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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心里，一阵巨大的震动，这些年我也从没有想过，丁时辉的内心里埋

藏着那么巨大的一盘计划。

我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顺意还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把灯调亮，

坐到她身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们现在有多少钱？顺意转过来，瞅

着我，她眼里有泪痕，我才发现电视里正播的是一出韩剧。顺意喊起来，你

一个暑假不着家，回来就问我要钱？有明学习的事情，你过问了吗？我讪笑

着，不是给他请了老师，这个暑假让他去补习了吗？顺意摇着头，老师是请

了，可是他学得怎么样呢？我说，我真急着用钱，丁时辉出事了，我得帮帮

他。顺意哼一声，你爱帮谁我管不着，可是你别打我的主意。我说，怎么是

打你的主意呢？那些钱我应该也有一份的，我可是把工资卡都交给你了。顺

意几乎要跳起来，就你那份工资？你住在这里，不用交房贷吗？你每天吃家

里的用家里的，不用交伙食费吗？你穿的衣服你买的书，哪样不是从我这里

出的？还有你帮补你三弟、四妹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顺意摔了抱枕，得

了，从今往后我都不管了，在抽屉里都拿走吧。滚开去，别烦我看电视！

我进了房间，翻箱倒柜找着。我又欠了这个家庭的债，但现在我满心想

的只是尽力帮助丁时辉，因为丁时辉也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是对方的互文。原本，从村里回来的路上，我还想着跟他说说我这

个暑假的收获，比如我在村里起名的农耕记忆馆，比如我笔记本里记得满满

的那些文字，比如我想要写一本关于农耕文明的书。如今，也不知道要到何

时才有机会说了。

责编：王十月

它漂浮在一团混沌不明之中。空间狭窄得

令它惊恐，稍微舒展身体就会触碰到边界。在

最初难以克制的好奇探寻之后，它不再愿意总

是去触碰那些边界。也许边界存在的本身就令

它难以接受。至少，不去触碰的时候，那种漂

浮着的失重感会模糊掉边界。黑暗与隐约的光

明交替而至。它已经可以偶尔睁开双眼，却无

法辨知任何事物，唯有在机械地张合过后，更

长久地闭上它们。

这片水域原本清澈无他。水源自各处析出，

缓慢地聚拢在它的身边。它游弋在一片清澄之

中，翻滚滑翔，犹如一位御风的少年。御风的

少年虽然踏住了这风，却暂时哪里也去不了，

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之中等待着自己的时刻到

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域逐渐走向了自己的

浑浊。脱落的细胞，纤微的毛发，它自己吞来

又吐去的尿液，都加入了这水域的风中。在它

长大以后，会对包裹着自己的清澈与浑浊有更

多认识，但此刻，能飞起来的少年根本不会担

忧脚下的风是什么颜色。

那些年轻的风，打着转儿，滚在它的足下、

它的指尖。风和风之间细细地摩擦着，交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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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它的各种秘密。秘密和秘密之间也细细地

摩擦着，在水域之中发着光。现在它还不知道

这些黑暗中的秘密对它来说意味着什么。

黑暗令它感到困惑。曾经，是偶然而至的

光明令它感到困惑。现在，则是黑暗令它感到

困惑。如果黑暗和光明永远是交替而来的，那

为什么黑暗的时间，总是远远大过于光明呢？

如果光明只会如此短暂地降临，而后又是长久

的黑暗，那这光明除了惹人心绪混乱以外，还

有什么价值呢？

比这片水域更像真正海洋的，应该是声音

的海洋。第一束能够确认下来的声音，仿若擂

鼓，咚——咚——咚——咚，将它的全身左右

震荡。鼓手到底是谁呢？总之不是它。它却需

要伴着这鼓点难以自制地起舞。很快地，各式

声音开始终日覆盖在它身上。每一束声音的袭

来都需要经过这片水域的反复洗刷，变了形以

后填充进它的身体。未来当它学会了游泳，勇

敢地潜入水下听别人在水面上说话时，会不会

回忆起那其实就是此时它已经熟悉的声音呢？

声音的海洋，浪滚着浪，所有经过洗刷的

声音一束束冲击着它的耳膜。它听不清晰那些

声音，也暂时绝对无法理解那些声音，然而那

些声音依然可以作用于它。因为声音虽然可以

不清晰，但永远包纳着情绪。因此，好的情绪

可以托起它，坏的情绪则可以……

房间里的吊灯被猛地点亮。她吓了一跳，

睁开了双眼。突袭的光线刺痛了她，她赶紧又

慌慌张张地合上了眼睛，隔着两张轻薄的眼皮

去适应那她以前就经常抱怨亮度过分的灯光。

点亮吊灯的丈夫向自己身后跳了一小步，嘴里

夸张地呦呵了一声，仿佛他受到的惊吓永远大

过于她的。

她凭着听觉和隔着轻薄眼皮对阴影的觉知，

知道丈夫正走向自己，脚步里伴着与他个性相

冲突的犹豫。三步四步五步，她用千斤顶把上

下眼皮掀开了一道缝儿。六步七步八步，丈夫

从那道缝儿里的火柴棍胀大成一头熊。千斤顶

完全顶开了眼皮，这头熊轰隆伏倒在沙发上，

她被下降的重量弹得屁股飞起离地一秒钟。

“都说了好几次了，别黑灯瞎火地坐着瞎

琢磨。”丈夫说着，下意识地把手掌覆盖在她的

肚皮上，顺着肚脐眼向下摸去，小拇指边缘触

碰到大腿根了，又折返回来向上摸去，这样擀

面皮般循环往复。有时她会想象这种上了瘾似

的下意识行为即使在孩子出生以后也很难改正，

而他如果对着一张空塌塌的肚皮感觉找不回曾

经那种触摸的质感，会趁她不备令她再次怀孕，

不是因为他喜欢小孩，只是为了他可以摸上几

个月那饱满而内容充实的肚皮。

都说了好几次了，不是瞎琢磨，那叫冥想。

她抓起丈夫的手，放到他自己的肚皮上。被打

断冥想的焦躁空气罩般死死罩着她。对对对，

我说错了，是冥想，能不能跟我说说，冥想时

候都想什么呢？丈夫的手又盖到了她的肚皮上，

她再次抓起他的手，放回到他自己的肚皮上。

想孩子。跟我说说嘛，孩子什么样？生

出来你不就知道什么样了？既然生出来就知道

什么样了你干吗还总黑灯瞎火地坐那儿天天想

啊？丈夫的爪子不知道怎么又盖在了她肚皮上。

她感觉那只爪子像是会吸星大法，把自己的力

气和反抗的兴致都吸走了。爪子在肚皮上按兵

不动了一会儿，见肚皮的主人没有反抗，又像

擀面皮一样上下滚动了起来。

我妈说，孕期到这时候了，忌讳成天总是

想东想西的，影响孩子将来的性格。

丈夫的手其实是温柔的，一直都很温柔。

从恋爱一直到现在，这只手的性格里就没有出

现过任何跟粗鲁挂边的东西，不像她以前接触

过的一切男人的手。这只温柔的手，恋爱时捧

住她的脸蛋会持续地微微颤抖，汗水渍满掌心，

就连指尖都是湿的。有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就

是为了这只温柔的手才决心嫁给他的。

我觉得吧，孩子的性格随我就最好了，随

性一点，随性一点嘛，哈哈。丈夫的笑产生了

一些微弱的电流，顺着他擀面皮的手，流到了

她的肚皮上，又顺着她的皮肤穿越一颗颗器官，

到达了它的身上。它在里面抽搐了一下。哎呀

哎呀，动了！动了！你看，我儿也同意我说的

话！哈哈哈……

她闭上眼睛，身体跟着它一起，在那片水

域中抽搐、翻转，脑袋摆动。原本顶到嘴皮子

上的话滚在嘴皮子里面，滚了几下就散掉了。

男人们通常意识不到，从男人嘴里能吐出来的

各种让人听不下去的话里，“我妈说”这三个字

是最让人丧气的。

她睁开眼，意识到自己必须把话题转向他

处，不然那只让自己愿意嫁给他的温柔的手，

会长出翅膀来飞向天边。她开始谈起昨晚两人

蜷在沙发上一起看的那部电影，她最近合着自

己口味做出的菜品他吃起来会不会过于清淡，

他公司里那个总是纠缠他的性向不明的同事最

近有没有什么出格举动。他迅速被这些话题缠

绕进去了，擀面杖般温柔的手心，析出阵阵细

汗，隔着肚皮加热着它的水域。她做起这些来

已经轻车熟路，在他不知觉的无数个瞬间里，

悄声无息地拯救着两个人的婚姻。她倒也不会

感觉到辛苦，对于像她这样的人来说，愿意奉

献自己作为两人共同的容器去创造一个新的生

命，最辛苦的部分远远发生在做出这个决定之

前。当然了，这又是一件他无法觉知也无法理

解的事情。

关于它的冥想并不是无缘无故就降临在她

身上的，只是近来愈发频繁起来。起先，跟她

第一次陷入冥想的情况类似，只有某些特殊的

事件或情境会让她产生关于它的冥想。后来，

只要环境安静阴暗，她的心情放松，就会进入

这种冥想的状态里。近来，发展到她习惯于每

天至少找到半小时的空挡，主动去进行这种冥

想。愈是频繁，她愈是明白了，这种冥想带给

她的慰藉要远大于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结果

这件事就变成了，她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

它，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偶尔会让她产生突发

的恐慌，仿佛该为自己的自私举动感到羞愧。

有时候，她会在冥想中，发现漂浮在羊水中的

那个御风的少年，是自己，而不是它，有时候，

则是丈夫，而不是它。

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地跟另

一个生命绑定在一起了。那根链接两人的脐带

对此绑定贡献的力量有限。两个月后这条物理

的绑定就将宣告破裂。更深层次的绑定将绵延

她与它的终生，尽管说来残忍，但是除了她与

它之外的任何人——不管是丈夫，还是他们两

人的家人，甚至包括它未来的爱人和孩子——

都与这种绑定既无关联也无阻碍。这就是她与

它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是她在某次冥想时得出

的结论。她没有把这结论告知任何人，不是因

为结论太残忍，抑或太自负，就是，怎么说呢，

说出来也没用。这事儿已经定了。

简直没有比这种绑定更可怕的事儿了。自

然，是甜蜜的可怕，是美好的可怕，是积极的

可怕，b 啦 b 啦 b 啦。但还是可怕。当这种可

怕像家里养的那只猫一样总是赖唧唧地舔她的

脚趾蹭她的大腿时，她没法像蹬开猫一样蹬开

这可怕。最近这些担忧已经离她比较远了，她

可以用一根绳子固定住那些情绪，圈养在某个

角落里。可能是冥想在其中起到了作用。毕竟

相比起最开始冥想的那些场景，最近几周的冥

想简直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祥和”了。

第一次突发冥想时脑子里的场景，像趴在

她鼻子上吸血的水蛭，蠕动着，近在眼前，无

法拔除，企图以小得可怜的黏糯身躯抽干她浑

身全部血液。促成那次冥想的直接诱因是她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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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它的各种秘密。秘密和秘密之间也细细地

摩擦着，在水域之中发着光。现在它还不知道

这些黑暗中的秘密对它来说意味着什么。

黑暗令它感到困惑。曾经，是偶然而至的

光明令它感到困惑。现在，则是黑暗令它感到

困惑。如果黑暗和光明永远是交替而来的，那

为什么黑暗的时间，总是远远大过于光明呢？

如果光明只会如此短暂地降临，而后又是长久

的黑暗，那这光明除了惹人心绪混乱以外，还

有什么价值呢？

比这片水域更像真正海洋的，应该是声音

的海洋。第一束能够确认下来的声音，仿若擂

鼓，咚——咚——咚——咚，将它的全身左右

震荡。鼓手到底是谁呢？总之不是它。它却需

要伴着这鼓点难以自制地起舞。很快地，各式

声音开始终日覆盖在它身上。每一束声音的袭

来都需要经过这片水域的反复洗刷，变了形以

后填充进它的身体。未来当它学会了游泳，勇

敢地潜入水下听别人在水面上说话时，会不会

回忆起那其实就是此时它已经熟悉的声音呢？

声音的海洋，浪滚着浪，所有经过洗刷的

声音一束束冲击着它的耳膜。它听不清晰那些

声音，也暂时绝对无法理解那些声音，然而那

些声音依然可以作用于它。因为声音虽然可以

不清晰，但永远包纳着情绪。因此，好的情绪

可以托起它，坏的情绪则可以……

房间里的吊灯被猛地点亮。她吓了一跳，

睁开了双眼。突袭的光线刺痛了她，她赶紧又

慌慌张张地合上了眼睛，隔着两张轻薄的眼皮

去适应那她以前就经常抱怨亮度过分的灯光。

点亮吊灯的丈夫向自己身后跳了一小步，嘴里

夸张地呦呵了一声，仿佛他受到的惊吓永远大

过于她的。

她凭着听觉和隔着轻薄眼皮对阴影的觉知，

知道丈夫正走向自己，脚步里伴着与他个性相

冲突的犹豫。三步四步五步，她用千斤顶把上

下眼皮掀开了一道缝儿。六步七步八步，丈夫

从那道缝儿里的火柴棍胀大成一头熊。千斤顶

完全顶开了眼皮，这头熊轰隆伏倒在沙发上，

她被下降的重量弹得屁股飞起离地一秒钟。

“都说了好几次了，别黑灯瞎火地坐着瞎

琢磨。”丈夫说着，下意识地把手掌覆盖在她的

肚皮上，顺着肚脐眼向下摸去，小拇指边缘触

碰到大腿根了，又折返回来向上摸去，这样擀

面皮般循环往复。有时她会想象这种上了瘾似

的下意识行为即使在孩子出生以后也很难改正，

而他如果对着一张空塌塌的肚皮感觉找不回曾

经那种触摸的质感，会趁她不备令她再次怀孕，

不是因为他喜欢小孩，只是为了他可以摸上几

个月那饱满而内容充实的肚皮。

都说了好几次了，不是瞎琢磨，那叫冥想。

她抓起丈夫的手，放到他自己的肚皮上。被打

断冥想的焦躁空气罩般死死罩着她。对对对，

我说错了，是冥想，能不能跟我说说，冥想时

候都想什么呢？丈夫的手又盖到了她的肚皮上，

她再次抓起他的手，放回到他自己的肚皮上。

想孩子。跟我说说嘛，孩子什么样？生

出来你不就知道什么样了？既然生出来就知道

什么样了你干吗还总黑灯瞎火地坐那儿天天想

啊？丈夫的爪子不知道怎么又盖在了她肚皮上。

她感觉那只爪子像是会吸星大法，把自己的力

气和反抗的兴致都吸走了。爪子在肚皮上按兵

不动了一会儿，见肚皮的主人没有反抗，又像

擀面皮一样上下滚动了起来。

我妈说，孕期到这时候了，忌讳成天总是

想东想西的，影响孩子将来的性格。

丈夫的手其实是温柔的，一直都很温柔。

从恋爱一直到现在，这只手的性格里就没有出

现过任何跟粗鲁挂边的东西，不像她以前接触

过的一切男人的手。这只温柔的手，恋爱时捧

住她的脸蛋会持续地微微颤抖，汗水渍满掌心，

就连指尖都是湿的。有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就

是为了这只温柔的手才决心嫁给他的。

我觉得吧，孩子的性格随我就最好了，随

性一点，随性一点嘛，哈哈。丈夫的笑产生了

一些微弱的电流，顺着他擀面皮的手，流到了

她的肚皮上，又顺着她的皮肤穿越一颗颗器官，

到达了它的身上。它在里面抽搐了一下。哎呀

哎呀，动了！动了！你看，我儿也同意我说的

话！哈哈哈……

她闭上眼睛，身体跟着它一起，在那片水

域中抽搐、翻转，脑袋摆动。原本顶到嘴皮子

上的话滚在嘴皮子里面，滚了几下就散掉了。

男人们通常意识不到，从男人嘴里能吐出来的

各种让人听不下去的话里，“我妈说”这三个字

是最让人丧气的。

她睁开眼，意识到自己必须把话题转向他

处，不然那只让自己愿意嫁给他的温柔的手，

会长出翅膀来飞向天边。她开始谈起昨晚两人

蜷在沙发上一起看的那部电影，她最近合着自

己口味做出的菜品他吃起来会不会过于清淡，

他公司里那个总是纠缠他的性向不明的同事最

近有没有什么出格举动。他迅速被这些话题缠

绕进去了，擀面杖般温柔的手心，析出阵阵细

汗，隔着肚皮加热着它的水域。她做起这些来

已经轻车熟路，在他不知觉的无数个瞬间里，

悄声无息地拯救着两个人的婚姻。她倒也不会

感觉到辛苦，对于像她这样的人来说，愿意奉

献自己作为两人共同的容器去创造一个新的生

命，最辛苦的部分远远发生在做出这个决定之

前。当然了，这又是一件他无法觉知也无法理

解的事情。

关于它的冥想并不是无缘无故就降临在她

身上的，只是近来愈发频繁起来。起先，跟她

第一次陷入冥想的情况类似，只有某些特殊的

事件或情境会让她产生关于它的冥想。后来，

只要环境安静阴暗，她的心情放松，就会进入

这种冥想的状态里。近来，发展到她习惯于每

天至少找到半小时的空挡，主动去进行这种冥

想。愈是频繁，她愈是明白了，这种冥想带给

她的慰藉要远大于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结果

这件事就变成了，她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

它，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偶尔会让她产生突发

的恐慌，仿佛该为自己的自私举动感到羞愧。

有时候，她会在冥想中，发现漂浮在羊水中的

那个御风的少年，是自己，而不是它，有时候，

则是丈夫，而不是它。

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地跟另

一个生命绑定在一起了。那根链接两人的脐带

对此绑定贡献的力量有限。两个月后这条物理

的绑定就将宣告破裂。更深层次的绑定将绵延

她与它的终生，尽管说来残忍，但是除了她与

它之外的任何人——不管是丈夫，还是他们两

人的家人，甚至包括它未来的爱人和孩子——

都与这种绑定既无关联也无阻碍。这就是她与

它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是她在某次冥想时得出

的结论。她没有把这结论告知任何人，不是因

为结论太残忍，抑或太自负，就是，怎么说呢，

说出来也没用。这事儿已经定了。

简直没有比这种绑定更可怕的事儿了。自

然，是甜蜜的可怕，是美好的可怕，是积极的

可怕，b 啦 b 啦 b 啦。但还是可怕。当这种可

怕像家里养的那只猫一样总是赖唧唧地舔她的

脚趾蹭她的大腿时，她没法像蹬开猫一样蹬开

这可怕。最近这些担忧已经离她比较远了，她

可以用一根绳子固定住那些情绪，圈养在某个

角落里。可能是冥想在其中起到了作用。毕竟

相比起最开始冥想的那些场景，最近几周的冥

想简直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祥和”了。

第一次突发冥想时脑子里的场景，像趴在

她鼻子上吸血的水蛭，蠕动着，近在眼前，无

法拔除，企图以小得可怜的黏糯身躯抽干她浑

身全部血液。促成那次冥想的直接诱因是她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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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丈夫跟她之间第一次剧烈的争吵。情绪平

息过后，她知道那是多种情绪搅和在一起形成

的作用力，是从第一次来月经以后到现在将近

二十年里积聚起来的恐惧的一次完美的集中爆

发。在所有奔荡在血管里的恐惧分子里面，尖

声吼叫着跑在最前方的该数“对于未知的恐

惧”，它身后还有“措手不及”“永远没法准备

好”和“老娘的个人生活算是完蛋了”咆哮着

紧追不舍。吵架的具体原因完全没有重要性，

两个成年人类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有上百条理由

可以成为正当争吵的导火索。之所以能吵得还

算激烈起来，大致是因为孕期头三四个月的不

稳定期已过，丈夫便稍微有了些敢顶回嘴的底

气。

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嘴瘾一通过完，丈夫

抓起车钥匙夺门而逃，她只觉眼前浮腾着两团

黑乎乎黏腻腻的雾块儿，坐在沙发上大口喘气。

气慢慢地可以喘得顺了，眼前的黑雾却越裹越

浓厚。她索性闭上眼。雾气由眼眶渐渐下移，

沉到下巴，头便重得垂了下去。沉到颈窝，肩

膀向前垮了下去。沉到胸口，整个上半身都跟

着折向下半身。最后，沉到了肚子里。浓黑的

雾中，第一次冥想不期而至。

声音的海浪一波紧跟着一波撩拨着它的幼

嫩耳膜，它刚刚生长出的，蝉翼般轻薄的幼嫩

耳膜。它在独属于它的清澄水域之中，没有盾

牌可以阻挡那些声音的海浪，也没有沙丘可以

供它躲藏。海浪的浪头里镶着银针，浪身里夹

着棍棒。

它不知道，没有能力知道，这些海浪不是

冲着它来的。它只拥有这片水域。那些避无可

避的海浪也是这片水域的一部分。比它蝉翼般

轻薄的耳膜还要更幼细的，大概就是它对这片

水域的信心了。如果这些海浪就是水域的真相，

这样的水域，还有什么值得一直游弋下去的价

值呢？

它感到寒冷。太冷了。它伸出手去握住了

什么。握住了什么呢？一条坚韧的管道，连接

它与水域之外世界的管道，为它输送营养供它

成长的管道，当它踩着风在天上飞时，可以把

它拉回地面的管道。它想重新变得温暖。它拉

扯着那根坚韧的管道浮游起舞，让管道成为它

的羽衣，一圈圈绕满它的身体。它需要的温暖。

声音渐渐被挡在管道的羽衣之外了，它终于有

了盾甲，那些海浪没法再伤害到它。至于别的

呢，都不再重要。

她挣扎着睁开双眼，眼前仍是模模糊糊的，

她大口呼吸，企图驱散肚腹中的黑雾。惊慌分

子取代了恐惧分子在血脉里奔跑着尖叫，瞬间

占领了全部领地。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生理反

应，她感觉下腹一阵阵绞痛袭来。她立刻打电

话给丈夫，叫他马上开车回来接自己去医院。

办理了建档手续的公立大医院一时预约不到当

天的产检，他们开车直奔相对高价的私立医院。

你看，在这儿呢，一切都好好的。头在这

儿，你看，这大高鼻梁，随你们俩谁啊？腿挺

长的，估计是随你。看见这几个圆圆的小球儿

似的东西了吗？这是它正在吐泡泡玩儿呢。医

生用手指划拉着 B超屏幕，用兜售当季最新菜

品般的口气轻松地介绍着它。整片水域已经在

屏幕上一览无余，她自己也看得非常清晰，可

她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大夫，脐带正常吗？有

没有绕颈迹象？有没有其他缠绕情况？也许产

科医生附加值最高的功能就是安慰动辄惊恐不

安的产妇，在缠磨了大夫半个多小时以后，她

总算安下心来，肚子也不觉得痛了。

走出 B超室，看到满头大汗魂飞魄散眼眶

红红的丈夫，她将原本揣在腮帮子里的几句轻

省的埋怨话也嚼吧嚼吧咽了回去。回家的车上，

丈夫指天剁地地发愿再也不跟她吵架了，再也

不会夺门而逃了。她不言语。她知道如果她不

想吵，这样的架就吵不起来。她也没有告诉丈

夫自己陷入冥想时看到的情景才是让自己坚持

检查的原因，只说了是感觉腹痛。她不知道如

何开口去解释那个场景。她一度觉得自己在发

疯。

还好那个黑雾般令人窒息的场景没有再回

到她的冥想中来。一切的忧虑和恐慌都能够找

到其现实依据和科学解释。一切的心理问题和

异质想象也如是。她接受过的教育和读过的书

这样告诉她。她自己也能分析列举出个十条八

条。然而，这些对于她想要弄清楚的问题隔着

厚重的一堵墙。这面墙靠科学恐怕是凿不出一

道缝儿来。究竟要靠什么呢？她不知道自己现

在对于所谓冥想的这种依赖，是不是自己手里

能找到的唯一一把凿子？

御风少年已经可以顶起风来了。风的碎屑

流动着穿过它的手指，流向下一阵风。它拥有

了只属于它的诗。在风里练习吹口哨，接受它

尚不熟悉的各种秘密。水域依然充沛，但边界

却日益狭窄。这日益狭窄却指向某种全新的开

阔。它即将破浪而至，踩着那风降临。

含着它那片水域的皮肤正趋向透明。那个

新的世界正像花一样一层层绽开在它眼前。它

现在可以透过那片毛玻璃样的含着它的皮肤望

着这个世界。黑暗不再令它困惑，因为光明的

交叠愈发频繁。甚至连黑暗，也开始发起微弱

的光来了。再也不是一片整寂的黑暗。未来它

将怀念那整寂的黑暗，但现在它还没有。未来

它将在一些时刻怀念这水域的一切，但现在它

还没有。

它顶起风，并未感觉到重量。毛玻璃外面

的世界有种辨不清方向的吸引。看呢，这摆满

书架的房间是你在新世界里的微小阵地，这个

挤眉弄眼的男人将充当你之后十数年的移动堡

垒，门外那只将来会特别喜欢你身上奶腥气的

四脚长毛动物并不真的是你弟弟。

它抬起头，望向毛玻璃的顶端，这个在黑

暗中闭着双眼的女人。这是毛玻璃的主人，析

出这片水域的源头，你脚下那风的终点，与你

此后一生紧紧绑定的线头的另一端。

它知道了，自己来自御风者的家族。它的

身体仍蜷缩成一团，与边界暗中较着劲。那条

坚韧的管道，线头的另一端，女人睁开了双眼。

它忽然能够看得清晰，不再有毛玻璃样的东西

拦在自己眼前。它张望向四周，用她的眼睛凝

视着这片黑暗。女人的双眼在黑暗中闪着光亮。

她低下头，看到自己的肚皮接近透明，皮肤之

下的那团水域里，游弋着一个在发光的生命。

她看着它。它看到了它自己……

已经是产前最后一次 B超了，丈夫仍像个

孩子一样，央求她允许自己问一下大夫到底是

男孩还是女孩。被她拒绝后，丈夫噘着嘴嘟囔

抱怨说到现在都不知道婴儿服该买什么颜色。

她懒得争执了，只觉得好笑。明明丈夫自己都

是爱穿粉色衬衫的人，而她最喜欢的颜色就是

蓝色，一个婴儿服的颜色选择就好像能提前帮

助孩子确定未来的性别认同完全是 20 世纪的思

路。她知道，丈夫就是不喜欢这个可能性各占

百分之五十的谜面，这个谜面的绵延时间对于

他来说，过分漫长了。

尽管每次做 B超时，都是她能够有机会真

正与它对望的时刻，但她始终对于这种会面的

形式感到不舒服。喜悦自然是有的，尤其是当

医生用仪器播放胎儿的心跳声时，那快速而强

劲的心跳声总是能连她身体里最麻木的部分都

给锤醒过来。但如此将自己的内部，那片水域，

和它，一并暴露在他人面前，总归是令她感到

不适，仿佛一个独属于她与它二人的神秘世界，

被三流丙等的编剧改写成肤浅的青春电影摆上

大银幕。

医生对她的胎位情况表示很满意，满意到

每隔几秒钟就要表达一次，似乎要是有个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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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丈夫跟她之间第一次剧烈的争吵。情绪平

息过后，她知道那是多种情绪搅和在一起形成

的作用力，是从第一次来月经以后到现在将近

二十年里积聚起来的恐惧的一次完美的集中爆

发。在所有奔荡在血管里的恐惧分子里面，尖

声吼叫着跑在最前方的该数“对于未知的恐

惧”，它身后还有“措手不及”“永远没法准备

好”和“老娘的个人生活算是完蛋了”咆哮着

紧追不舍。吵架的具体原因完全没有重要性，

两个成年人类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有上百条理由

可以成为正当争吵的导火索。之所以能吵得还

算激烈起来，大致是因为孕期头三四个月的不

稳定期已过，丈夫便稍微有了些敢顶回嘴的底

气。

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嘴瘾一通过完，丈夫

抓起车钥匙夺门而逃，她只觉眼前浮腾着两团

黑乎乎黏腻腻的雾块儿，坐在沙发上大口喘气。

气慢慢地可以喘得顺了，眼前的黑雾却越裹越

浓厚。她索性闭上眼。雾气由眼眶渐渐下移，

沉到下巴，头便重得垂了下去。沉到颈窝，肩

膀向前垮了下去。沉到胸口，整个上半身都跟

着折向下半身。最后，沉到了肚子里。浓黑的

雾中，第一次冥想不期而至。

声音的海浪一波紧跟着一波撩拨着它的幼

嫩耳膜，它刚刚生长出的，蝉翼般轻薄的幼嫩

耳膜。它在独属于它的清澄水域之中，没有盾

牌可以阻挡那些声音的海浪，也没有沙丘可以

供它躲藏。海浪的浪头里镶着银针，浪身里夹

着棍棒。

它不知道，没有能力知道，这些海浪不是

冲着它来的。它只拥有这片水域。那些避无可

避的海浪也是这片水域的一部分。比它蝉翼般

轻薄的耳膜还要更幼细的，大概就是它对这片

水域的信心了。如果这些海浪就是水域的真相，

这样的水域，还有什么值得一直游弋下去的价

值呢？

它感到寒冷。太冷了。它伸出手去握住了

什么。握住了什么呢？一条坚韧的管道，连接

它与水域之外世界的管道，为它输送营养供它

成长的管道，当它踩着风在天上飞时，可以把

它拉回地面的管道。它想重新变得温暖。它拉

扯着那根坚韧的管道浮游起舞，让管道成为它

的羽衣，一圈圈绕满它的身体。它需要的温暖。

声音渐渐被挡在管道的羽衣之外了，它终于有

了盾甲，那些海浪没法再伤害到它。至于别的

呢，都不再重要。

她挣扎着睁开双眼，眼前仍是模模糊糊的，

她大口呼吸，企图驱散肚腹中的黑雾。惊慌分

子取代了恐惧分子在血脉里奔跑着尖叫，瞬间

占领了全部领地。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生理反

应，她感觉下腹一阵阵绞痛袭来。她立刻打电

话给丈夫，叫他马上开车回来接自己去医院。

办理了建档手续的公立大医院一时预约不到当

天的产检，他们开车直奔相对高价的私立医院。

你看，在这儿呢，一切都好好的。头在这

儿，你看，这大高鼻梁，随你们俩谁啊？腿挺

长的，估计是随你。看见这几个圆圆的小球儿

似的东西了吗？这是它正在吐泡泡玩儿呢。医

生用手指划拉着 B超屏幕，用兜售当季最新菜

品般的口气轻松地介绍着它。整片水域已经在

屏幕上一览无余，她自己也看得非常清晰，可

她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大夫，脐带正常吗？有

没有绕颈迹象？有没有其他缠绕情况？也许产

科医生附加值最高的功能就是安慰动辄惊恐不

安的产妇，在缠磨了大夫半个多小时以后，她

总算安下心来，肚子也不觉得痛了。

走出 B超室，看到满头大汗魂飞魄散眼眶

红红的丈夫，她将原本揣在腮帮子里的几句轻

省的埋怨话也嚼吧嚼吧咽了回去。回家的车上，

丈夫指天剁地地发愿再也不跟她吵架了，再也

不会夺门而逃了。她不言语。她知道如果她不

想吵，这样的架就吵不起来。她也没有告诉丈

夫自己陷入冥想时看到的情景才是让自己坚持

检查的原因，只说了是感觉腹痛。她不知道如

何开口去解释那个场景。她一度觉得自己在发

疯。

还好那个黑雾般令人窒息的场景没有再回

到她的冥想中来。一切的忧虑和恐慌都能够找

到其现实依据和科学解释。一切的心理问题和

异质想象也如是。她接受过的教育和读过的书

这样告诉她。她自己也能分析列举出个十条八

条。然而，这些对于她想要弄清楚的问题隔着

厚重的一堵墙。这面墙靠科学恐怕是凿不出一

道缝儿来。究竟要靠什么呢？她不知道自己现

在对于所谓冥想的这种依赖，是不是自己手里

能找到的唯一一把凿子？

御风少年已经可以顶起风来了。风的碎屑

流动着穿过它的手指，流向下一阵风。它拥有

了只属于它的诗。在风里练习吹口哨，接受它

尚不熟悉的各种秘密。水域依然充沛，但边界

却日益狭窄。这日益狭窄却指向某种全新的开

阔。它即将破浪而至，踩着那风降临。

含着它那片水域的皮肤正趋向透明。那个

新的世界正像花一样一层层绽开在它眼前。它

现在可以透过那片毛玻璃样的含着它的皮肤望

着这个世界。黑暗不再令它困惑，因为光明的

交叠愈发频繁。甚至连黑暗，也开始发起微弱

的光来了。再也不是一片整寂的黑暗。未来它

将怀念那整寂的黑暗，但现在它还没有。未来

它将在一些时刻怀念这水域的一切，但现在它

还没有。

它顶起风，并未感觉到重量。毛玻璃外面

的世界有种辨不清方向的吸引。看呢，这摆满

书架的房间是你在新世界里的微小阵地，这个

挤眉弄眼的男人将充当你之后十数年的移动堡

垒，门外那只将来会特别喜欢你身上奶腥气的

四脚长毛动物并不真的是你弟弟。

它抬起头，望向毛玻璃的顶端，这个在黑

暗中闭着双眼的女人。这是毛玻璃的主人，析

出这片水域的源头，你脚下那风的终点，与你

此后一生紧紧绑定的线头的另一端。

它知道了，自己来自御风者的家族。它的

身体仍蜷缩成一团，与边界暗中较着劲。那条

坚韧的管道，线头的另一端，女人睁开了双眼。

它忽然能够看得清晰，不再有毛玻璃样的东西

拦在自己眼前。它张望向四周，用她的眼睛凝

视着这片黑暗。女人的双眼在黑暗中闪着光亮。

她低下头，看到自己的肚皮接近透明，皮肤之

下的那团水域里，游弋着一个在发光的生命。

她看着它。它看到了它自己……

已经是产前最后一次 B超了，丈夫仍像个

孩子一样，央求她允许自己问一下大夫到底是

男孩还是女孩。被她拒绝后，丈夫噘着嘴嘟囔

抱怨说到现在都不知道婴儿服该买什么颜色。

她懒得争执了，只觉得好笑。明明丈夫自己都

是爱穿粉色衬衫的人，而她最喜欢的颜色就是

蓝色，一个婴儿服的颜色选择就好像能提前帮

助孩子确定未来的性别认同完全是 20 世纪的思

路。她知道，丈夫就是不喜欢这个可能性各占

百分之五十的谜面，这个谜面的绵延时间对于

他来说，过分漫长了。

尽管每次做 B超时，都是她能够有机会真

正与它对望的时刻，但她始终对于这种会面的

形式感到不舒服。喜悦自然是有的，尤其是当

医生用仪器播放胎儿的心跳声时，那快速而强

劲的心跳声总是能连她身体里最麻木的部分都

给锤醒过来。但如此将自己的内部，那片水域，

和它，一并暴露在他人面前，总归是令她感到

不适，仿佛一个独属于她与它二人的神秘世界，

被三流丙等的编剧改写成肤浅的青春电影摆上

大银幕。

医生对她的胎位情况表示很满意，满意到

每隔几秒钟就要表达一次，似乎要是有个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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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孕妇界胎位标正的奖项，医生现在就想立

刻颁给她。她看着 B超屏幕上的它，头那么大，

看起来安逸得很。它知道自己正在被除了她以

外的人注视着吗？这个奖实在该颁给你啊，在

水里游了那么久，还知道找个最合适的地方歇

下来。

丈夫抓着 B超报告一溜小跑地奔到休息区。

她一看到他脸侧面那些青紫的筋就知道他想说

什么了。他兴奋得攥着单子的手都在抖，脑袋

向左右扫视了十几圈，像在侦查可能会因为他

给医生递了红包而突然冲出来把他抓上警车带

走的便衣。丈夫神经兮兮地用手拢住嘴巴，靠

近她的耳边，剧烈喘息的粗气一下顶进她的鼓

膜。我跟……跟……跟……跟你说，我知道是

男是女了。她把丈夫因过分激动而有点口臭的

嘴巴推开，行行，去跟你妈说吧，不用跟我说，

我暂时不想知道。丈夫开心地咧着嘴笑，脑袋

又向左右扫视了十几圈，掏出自己的手机来蹦

跳到一边去打电话了。

她抱着自己的肚子，像抱着一颗地球。丈

夫喜滋滋地开着车，连被人压线加塞也不开口

骂了，还笑呵呵的。她抱着自己肚子里的地球，

看着车外，对丈夫说，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妈呀，什么商量事儿啊，您定，您定！她笑了，

以后你进卧室，要是看见我没开灯坐里面，你

安静点，也别开灯，好么？丈夫脸侧面那些青

紫的筋，还一直没消掉。他的脸还在被笑泡着，

但没有立刻回答。

车子拐了个弯，进入拥堵着的高架桥。丈

夫踩住刹车，把手从方向盘上面挪到了她的肚

子上，擀面杖似的来回滚动起来，行，我记住

了。

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在羊水里面时是怎么呼

吸的了。那漫长的九个多月不用气管和肺呼吸

的时间，她不记得的事情有很多，这一件好像

不那么太算回事儿，因为她不记得的事情将更

多。当它破水而出，斩断了那根坚韧的管道，

开始学会用肺呼吸以后，大概也不会记得自己

曾经在羊水里面是怎么呼吸的了吧。用肺呼吸，

听起来仿佛是件很高级的事呢。还是正好相

反？

尽管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迷信且神叨叨的，

但她开始相信，有些事情，是在羊水中时，就

已注定了的。她有时会在冥想里想象它未来的

生活。蜘蛛网样蔓延伸展，无数的分叉，复又

重合，然后再分叉，再重合。她就这样陪伴它

过完了一生又一生。在冥想中。有时她会在冥

想中惊醒。知道自己仅应以此不干扰到它的方

式陪它过完那一生又一生。因为它不是属于她

的。哪怕那根连接的线头谁也斩不断。但它只

能，只应，属于它自己。

她和它，为彼此提供通道。这通道，从来

都不是单向的。

一切都明亮了起来。气泡在翻滚。她吐出

那些气泡，聚拢在自己的身体周围。隔着她与

世界的那片毛玻璃般的皮肤，已经变得彻底透

明。水域重新清澄起来，一些乳白色的絮状物

浮在她的脚下。那是让她可以腾空直起的筋斗

云。温暖与冰冷交替循环在含着她的水域里，

提醒她，她即将去往一个新的世界。

未知的天空里，淡蓝色云层上生长出的那

棵新的嫩芽。管道在沸腾着，连同两端的顶点

一并滚热起来。她踩住了那风，身体开始升腾，

越升越高，几乎能够触到无法命名的星辰。

黑暗中，丈夫沿墙摸索着走进卧室。他不

敢开灯。屋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当他的眼睛

终于适应了黑暗时，方才看清楚，她坐在一片

黑寂中，半透明的肚皮发散着莹莹的淡紫色的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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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摔门而出，我立刻追出去，没等父亲瞪眼或斥

骂。但我并没有紧追在母亲身后，而是在堂屋定了一两

分钟，直到母亲出了院子。第一次，我追得紧，结果被

母亲呵斥。她让我回去，我哪里敢回？相比起来，我更

怕父亲。当然，我还怕她跑了。她跑了，谁给我做饭？

或许是因为我的锲而不舍，母亲在院外的拐角站了两小

时，终于被我拽了回去。

但这次不一样，她拐过院角，沿着村街向西。那里

有一口水井，全村有一半人家从那口井挑水。我吓坏了，

小跑几步。母亲转过头，不让我跟她。我立定。她转身，

我又跟上去。母亲没到井口，而是拐向北街。我松了口

气，但几分钟后又紧张起来。那是出村的路，我不知母

亲要去哪里，看来这一次她是真要跑了。我环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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