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童年起源于一片潮湿、松软
的竹林。它与我家因一湾浑浊的小
河相隔开，虽然极近，但感觉上却极
悠远。竹林的夜晚常有不知名的鸟
儿停留在最高的枝头，彻夜鸣啼。我
至今仍然记得一到晚上它就“咕——
咕——”叫着，那种声音明显有别于
村里其它鸟儿，沙哑而绵长。似乎经
历了长途跋涉，带着异乡的疲惫与苍
凉。爷爷说它是从西伯利亚来的，要
去更遥远的南方过冬，可能中途掉队
了，迷失在这片竹林。对我而言，西
伯利亚意味着世上最冷的地方。我
从未看清它的样子，幽暗的剪影中只
见一双细长的腿，沉默的时候就低着
头，我猜那是它睡了。

我家住在村子的边缘地带，向
外走已没有人家，再往远处流淌着
更大的河流。我很早便感触到村庄
的落魄和腌臜，人们喜欢把一切都
倒进河里，小生灵相继死了，只剩龙
虾在里头苟活。我不喜欢村子里的
鸡叫，不喜欢遍地的鸭群和粪便，更
不喜欢一日三餐，上学下学。凡是
日常的，我都反对。凡是未知的，我
就去探索。我尤其喜欢过了石桥去
竹林，那边是另一个世界。

早春时，我常和爷爷去挖笋。虽
然春笋没什么营养，但确是不可多得
的美味，尤其与家乡的一种叫做“腌
鸡”的咸菜交融在一起时，最为珍
贵。嘴馋的时候，我总是点名要吃腌
鸡闷笋。直到现在回味起那种鲜极，
膝盖骨那里总还是酥麻麻的。

下雨天，竹林更添一分神秘，就
连过路的小蛤蟆都要多长出几条
腿。我能听到竹笋萌发的“嘶嘶”
声。雨后，干脆的“嘶嘶”会变成润泽
的“啵啵”，若此时摘得，春笋常裹挟
一层清新的土，能将春笋的活力保存
至下锅之时。每当我和大人说起这
种声响，他们都会露出鄙夷的表情：
怎么可能听得到？他们不相信我能
听到他们听不到的声音。人们听不
到春笋的萌发，就像听不到冬衣里裹
挟的饥饿，也听不到骨骼的发育，更
听不到阳光燃烧尘埃时的战栗。

但我不是独独一人。那天我正
和表姐挑花棒。她小小的手抱住一
整摞花棒，倏地一放，彩虹般的花棒
散倒在桌面上，它们交互重叠，错综
复杂。只有孩子有玩花棒的决心。
表姐刚入门，很快败下阵来。而我玩
得熟练，每次都用手指按住花棒的一
端，施以适当的力，让其翘起、轻跃至
我手中。花棒越来越少，再次轮到表
姐时，只剩寥寥几根。她紧紧捏着花
棒，努力思考形势。忽然咔嚓一声，
她捏断了花棒，泪珠毫无征兆地从她
脸颊一颗颗滚落下来。

“怎么了？”我问。
“太奶奶来了。”表姐回答。
我转身一看，并没有人。“她什

么时候来的？”我又问。
表姐的神情倏忽一变，好像又

看见了什么。我们牵着手下楼，表
姐的手很凉，凉得不像夏日里的
手。有什么气息蔓延开来，好像有
人打开了仓库里那个发潮的米缸。
靠近太奶奶的房间时，我们听见有
人小声啜泣，我们看见一双干枯的
脚，又看见小奶奶正在往那脚上套
袜子。她在帮太奶奶穿衣服。

“那是寿衣。”说完，表姐脸上的
泪痕也干了。她背对着我，向太奶奶
走去，而我只看得见她密林般的头
发，又听见她的发梢像花火一样团团
炸裂开……后来我和表姐说起这段
往事，她什么都忘了。她不记得挑花
棒时太奶奶来见过我们。她也不知
道自己的发梢曾绚烂炸开过。她已
把长发剪短，留了一个清爽的童花
头，那是学生间流行的发式。从此我
便知道，总是要腾空一些记忆，才能
顺利生长，否则就会踟蹰不前。

在我认识的大人中，只有爷爷了
解点内情。每当我说“啵啵来了”，爷

爷便揪起小铲，挎上竹篮，带我去挖
笋。春日尽时，无笋可挖，我还是跟着
爷爷往竹林去。他说要砍一棵竹子，做
一把弓。手起刀落之间，我听到竹节深
处的声音。窸窸窣窣，像是有人在轻声
说话。这时，巨大的月亮从竹林后头撞
出来，那锋利的月尖只差一点就要刺穿
我的额头。那棵最高的竹子晃动了一
下，鸟飞走了。还有一只青壁虎忽然窜
出林子，很快浮入小河。

“爷爷，好像有人。”
爷爷放下锋利的刀，轻声说：“他

们”来了。
说话间，他带着我快步离开竹

林。我的心跳得噗通响，隔着衣服都
能看到它柔软的跳动，我只好紧紧捂
着胸口不让“他们”发现。回到家中，
爷爷对我说起竹林的隐秘。原来这片
竹林里住着许多灵物，当人们看不见
的时候，它们才出来活动。其中有一
位竹节公主最像人形。传说万物丰润
之际，她会顶开最坚韧的那棵竹子，从
爆裂的竹节里出生，汲取春天的润泽
之气。她诞生的光明会照亮整个竹
林，所有的灵物都向往她带来的温
暖。如果能亲眼见到竹节公主，就能
许下一个愿望，什么都能实现。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见见竹节公
主？”我问。

“见不到。当我们背过身去的时
候，它们才开始走动。否则就是静
物。”爷爷说。

一早，爷爷已经把做好的竹弓放在
我的枕边。竹弓散发着青涩的味道，分
明是新做好的。爷爷是什么时候去砍
了竹子呢？吃过早饭之后，我急着出去
玩竹弓，彻底忘记了这件事。竹弓被锋
利的刀削得很光滑，它的形状优美，就
像天生如此。我捡了许多枯树枝作箭，
将它们一支一支射入河中。我想象自
己是一名战士，孤身面对着无数看不见
的敌人。小河并没有因这些多出来的
枯树枝而变得更浑浊，它们悄无声息地
沉进深不见底的水中，不知所踪。一切
都被黑暗所掩盖。

竹林里的灵物会看到我吗？当我
听说这些仙人后，兴奋得数夜难眠，每
次去竹林都格外上心，只要听到古怪
的动静，我就背过身去，想象有一行小
人路过这里，对着我的身影轻声碎语，
指指笑笑。

夏天的夜晚，竹林里少了挖笋的
人，总是特别宁静。村里的人喜欢聚
集在村委会的小广场上看露天电影。
在那里，他们有时会说起一个疯女人，
我听入了迷，心思完全不在电影上。

“疯女人什么样？”
“疯女人有一张血红的嘴，见了小

孩就要吃。”
“疯女人为什么要吃小孩？”
“疯女人坏，专吃漂亮的小孩子。”
有人看着我，讪讪地笑。我哼了

一声，完全不信这些说法。我见过他
们说的疯女人。她从不与人说话，只
顾自己走。不管什么天气，都穿着一
身碎花连衣裙。时间长了，已看不出
颜色。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浪，又靠什

么过活。她的眼神总是定定的，在寻
觅着谁一样。等她找到了，说不定就
不疯了。我心里如是希望。

电影散场后，人们并不各自回家，
他们还想聊聊天。我家天井里就坐着
好些乘凉的邻居。爷爷不常加入话
题，他喜欢摇着芭蕉扇，帮我赶蚊子。
吃过西瓜以后，我睡在大方桌上，一边
听山海，一边数星星。那时天上还有
银河，星子满满的，落到村子头上，将
将不能淹没了我们。困倦时，有人说
起天上星宿的故事。他说一颗星星不
小心走离轨道，变成一颗无用石，孤零
零的，不能旋转也不能发光，只能在漫
无目的的宇宙中流浪。我记得那人的
声音又年轻又好听，不像是我认识的
人。听着听着睡着了，醒来四下无人，
眼前剩下一片天。星子满满的，已经
淹没了我。我忘记了大方桌，只觉天
旋地转，好像泡在银河里，一翻身就要
从万丈星空跌落下去。

不知怎么的，恍惚中我起了身，径
直来到小河边。不知为何，那晚的小
河出奇清澈，映出细碎如屑的星子。
不知道那些垃圾去了哪里，抑或它们
还没有被掷入河流？微暗中，我看到
一个少年，他正在棕榈树下埋葬一只
鸟。他身影模糊，看得出些许悲伤。

“它死了吗？”我问。
少年点点头。我们没有说话，我

帮他一起掘土，一起为死鸟落葬。那
是我第一次摸到死去的东西，像冰一
样硬邦邦的，让人想不起它曾是水的
模样。

当我回到屋子里，家人还在酣睡，
他们不知道我彻夜未归，也没有发现
我指甲缝里潮湿的泥土。时光里的秘
密和死鸟一样被埋葬起来，无人知
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咕
咕”的声音。后来我问爷爷，你知道竹
林里的鸟儿去哪儿了吗？爷爷说，它
回西伯利亚了。现在想来，那位少年
的呼吸中似乎带着寒冷的芬芳。

晒谷子的季节里，人们异常忙
碌，小河里的龙虾也躲了起来，竹林
就更萧索了。许久不见疯女人，我担
心天气冷了她有没有御寒的衣物，于
是偷了妈妈的旧棉袄，藏在她经常出
没的谷堆周围。几天之后，棉袄果真
不见了。

待到贴秋膘的时候，我依然想念
春天的腌鸡闷笋，无奈已经过了季，只
能用冬笋代替。冬笋常带着苦味，我
吃不来这种味道，嚼两下就吐出来。
爷爷笑着说我嘴刁，就把剩下的冬笋
和鲜肉、百叶结搁在一起，做腌笃鲜。
我们心底知道，那种物候已经逝去，无
论如何假装，都替代不了。

吃上新米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经
常为了琐事争吵，肉馅要剁到几成碎，
包小馄饨要用青菜还是荠菜……爷爷
叫我不要担心，他说收成好的时候，人
们就会产生分歧，徒增很多烦恼。但村
头村尾都是他们的吵闹声，我没法儿装
作听不见。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
弄得人尽皆知，我觉得羞耻，心也跟着
碎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让爷爷带

我去找竹节公主，让我的爸爸妈妈不要
分开。那天，爷爷对我坦白了一件事，
他说竹节公主迷路了。

原来竹林里的灵物之间没有互通
的语言，他们不能交流，也不能给竹节
公主带来她想要的快乐。日子久了，
竹节公主很想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其
实，灵物们虽然不能说话，但他们天生
就能体悟彼此的心灵。商量之下，他
们就把竹节公主送到了人类的世界。
他们怀着最好的心愿，祝福竹节公主，
同时他们也永远等待她的归来。很多
年过去，竹节公主想回家了，但竹林已
经不在原来的地方。她只能继续做一
个人。虽然竹节公主和灵物们一直在
寻找着彼此，等待着彼此，但他们依然
永远分隔了。

我一时听不懂这个故事，我觉得
爷爷也和我一样，变得心事重重，有了
许多不能直接说的话。还没等到冬
天，我的爸爸妈妈就分开了，我得跟着
妈妈走。离开之前，爷爷说老人们常
常熬不过冬天，有一天他也会死。但
只要我还想着他，他就不会完全消失
在世界上。

我跟着妈妈搬到了很远的镇子，
后来又住到巨大的城市。她在那个光
怪陆离的城市里遇到了另一个男人，
又生了一个孩子，我为她感到高兴。
这些年里，我悄无声息地长大，很少有
机会再回到村子里，与爷爷的联系也
逐渐少了，有时几个月才打一个电
话。但爷爷从来没有埋怨，他会给我
寄一罐罐封得好好的腌鸡。拧开罐子
的时候，“噗”的一声，总觉得一个灵魂
溜走了。

再次见到爷爷，是在他的葬礼。
不可思议的是，他变得很小很小。我
和妈妈说，这不是爷爷。她让我不要
乱说。在我们村子里，老人过了八十，
走了，并不是多么悲伤的事情。哭得
最卖力的是花钱请来的哭婆，哭累了，
她就擦把脸喝点茶水，和身边的人闲
聊一会儿，然后继续哭。一些亲友夸
赞这钱花的值，他们一边搓麻将一边
嗑瓜子，瓜壳喷得到处都是，和过年时
没有两样。

我一时半会儿哭不出来，又回到
竹林。这里还是和多年前一样，没有
变老，但却和爷爷一样变小了。忽然，
我看见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竹
节公主？心里的念头一闪而过，怀着
一丝希望我走了过去，但很快发现自
己的天真很可笑，原来是一个男人在
抽烟。冬日里的火星一蹦一蹦，变成
了发光的样子。男人看了看我，说我
长大了，然后把我推入了更暗的暗
处。我记起他是某个远亲的孩子，如
今已是成人的模样。

天气很冷，但下体流出的血很长
很温热，我怀疑它们要一直流到河里
去。他慢慢穿上裤子，好像什么都没
发生。他又点燃了一根烟，我伸手去
抢过他的打火机，我摸到了火。我想
放火烧了整个林子，但那男人轻轻一
推，就把我推回黑暗里。

男人很快走了。我什么也不敢
看，但声音大得吓人，好像有什么东
西在坍塌。好像有一双巨大的手环
抱着整片竹林，那手一松，整片竹林
像游戏棒一样散倒下来，一节压着
一节，向我砸来，我想逃离，但下体
沉重，就像陷入那些动弹不得的噩
梦之中。我听到身后的竹林在消
亡，竹叶快速地萎缩，气温越来越
低，所有的水分都凝结成了冰。我
听到一声巨响，地面裂开一道缝，竹
林就这么沉了下去。它被吞噬了，
裂缝中传来饱嗝声。我是被这股气
轰出去的。

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又回到
席中。时间好像只过去了几分钟，
一切都还在昨日，我想起我还没有
问爷爷他什么时候做好了竹弓。

爸爸与我多年未见。他看我一
身狼狈，便问我是否在那里过得不
好，我摇摇头。后来他鬼使神差地给
我端来一盆腌鸡闷笋，我才抬头仔细
看了看他。他和我曾经熟悉的那个
父亲已是截然不同的人。这一定是
冬笋，我说。爸爸点点头。这时我才
哭出来，葬礼也终于有了点葬礼的样
子。亲友们纷纷拥上来安慰我，他们
不知道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即使我
能从他们的表情、嘴型分辨他们在说
些什么，我也听不到了。

听不到声音之后，生活难以维
系。我花了好久才顺应无声的世
界。许多年过去了，我听说妈妈有
时想我，爸爸也将要死去，但我已不
再需要他们。我大概已经忘记如何
做一个女儿。只有爷爷还经常出现
在我梦里。梦里他的身体好了，依
然住在老房子里头，但我却长久忘
记给他打电话。我旁观着自己，沉
溺在懊悔之中，而作为梦者的我，似
乎已经觉察到这是一个梦。许多年
过去，我独自搬到郊外居住。一个
人住久了，我又开始听得到。但那
是另外一种声音，一种被生活淹没
的宇宙的声音。它们像最轻的浪，
极其细小，难以被察觉，但依然不断
地拍岸，不断地融有于海。在无声
的世界里，我反而听得到。

有一天我听到爷爷回来了，虽
然没有任何现实的征兆，那样微弱，
那样不动声色，但一定是爷爷回来
了。他变得瘦小，但精神依旧很
好。他没有嘲笑我已经变老，无论
我如何老，他都比我更老。

那天晚上，我寻着爷爷的声音
回到竹林。我看到了所有的灵物。
他们就和寻常的小动物一样，有狐
狸的形状，有猫的形状，有鹿的形
状，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形状。他
们喝水，他们游戏，他们跳跃，他们
练习闪烁。每当我的脚步靠近，他
们就慌慌张张地，一个，一个熄灭。

（本文作者栗鹿，女，1990年生
于上海崇明，曾经职业为新闻记者，
目前专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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