父母 

怀里；快乐幸福的另一个星球上，所有的人和动物 

都可以随时选择 自己想要的形态，他们的身体内有 
一 个神奇按钮，只需要一按，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想 

法，变成男人或者女人，变成猴子或者蚂蚁，变成 

大树或者小草⋯⋯ 

有时我觉得，写下这些故事时的你，比紧闭着 

嘴唇愁思苦想的你，更加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又 

或许，不管是哪个你，都早已知道答案，唯一难住 

你的，只在于你尚未明确该如何实现。因此当你终 

于明确了之后，你我之间持久的对抗瞬间就像崩断 

了的箭弦，余下的唯有漫长的告别。长达八年的， 

漫长的告别。， 

麻醉医师将麻醉面罩覆盖住你的口鼻，把拉绳 

绷住在你的脑后。你攥紧了双拳。麻醉剂顺着面罩 

轻缓地涌进你的鼻腔里，你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并没有吸入。几粒鸡皮疙瘩猛地蹿起在我的皮肤 

上。难道你是想放弃了吗?你终于后悔了，不想离开 

我了吗?这时候反悔还能来得及吗?你松开了双拳， 

放松鼻腔附近的肌肉，试探性地、缓慢地，吸进了麻 

醉剂。一口，然后又是一口，然后又是一口。 

我可真是可笑啊。即使长达八年的漫长告别， 

还是会在最后一刻产生绝望的幻想吗。这些幻想， 

早就该在过去的八年里全部磨灭了才对啊。磨到渣 

都不剩才对啊。毕竟，我可是始终陪着你啊。陪着 

你搜集各类医学资料，陪着你查访各个医院，陪着 

你面对同家人拉锯战一般的谈判与妥协，陪着你为 

了这个既定目标而拼命工作攒钱，陪着你接受恋人 

朋友们全部的支持不理解和周而复返，陪着你一次 

次在泪水中动摇又一次次在泪水中下定决心。我是 

如此心甘情愿地爱着你，这爱，并不可笑吧。绝不 

可笑。 

你已经在麻醉剂的作用下越来越放松下来，肌 

肉接近瘫软。根据我们查询到的资料，我应该会在 

五分钟之内完全失去知觉。现在这项手术的技术已 

经非常完备，只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重 

获一副新的身体，你渴望已久的，你应得的身体。 

而我呢。我可能躺在医院后院里堆成山的医学 

垃圾废品中，跟从某堆渴望青春再现的中年女人肚 

皮里抽出的脂肪和某个刚从未成年妈妈未谙世事的 

子宫里以死胎的形式突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婴儿躺 

在一起，哀叹自己短暂的一生。也可能直接被护士 

端在盆子里冲进下水道，随着这座城市各种废弃的 

液体一道流进某条阴渠中七转八转后再一起流入某 

间污水处理厂。我们都是人们不要的东西，相互挤 

挨在一起谁也不必嫌弃谁。 

哦，不。我不想想这些，我不想说这些。成为 

你身体的一部分二十七年，即便你再不情愿，我也 

实实在在地是你的一部分，与你共享着同样的情绪 

和好恶。在这终于降临的真正永别的时刻，我只想 

用这最后的五分钟重温你我之间全部的温情。 

你还记得吗。那晚群星挂在冒着汩汩热气的 

温泉水面上，山中鸣虫的噪响让水面阵阵共振波荡 

着，山庄已全无灯光，却被银灿灿的水面照亮着所 

有的角落。烘热的温泉水滋灌着你全身的毛孔，你 

感觉自己的身体悬浮飘荡在凝固着的高温空气中。 

你轻抚着我。一次又一次。 

我开始相信，这就是最好的安排。你遇到了生 

为一个人可能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你没有被它压 

倒。你重新获得了你自己。完整的，你自己。 

别了，我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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