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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末是柏林最热的季节。在北海度假的工程师老马接到来自医院的电话，通

知他得了早期阿兹海默症。这不是一个令老马吃惊的消息，而且他一向准备着

接受实验性治疗。但他接到电话之后，仍然开了一瓶好酒，决定开始学习滑雪

——去年冬天，他妻子，一个滑雪教练，在少女峰滑雪的时候，因为意外死去

了。她活着的话，他们也许已经离婚了，因为当时他们各自有了新欢。 

 

在购买滑雪用具的时候，老马的脑海中间或闪回着一个童年片段：不会游泳的

小马和一个水性很好的女孩坐在游泳池边上，看着另一个水性很好的女孩假装

溺水。是妈妈和小姨，还是小鹿和小麋？一向记性很好的老马难以判断。如果

他能给妈妈、小姨、小麋或者小鹿，其中任何一个人，打个电话，聊聊往事，

答案也许不言自明。然而没人调侃他，没人赞成他，更没人和他争执不休——

无论是早已进入阿兹海默症晚期的妈妈和小姨，还是自他游学柏林后就失联的

小鹿和小麋——电话另一端，无人接听。 

 

实验性治疗开始之前，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心理医生把手放在老马的额头上。

由于诊疗室的墙上投射着一幅巨大的海景图，左下角写着荣格的语录：向外看

的人在梦中，向内看的人清醒着；而且女医生穿着一件袖口绣着小黄鸭的高领

内衣，老马婉言谢绝了她的诊疗。“人类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催眠，能帮助

您锁定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记忆，是您的药物强化治疗和手术的前期准备；第

一次催眠治疗后，如果您产生以下症状，概属正常治疗反应，请保持镇定并积

极接受第二次治疗：一，记忆力没有明显改善；二，注意力略微下降，出现轻

微认知障碍；三，失眠，情绪波动，记忆内容出现轻微的逻辑混乱。”另一位

被迫加班的男心理医生有些心不在焉地向平躺的老马宣读治疗须知之后，老马

做出了一个令自己吃惊的选择：既然被称为实验性治疗，那么，没有比袖口绣

着小黄鸭的女医生更适合他的了。 

 

 

那是小马暑假的最后一天，也是小学四年级的最后一天。天气预报说，今天是

个晴天。的确是个晴天，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如果下一场雷阵雨就好了！小

马穿着游泳裤，坐在蓝色瓷砖拼接成的游泳池壁上面，就像去年这个时候一样，

写着暑假作业。虽然是夏天，坐得久了，仍然觉得冷飕飕的。泳池的对面，游

泳老师正要求水性很好的小鹿给大家示范如何触壁转身。小马想：明年这个时

候，我也许还没学会游泳。但他并不担心，因为他会不会游泳，一点也不重要，

必要的时候，他一样能游得很好。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像只灵活的小鸭子一

样，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 

 

在放暑假的两个月里，一些人租借了学校游泳馆前面的操场，运来几个巨大的

集装箱；他们用吊车把巨大的黄色塑料布拖起来，用噪声隆隆的鼓风机充气。

由于台风过境，暴雨，他们失败了好几次，时不时发出爆炸的声音，吸引正在



学游泳的同学们凑上去看热闹。奇怪的是，每到这时候，脾气很坏的体育老师

蒯老师并不发火，而是挤进尖叫着“黄鸭死了黄鸭死了”的队伍，好奇地打量

着正在萎缩的黄鸭。 

 

小麋拎着两个书包，在小马身边坐下来。小马转过头，看见她正在照抄小鹿的

暑假作业。 

 

小鹿和小麋是双胞胎姐妹，可是她们长得一点也不像。小鹿长着一双细长眼睛，

长得又高又结实；相反，小麋是个圆脸的女生，大眼睛，双眼皮，留着娃娃头，

很瘦小。小鹿是体育委员，坐在最后一排；背后的墙上挂着几块她赢得的游泳

金牌。小麋和小马坐在第三排，他们是同桌。据说，小麋的妈妈和小马的妈妈

小学的时候也是同桌。 

 

现在小麋的妈妈是班主任；小马的妈妈是教导主任；他们两家是邻居。小马的

小姨给小马织毛衣的时候，会给小麋家养的乌龟织一件背心；小马的小姨和妈

妈不在家的时候，小麋的妈妈会扶着小马老年痴呆的外公，去湖边散步。等到

小麋的妈妈和小马的妈妈退休了，小马和小麋也到了可以教书的年纪。 

 

“作业做完了吗？”小麋问，“小鹿的暑假作业一点也没写，抄起来要好久。”

小麋很少抱怨小鹿，今天是个例外。小马吐了吐舌头，“哗哗”地翻过三分之

一空白的作业本。小麋熟练地把自己的作业放在两人之间，翻到最后一页。 

 

小鹿在泳池里流畅地转身，从爬泳换成蛙泳。每游一个来回，小鹿总是炫耀性

地改变泳姿。潜在水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她是男生还是女生。当她触壁转身，

浮出水面，大口换气的时候，由于过分勇猛，能看出她向往成为男人。 

 

“小马，”小麋神秘地说，“我好像看见你小姨了。” 

 

小马告诉小麋，小姨出去旅游了。 

 

小麋说：“我和小鹿都看见了。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她犹豫了一下，对小

马耳语：“她和那个男人亲嘴了。” 

 

小马回答，小姨和蒯老师在谈恋爱。 

 

“不是蒯老师。是给黄鸭充气的那些人的小组长。他们两个人坐在操场对面的

湖边上。我听见他问你小姨，要不要跟他走。”小麋认真地补充，“别担心，

我妈不在。她去找我爸了。”小麋甩了甩写得酸痛的右手，拿出一块毛巾，披

在红色的连体游泳衣上，双脚游鱼般地在游泳池里打出小水花。“我好久没见

到我爸了。”她说，“他和我妈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她的双脚下意识地

扑腾着。小马躲开水花，碰倒了小鹿的书包。黑色的墨水从角上渗出来。 

 

小马用毛巾抹着，毛巾黑了。 

 



“哦，对了。学校要选一些黄鸭开幕式的合唱队员。你去不去？” 

 

小马表示，听完他唱歌，黄鸭肯定要爆炸。 

 

“反正是合唱。”小麋笑起来，“没人能听出来你到底唱得怎么样。” 

 

“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黄鸭？”小马疑惑地问。 

 

“我也不知道。它大。它简单，不用学习也能懂。它不会说话，更不会批评别

人。别人都喜欢黄鸭，你不喜欢吗？”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蒯老师要和你小姨结婚了吗？” 

 

“嗯。我妈说，等小姨旅游回来，就办婚礼。” 

 

小麋忽然忧心忡忡地望着泳池里举起手的小鹿：“怎么办？小鹿也喜欢蒯老

师！” 

 

“哦？”小马漫不经心地回答，继续抹着书包角。 

 

“你猜小鹿说什么？”小麋扬了扬作业本，小鹿做出写字的动作，小麋举起手，

表示知道了，“她要告诉蒯老师，你的小姨和别的男人亲嘴。蒯老师就会生气。

他不会和你小姨结婚了。”小麋解释道，“不过我跟小鹿打了个赌，如果我赢

了，她就不告诉蒯老师。” 

 

“什么意思？”小马和小麋对视着，小马问。 

 

“她答应了。她说，如果下个礼拜之前你学会游泳，她就一个字也不告诉蒯老

师。就算你没学会也没关系，”小麋说，“如果你抢在小鹿之前告诉你妈妈，

她肯定能把那个男人赶走。蒯老师就不会生气了。” 

 

小马苦恼地说：“你们两个打赌，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我学游泳！” 

 

“胆小鬼！”小麋拉着小马，一下子蹦到水里。小马把水狠狠泼在小麋的脸上，

小麋回泼过去，两人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 

 

“你去不去合唱团？”小麋问。小马哼了几句《小乌龟》，小麋立刻捂住耳朵，

“算了算了。” 

 

“如果我没学会游泳怎么办？” 

 

小麋说：“我就得把我爸找回来。” 



 

他们再次听到爆炸的声音。游泳馆里的所有同学都挤进操场的铁门附近，他们

闻到塑料燃烧的焦味，听到鼓风机的噪音，尖叫着：“黄鸭死了，黄鸭死了！”

发现黄鸭稳稳地站着，他们又欢呼起来：“黄鸭活了，黄鸭活了！”透过队伍

的缝隙，小马看见黄鸭金黄的浑圆的翅膀。他抬起头，黄鸭嫣红的，俏皮地翘

起的大嘴像一把大伞，遮住头顶的烈日。小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

它。尽管如此，他也喜欢上了黄鸭。许多同学向它兴奋地招手、拍照，几位老

师则像小马一样，友好地仰望它。 

 

小麋指着黄鸭身旁的一个男人，说：“就是他。” 

 

 

夜深了，蝉叫个不停，流浪狗纷纷出来觅食，马路冒着热气。天气更加闷热。

尽管没学会游泳，半天的苦练还是让小马感到有些疲倦。他慢慢的沿着夜宵摊

走着。裸露的电线爬在竹竿上，灯泡发出尖锐的光，有个和他差不多高的小孩

站着，汗流浃背地扒拉一碗芹菜肉丝面，瞪了他一眼。小马想了想，走过马路，

沿着幽暗的湖边，继续走着。他忽然发现：大黄鸭在湖的正对面边趴着！它柔

弱，模糊，友好。背后的灯光穿透它的鸭身子，在湖面留下的倒影扩大了它的

形状，令它神秘。路灯坏了，没人发现茂盛的矮树丛中藏着一条长椅。小马小

心翼翼地坐下来，翻了翻书包，有一些没有做完的暑假作业，泳裤、毛巾和一

个冷了的麦当劳巨无霸。妈妈一早就出门开会了；这是小姨留下的零用钱买的

早饭。小马站在长椅上，大口嚼着牛肉饼，望着黄鸭的倒影。 

 

大黄鸭慢慢向他游过来了。 

 

黑夜里，许多高楼大厦，许多亭台楼阁，都消失了。渐渐清晰的大黄鸭比小马

想象大多了，没那么柔弱，没那么友好。小马模糊地看见拼接起黄鸭的缝线。

它的前面有一艘拖船，侧面围绕着几艘小舢板，马达扑嘟的噪音，人们说话的

回音，断断续续，嗡嗡地滑过湖面，就像冲澡的时候小马情不自禁哼起的调。 

 

拖船行驶了到近处，停住了。黄鸭 M形的右侧面对着小马。几艘小船转着圈，

并不打算停下来。有一个男人走到拖船的甲板上，指导小舢板转动黄鸭的角度。

扫过湖面的风，也转动着黄鸭的角度。每当舢板向左前进的时候，因为风的原

因，黄鸭又略微向右后退。拖船上的人只好把船再靠近小马一些。小马认出他

来了。 

 

越发伟岸的大黄鸭正对着小马，黑漆漆的大眼睛比整个小马还要大。小马仰起

头，和它眼睛里白色的斑点对视了一会儿，感到仿佛被看穿了，然而他眯眼，

回复以发自内心的友好的傻笑。他睁开眼的时候，黄鸭渐渐向左侧转过去。和

头相比，它的身体和翅膀短极了，不像小马在动物园看过的鸳鸯和野鸭。 

 

小马决定再试一试。他一边原地小跑，一边模仿黄鸭的语气嘲笑说：“你不敢

游泳。” 

 



小马回答：“谁说我不敢？” 

 

“好。”小马模仿道，“等大人都走了，我去找你。” 

 

黄鸭渐渐转向背面，小马急忙换上游泳裤。 

 

小马问黄鸭：“等会儿会下雨吗？” 

 

“天气预报总是说些没有用的话。”小马毫不迟疑地批评。他听到自己的声音，

吓了一跳。他忽然摸到泳裤侧面脱线了。他的泳裤是去年买的，今年长高了八

公分以后，泳裤看起来像缩水了一样。 

 

“泳裤都穿坏了，”如果是黄鸭会这么说，“还没学会游泳吗！？” 

 

小马回答：“今天我就学会了。等着吧。我要参加游泳队，有一天我要横渡马

里亚纳海沟。等我学会怎么开潜水艇，我就住在大海下面。” 

 

“你见过大海吗？”黄鸭尖刻地问。 

 

小马盯着黄鸭的屁股，想踢它一脚。 

 

“别等了，回家吧。”黄鸭还会加上一句：“你不会连一个人回家都不敢吧？” 

 

拖船上的男人跳进水里，双脚发出令小马羡慕的灵巧的扑通声。爆炸声突然从

黄鸭体内传来，小马瞪大了眼睛，观察到黄鸭以人眼很难察觉的速度萎缩着，

但很快它又膨胀起来，精神起来，直起身体，就好像微微地鞠了一躬。 

 

但它并没有变得更温和：“你早就学会游泳了，不是吗？”黄鸭挑衅道：“你

只是不喜欢表现得比其他人好！” 

 

我不会生气，小马想，黄鸭天生就会游泳，它应该从来没有呛过水。 

 

“你以为小麋不会游泳吗？如果绑头发的松紧带掉了，她潜下去可一点也不怕

啊！” 

 

小马无言以对。 

 

“她呛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救她？因为你知道，她总是说谎。” 

 

小马说：“她为什么总说谎？” 

 

“也许她不愿表现得比她的姐姐好！” 

 



拖船上亮起一盏灯。小马察觉到，黄鸭之所以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它身下藏着

一块平阔的浮板。浮板随着湖水起伏。当它露出水面的刹那，黄鸭看上去柔弱

而模糊。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笑？”黄鸭问，“我很可笑。”它肯定地说，“我游起

泳来不是这样的。” 

 

“不可笑。” 

 

“我很可笑。”它说，“你去过香港吗？” 

 

小马回答：“去过。” 

 

“你喜欢香港吗？” 

 

小马想起海港城门口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个巨大的鸭蛋黄——他和妈妈到达香

港的那天，恰好是大黄鸭离港的日子。 

 

“你喜欢南京吗？” 

 

小马比较记忆中的鸭蛋黄和面前的大黄鸭，觉得很奇妙。 

 

“麻麻。”黄鸭说。它看着我，好像在观察我有没有听懂，“你脸上写着心

事。” 

 

“我想像你一样勇敢。”小马点点头，“在家里我和小姨关系最好，她从来不

骂我，总是听我把话说完。她很善良，又勤劳，把我和外公照顾得很好。妈妈

很勇敢，但有时候她不能理解我，她说我胆小如鼠。”小马问黄鸭：“你觉得

我胆小吗？” 

 

黄鸭不知如何回答。 

 

“你觉得我胆小吗？”小马吼道。他飞快的脱下外套，“咚”地一声跳进湖里，

不自觉地扑腾起来。湖水很暗，很冷，有股腥臭，但他拼命地划水换气划水换

气，觉得自己不能害怕，一点也不能。 

 

离黄鸭越来越近了。 

 

一束白光照在小马面前的水面上。一个男人冲着他的后脑勺大喊：“快上来，

快！”愉快的小马装作没听见。当强壮的大胳膊卡住他的脖子，拉着他往后游

的时候，小马开始害怕了，他大叫起来，呛了几口水，大胳膊不得不使劲。他

们挣扎着，瘫倒在甲板上。 

 



小马转过头，也许因为夜晚，他觉得这个男人长得有点像外公年轻的时候——

外公展示过很多照片，但男人的牙龈是紫色的，外公的牙龈是鲜红的。 

 

“小朋友，你为什么要自杀？”他打着冷战，问。 

 

“自杀？”同样打着冷战的小马问。他开始明白自己也许没有妈妈说的那么胆

小，“我才没有自杀呢！” 

 

“你认出他没有？”黄鸭说，“他是想带走小姨的坏蛋。” 

 

“你的牙龈为什么是紫色的？”男人吃惊用手在牙齿上蹭来蹭去，剥下一层紫

色的薄膜。“白的。”他得意地再次亮出粉紫色的牙龈，米黄的牙齿和宽大的

牙缝，嘴里飘出一股酒味。男人扔给小马一件冲锋衣，小马穿上，刚好掩住膝

盖。 

 

“你不冷吗？”小马问。男人把甲板上的防水布披在身上，走进驾驶室。 

 

“小姨不在这儿。”黄鸭说：“小姨去哪儿了呢？”小马上下打量男人，想：

妈妈不会喜欢他的，因为妈妈不喜欢外公。他和小姨在一起，会幸福吗？ 

 

男人摸出一个湿漉漉的打火机，试了试，又掏出一包滴水的烟，沮丧地扔到一

边。小马打开烟盒，发现中间有一支没有受潮。 

 

“给他！”黄鸭说，“妈妈总是对外公说，人抽多了烟就会早死。给他！不然

你该后悔了。” 

 

男人接过烟，点燃了，小马等着，直到烟燃尽了。 

 

小马唱起睡觉前小姨总是唱给她听的歌，也许因为喝了几口苦苦的湖水，他的

声音比鸭子还沙哑。 

 

“他没有名字不懂语言，  

   是害怕受伤的小乌龟 。  

   他紧闭双眼看不到一切 , 

   不知道这世界有危险。  

   在他睁开双眼的瞬间，  

   发现一切都是那么鲜艳。 

   即使只有那么一瞬间 ， 

   他已经看清我的脸。”  

 

黄鸭说：“你会唱歌！”它吃惊地感叹：“你不是走调大王吗？” 

 

小马想，也许因为妈妈总是说，歌有什么好唱的，他就走调得越来越厉害了。

也许妈妈是对的，他想，没关系的，反正死人又听不到他唱歌。 



 

“也许他没死。”黄鸭提醒小马，“他不应该死。人为什么要分别呢？” 

 

男人也开始唱一首歌，他的声音和黄鸭很像，也像下课的铃声。他不再发抖了，

他碰碰我：“你见过大黄鸭吗？” 

 

小马活动活动手脚，站在座椅上，盯着不远处的黄鸭，大声地重复：“你见过

大黄鸭吗？”这个很蠢的问题。 

 

男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你想不想去里面看看？” 

 

小马点点头，问：“一块三分熟的牛排和一块五分熟的牛排在大街上相遇了，

为什么它们没打招呼呢？” 

 

男人重复了一遍。 

 

“因为它们不熟啊！”男人把头探出窗子，哈哈哈地笑起来，回声从湖边的矮

树丛那里弹回来，“嘎嘎嘎！”小马也发自内心地笑起来。 

 

“够了！”黄鸭恼怒地说：“你老说这个笑话，笨蛋！” 

 

男人一边笑一边开动马达。透过玻璃，小马看到小舢板上的人们无所事事地朝

他们看过来。黄鸭已经安置好了。 

 

“你是干什么的？”小马问。 

 

“我想做个运动员。现在我是个工程师。” 

 

“是你做了这个大黄鸭吗？ 

 

男人应该回答过这个问题，不止一遍，很多遍，但他一点也没有显得不耐烦。

他解释道：大黄鸭不是他设计的，它是根据浴缸里的小鸭子放大得来的；有一

天，他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幅画，其中有几只鸭子在河里游泳⋯⋯ 
 

“小姨很会织毛衣。”小马打断他，“冬天我戴的手套和帽子都是她织的，她

还给小鹿家的乌龟织过小背心。” 
 
“问他觉不觉得自己成熟！”黄鸭怂恿。 
 
“你觉得你成熟吗？”小马问。 
 
拖船离黄鸭越来越近了，小马发现，黄鸭屁股后面开了一个洞，舢板上人们穿

上荧光色的救生衣，纷纷从洞里钻进去。小马跟着男人，跨了一大步。 
 



“没错。”男人回答，“不过幼稚也不一定是坏事。”他摸摸小马的脑袋，

“我是个复杂的人。”他巧妙地说：“也许这是女人喜欢我的原因。” 
 
“他只是想说，烦死了，我不愿去想这些问题！”黄鸭抱怨，“就像我总是说，

‘你见过大海吗？’，其实我是想说，‘烦死了，我真可笑，我是黄鸭，但我

不会游泳！’”小马不敢相信他听到的。 
 
小马清楚地看到了关于黄鸭的一切——大伞一样的身体是由数不清的黄色塑料

布拼接而成，头高高的隆起，头顶有个大塞子。发出巨大噪音的鼓风机不停的

工作着。几条粗麻绳从浮板连接头部。几盏大灯朝着黄鸭的眼睛直直地照去。

小马遮住眼睛，想：从里面看它更像一只黄鸡。这时小马找不到男人了，他混

迹在十几个吊在半空中的蜘蛛人当中，检查着塑料布拼接处的裂缝。黄鸭真大

啊，比学校体育馆还要大。小马的小指头不小心插进游泳裤的裂缝，他开始担

心起来。 

 
“有个茄子翻了个跟头，它变成了什么？”小马冲着黄鸭的头顶吼道。 
 
“你说什么？”男人低下头。从这个角度看，他更像年轻时的外公了。 
 
“别再问了！”黄鸭严厉地说，它的语气越来越像心情不好的妈妈。 
 
男人看着小马，仿佛这是个很蠢的问题。小马正准备回答。 
 
“变成了”男人慢慢沿着粗绳滑落下来，“番茄。” 
 
小马皱起了眉头。 

 
“你脾气真坏。”小马感到脚下的黄鸭愤怒的震动，“大多数时候你是个胆小

鬼，但长大了就不一样了。你会像外公一样，抽烟，喝酒，心情不好就摔门。” 
 
灯灭了。鼓风机的声音消失了。小马听到雷声，雨点咚咚地打在黄鸭上，天气

预报不是每次都说谎。 
 
“检查完了，该走了！”男人对小马说，“你还可以回来。”蜘蛛人们纷纷沿

着绳子滑下来，交头接耳地从洞口消失了。 
 
“你也要走吗？”黄鸭问。小马哼起刚才唱过的《小乌龟》，他感到黄鸭随着

他沙哑的声音，唱了起来，就像冰雹落在湖面上，黄鸭的歌声在小马的心里，

荡起波纹。小马抚摸着黄鸭光滑的皮肤。谢谢你，他想，是你教会了我游泳。 
 
“你会游泳。”黄鸭肯定地说，“即使没有我，你一样游得好，因为你天生有

水性。” 
 
小马抬起头，向黄鸭告别的时候，发现它的脸上，滑过一道闪电。两片拼接的

塑料布之间，裂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是个幻觉。他闭上眼睛。他宁愿自己永远

是胆小的小马。 



 
“救命！”黄鸭的声音随着音节慢慢消失了，它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黄

鸭，但我不会游泳。” 
 
男人把小马往外推。小马问：“你还会回来吗？” 
 
男人回答：“你别管了。雨下大了，我们先上船再说。” 
 
小马看着正在破裂的黄鸭，风夹着小冰雹直接打在小马的眼睛里，很疼，正像

它们直接打在黄鸭身体里一样。 
 
“我不走。”小马往里跑，“我觉得你也应该留下来，马红也许会来这儿找

你。”马红是小马小姨的名字。风一下子把黄鸭撕开了。“马红离家出走了，

你知道吗？” 
 
男人抱起小马，往洞外钻。 
 
“胆小鬼！”小马挣扎着，吼道。他知道游泳裤裂开了。管它呢！他“咚”地

一声跳到水里，牢牢抓住黄鸭底座上固定在湖底的粗绳子。他的脚踝被男人牢

牢抓住。两人一线，和湖水搏斗着，努力不让黄鸭飘走。一浪又一浪，浮上来

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很多声音在小马耳边回响，而他根本没有力气回应，只

顾大口换着气。几分钟之后，声音都消失了。他的游泳裤被浪卷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冰雹停了，小雨下起来。又过了一会儿，雨停了，风小了。小

马流着泪，瞥见一个冒着汗，眼睛、耳朵、嘴巴和冲锋衣的帽子里都灌满了湖

水的男人。湖水苦苦的，双手双脚泡得软软的，小马几乎用完了所有力气。此

时他气馁的想：我看不到大海了⋯⋯ 
 
他忽然发现：黄鸭没有飘走！它一半躺在底座上，一半飘在水里，中间破了个

大洞，像碎了的蛋黄从破壳的鸭蛋里流出来。他企图爬上底座，然而力气用尽

了，只能靠在底座的一边。 
 
一双有力的大手把他推上浮板。小马气喘吁吁地侧躺下来，和黄鸭漆黑的大眼

睛中的白色斑点对视着，黄鸭再也没说过话。 
 
“汉堡饿了怎么办？”男人问。 
 

小马大声地重复：“汉堡饿了怎么办？”这个很蠢的问题。他知道答案，但他

不喜欢表现得比别人好。他假装睁大了眼睛，盯着男人下巴上的络腮胡。外公

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络腮胡呢？在拖船里的时候，男人下巴上的胡子还不像现在

看起来那么茂密。小马不由得期待：什么时候我会长出胡子呢？ 
 
“把自己吃掉！”男人得意地笑了。 
 
“你要勇敢点，”小马学着黄鸭的语气，对着自己也对着男人说，“像个男人

一样。” 



 
男人问，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呢。 
 
“女生都喜欢蒯老师。” 
 
“真可惜我没见过蒯老师。” 
 
“你当然见过，”小马说，“他是马红的男朋友。” 
 
小马想，也许真正的男人和自己没什么不同，一样勇敢，一样胆小。鸭黄的太

阳从湖面升起来，天空由黑转蓝。赤裸的小马脑袋酥酥的，非常疲倦，非常幸

福：“我想睡觉。” 
 
他缓缓地游向湖岸。 

 

 
因为肺炎，小马在医院里住了四个月。出院的那天，风吹云散，阳光普照。天

气预报说，明天，多云天气又会回到南京，所以没有人为多余的一个晴天而高

兴，除了小马。小马把所有杂物摊在床上：牙刷、小刀、雨伞、永远写不完的

作业和黄鸭外壳的大瓶洗发水。他想了想：永远写不完的作业被他放到一边，

其它东西和医院的白色发黄的小毛毯被他塞进书包里。护士们轻快的脚步声很

快打断了小马的思绪。他背上书包的时候，顺便把作业本塞进衣帽柜。小姨送

给他的羽绒服是显眼的金黄色。小马果断地把它翻过来，把金黄色穿在里面。

他并不在乎穿过走廊时，护士们疑惑的目光；他友好的冲她们笑着。 
 
医院的顶层有一整面蒙着灰尘的落地玻璃窗，是午后阳光最好的地方。他听见

轮子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哧呜”的尖叫，知道小鹿来了。小鹿穿着冬

季运动服。小麋也来了，她穿着秋季礼服，礼服裙下面，穿着一条雪白的连裤

袜。连裤袜是全新的，一个毛球一点污迹都没有，所以当小鹿坐在通往天台的

楼梯上，把旱冰鞋脱下来递给小马时，小麋犹豫了一下。小鹿拍拍膝盖，小麋

坐下来。 
 
小马在洒满阳光的走廊里一次又一次地摔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滑得更稳，最

后他成功地减速，停在楼梯前。他注意到，一束阳光转了好几个弯，最后照在

小麋的上半个脸，以及小鹿的下半个脸上。泪水仿佛时刻准备着，要涌出小麋

的眼眶。小鹿撇撇嘴，说：“矫情！” 
 

小马在她们身边坐下来，眺望着浴缸大小的玄武湖。冬天的湖岸光秃秃的，湖

水凝结了，船被锁在岸上，正是游人稀少的季节。湖的一小块被围起来了，据

说有来自东北的冰灯和雪人展出。“我爸我妈离婚了，我爸搬家了。我选了爸

爸。她不知道该选爸爸还是妈妈。”小鹿向小马解释，“早就知道会这样。蒯

老师也跟你小姨结婚了。”小鹿低沉的叹了口气，“蒯老师从来没想过要等我

长大！这世界真无聊！什么时候我才能死掉！”她自以为是地对着小麋的后脑

勺，弹了一下：“小马和以前可不一样了。自从他住院以后，好多女生都缠着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谈恋爱要趁早！你还不赶快，抓紧机会！” 



 
小麋捂着脸，断断续续地抽泣起来，说：“我不想在这儿说这些。你已经选了

爸爸，不是吗？我没有什么可选的！” 
 
“爸爸没有选我，选了你！你早就知道了！”小鹿尖锐地指出。 
 
“你怎么知道的？”小麋呆住了。 
 
“他直接告诉我了。”小鹿说，“他说我比你勇敢。我猜妈妈也不会选我的。

没有人喜欢我——爸爸，蒯老师和你。我就要变成孤儿了。操，到底什么时候

我才能死掉。” 
 
小麋深吸了一口气，说：“别说了，我选妈妈好了。” 
 
小鹿忽然把侧脸靠在小马肩上，转过头，把嘴唇放在小马的嘴唇上几秒钟。

“你有女朋友吗？”小鹿严肃地问。小马不知如何回答，低下头，发现小鹿的

书包角上，还留着没擦干净的墨迹。这块墨迹，在她们聊天的时候，一次又一

次蹭脏小麋雪白的脚踝。等不及他喊出来，小鹿站起身，把小马的胳膊搭在抽

泣的小麋肩上，说：“现在你有了！” 
 
小马忽然感到恶心，他想踢小鹿一脚。然而落在他脖子上的小麋的冰冷的泪水

触动了他——因为联想到小姨，他为小麋的未来感到担忧。他轻轻地挪开小鹿

的书包，接着翻了翻自己的书包，拿出黄鸭外壳的大瓶洗发水，用尽最后的耐

心，温柔地放在小麋手里，安慰道：“我知道你讨厌你爸妈，我就给他们唱首

歌吧。”想到小马唱歌，小麋顿时停止了抽泣，捂嘴傻笑：“得了吧，小马，

我才不要做你女朋友呢。小鹿说得一点也没错，你和我一样，不够成熟，就喜

欢做白日梦。” 
 
小马擦擦汗，背上书包，头也不回地溜走了。小麋问：“你去哪儿？”小马边

走边说：“黄鸭去哪儿了，我就去哪儿。”小鹿冷笑着哦了一声。小麋说：

“你疯啦！新闻不是说吗，那是一只新的大黄鸭！而且它在德国的首都，柏林

展览呀！你到底去哪儿？你为什么不说话？等等我！” 
 
等不及了，谨慎的小马想，鸭黄的太阳就要沉入湖面了。 
 
时间到了，心理医生唤醒治疗中的老马，告诉他：神经功能尚且良好。他鼓励

老马：“时间能治愈一切。”老马一时之间语塞。心理医生得意地笑了：“如

果有人跟你这么说，你就给他一拳。” 

 

 
九月初，柏林开往伯尔尼的火车上，空调时好时坏。穿脱夹克之间，一向记性

很好的老马把护照丢了。 
 
坐在自动照相机前，微笑的老马看见镜头里坐着一个懊恼的男人。他两颊和下

巴长着茂密的胡茬，整齐的牙齿微微发紫，正努力发笑。这个男人带领老马重



返梦境：肺炎刚刚痊愈，小马就离开了医院——这是小马第一次离家出走——

然而滂沱的冻雨令小马失去了方向——小马再次得了严重的肺炎，被送回医院。

小马被留院观察，直到那个春天过去了。 
 
一会儿之后，懊恼的老马再次抬起头； 
 
镜头里的男人亲了一下自己右手的手背，接着，冷冷地给了老马一巴掌； 
 
颤抖的老马闭上眼睛。 
 
镜头里的男人泪如瀑下。他禁不住捂住脸，双手盛不下的泪水从他的指缝里涌

出来。他期盼着和小马在泪涡中相遇；尽管迟了，他渴望问一问，“小马，如

果一个中年人既不勇敢，又不成熟，他还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吗？” 
 

然而，一直等到他的泪变得又硬又痒，干在眼窝里，小马也没有出现。 
 
又过了好一会儿，老马睁开肿胀的眼睛，冒失地笑了。他和小马在梦里相见了

吗？当然，只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才能悄无声息地为另一个男人拭尽泪水和软

弱，甚至连自己的痕迹也不留下。 
 
喜悦的老马想说点什么。他情不自禁地抬起手，对着手腕上的手表叫了一声

“康斯坦丁”。儿子的电话被接通了。老马用德语问—— 
 
“喂，康斯坦丁，鸭子和螃蟹玩剪刀石头布，你猜谁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