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生 

- 第一部：断桥 

第一节 

我叫水生。 

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水。 

这里有很多山。隔壁有很多山。 

隔壁没有水。 

一定是上天的恩泽。 

 

没有人来。 

有个外国人找到这里。他穿着一身奇怪的蓝灰布，胸口的口袋上

尽是泥的乐章。我正叼着根苇枝躺在村口，不情愿地站起身，比划着

问他要干什么。规矩不能坏。 

他开口，用奇怪的语调，说要见我的父亲。他说了好多话，我听

不懂，本来也不想听。 

他递过一张白色的硬片。我机械地接过。 

我只是感到奇怪。 

 



我蹲在墙根，听着他们的谈话声至乎吵嚷，又倏忽无声。门开了，

我一个滚翻躲到墙後，余光里看见带着笑的父亲，和带着笑的外国佬。 

 

父亲叫我晚上去见他。我到水生湖游了一下午，晚上回家，被屋

里的烟呛了个半死。他拧着眉头，让我想到刻着兑卦的玄武。 

“知道了吧？”他问道。 

我点点头。“官？” 

父亲点点头，又摇摇头。“世道变了。” 

 

村里有很多传说。 

其中有关于“官”的。 

听爷爷说的意思，这好像是一种喜怒无常的怪物，住在高高的山

顶上。一有什么不顺心，就趁着月黑风高下山，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父亲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村里来过一次。 

当时可是把东头老吴家的小女儿搭了进去才送走的。 

 

怪吓人的。 

 

但是……“世道变了”？ 

 



“听这么一说，……有什么不妥？”我试着问。 

父亲丢给我一张纸。纸上爬着密密麻麻的蚂蚁，硌的我眼睛生疼。

我挤开眼，勉强看懂什么“人民”“夭井”之类的词。 

“……划个重点。” 

 

父亲把烟掐灭，垂下手。残留的浊雾随着凉椅前後翻腾。 

 

第二节 

村里的老人总是讲水的故事给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听水的故事。 

他们总是把目光投向我。 

村子里只有一个水生，而我生来就是。 

我父亲生来就是水生。 

水生可不是好当的。 

 

村口之前住着李家。李家的大儿子当过外国人。後来不知道为什

么又不当了，跑回来给我们说着奇怪的故事，和涂四爷涂六叔的完全

不一样的故事。 

那天他听到我们的对话，又是摇摇头。他总是摇头。 

他说水是什么青和羊组成的。 

我想到童话故事里的牧场。青草和绵羊都是水灵灵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四爷这么生气。李叔叔走後，四爷涕泗横流地，

去祠堂磕了半个小时的响头。 

之後我们再没见到这样的四爷，也再没见到李叔叔。 

 

我喜欢水。 

我去水生湖看水。 

每天都去。 

 

水可以冲走太多事。 

我亲眼见过他们冲走一桶一桶的星星。 

但我没有义务告诉大家。 

我只是看水。 

水。 

 

我看着清晨，看着叶上的露一滴一滴的，是初生的水的未来；我

看到黄昏，看到港汊的流一颤一颤的，是死去的水的迟暮。 

我常常鼻子泛酸，设想着如果我不是水生，如果太阳从西边升起。 

如果梧桐树荫满了整条街。 

我放声大哭，哭得整个人跪在地上，勉强撑住头，以拳抢地。 

我什么都无法抵抗。 



 

湖畔也有很多花。它们夺走了水的生命。百花争姹紫，辄难测荣

枯。 

太阳拐了一个弯。 

我用叶子挡在眼前。叶很快被泪打湿。 

我转身离去。 

 

想着不会再来了，下次一定。 

 

于是我果真没有来。 

 

第三节 

我们把他葬在西山，村里离水生湖最远的地方。 

死者为大嘛，不管生前他做过什么，不管生前对他做过什么，总

是要保持尊敬的。 

四爷取来水生湖心的流水，洒在绿草荫庇的土里。父亲和我跪在

地上闭着眼。 

每个人默不作声。 

我在脑海中勾勒神的模样。 

 



爷爷说我们有神。 

神氏涂山，夏族之祖，东夷之後。 

爷爷描摹了她的伟大，水以离散，啼竹作石，却自请掌水，右九

州黎庶。伊揽白衣以游，寻观不确，朝水灵方百里，点化为湖。神宫

纷纭，他顾无暇，炁成石偶，于舍一魄，水生以名。 

从来如此。 

我们代她行使世间。正大光明。 

行使面前的水。 

 

我思考这杯水。他们从天上的仙宫落入尘凡，望穿因果，在烟火

里走过最後的绳梭。 

却偏偏不能宣之于口。 

我紧紧闭上眼。 

 

“反了天了……” 

吼声和骂声交响。 

 

我睁开眼，父亲和四爷被团团捆住，揌上一辆黑漆漆的粪车。 

 

“我操，你们这群 b……” 



我抄起水桶冲了上去。水落在它们的身上。 

像涌动的失水的鱼。有个雌的捂着脸呆住了，紧接着就乱叫起来。 

 

“……谁、谁家的狗！？……给他抓起来！抓！他，——他也藏

匿走资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器！对就是他！抓！！抓……” 

 

满眼的血与碎块，漆黑的管道和漆黑的水。 

我看不到自己的手。 

但我却看到了天棚，看到集尽人所想象的美好。 

我伸手去够。 

还差一点点。 

 

水拽住我的手。 

我嫌恶地甩开。一群死了的水，黏黏糊糊的。 

 

就一点点。 

 

他们怕了。 

他们挟着我向深涧涌。我呛的喘不上气。 

我不害怕。他们就是机关算尽，也逃不出幕天席地的网。 



 

天棚向我的脸砸来。我扬开双臂。 

 

于是我到了天堂。 

 

第四节 

天堂里有人，好多好多人。 

他们都带着面具。同一张面具。 

面具下没有一张脸。 

 

他们不相信我叫水生。 

也罢，我说，随便叫什么好了。 

但我真的是水生。 

 

“我们信你，”他们说。 

 

他们对我很好，给我喝热腾腾的、新鲜的，活着的水。 

我们手拉着手去参加派对。 

 



我在派对上见到了父亲。他们总是能给我惊喜。 

实在是暌违了。 

 

“你好……” 

 

父亲的胸前别上一枚别针，刻着我的名字。 

 

“你是……” 

 

我摇摇头，亮出手心的别针。赫然印得我的名字。 

他们的笑一下子吊在脸上。几个人时红阵青。 

 

我们笑得前仰後合，一起。我不明所以地瞟了一眼父亲，看到同

样来自对面的光。 

我又看向他们，个个竦立以听，爇香于鼎。 

 

“我是……” 

 

几个人回来了，肩上担着巨幅的画。 

他们一把扯掉父亲的胸针。 



我不愿意思考。 

我垂下头祈祷。 

 

有什么像雨落下来。空气掰开我的手掌，再丢到看不见的地方。 

我看到地上一个躺倒的人形。一排面具低着头喊话，不一会就添

了一个。 

 

天上的天要黑了。面具们乘着天走了。我面朝天仰在地上了。有

些人摘下面具了。天下的动物园热闹了。 

天上有那么多的星星。 

 

却只有一张月亮。 

 

第五节 

四周竟然有别人落下的面具。我想象着他回到家後的场景。镜子

里照出它的脸。 

我戴上镜子。啊不，面具。 

我爬过街心去看涂山的像。 

 

涂山是所谓的凶神。她上一世还是凡人的时候，死在了禹的眼前。



她没等来浪淘尽的那一天。 

我想我们一定有共同的愿景，让千里赤野化为泽国。 

于是我匍匐在她的脚下，祈求能得到她的护佑，哪怕只有流水的

光景，哪怕……是以生命为花费的护佑。 

涂山不会说话，留给我一片盛放的花。它们的茎秆光秃秃的，没

有一片叶子。 

花在风里流浪。 

我在风里扭头就跑。 

撞上一群熟面孔，笑着，跑着，朝着无凭无据却无比笃信的远方。 

可是我手中便有他们所叩问的希望啊。我打了个响指。 

在这里等什么呢。 

 

我躲在神像的背後，看着黑压压的人群铺满了旷野。他们代表着

过去与现在，也一定地延伸到未来。毋庸置疑地。 

我看着她喊的声嘶力竭，喊的我也已经开始感动。 

我向着後殿跑。 

 

我打开一道门。门里流出汩汩的清泉。 

我一口饮下。 

于是我忘却了过往。 



我送别了过往。 

 

第六节 

我们的过往幻化成雨。 

这里没有雨的，它们下错了季节。 

 

我看向窗外，河流蜿蜒向远方，带走熟悉或是陌生的痕迹。 

 

水们挤破头涌过了门槛。我站在墙角和他们相拥。 

後来我听到呼告声，见到在窗口挣扎的帆。 

我觉得是我眼花了。 

 

我在回忆里检索她的脸。水雾之中，她楚楚的泪眼映着烛火，像

无与伦比的，从千年的画中跃起的，古老不灭的传说。 

船顺着盘桓的经络，快的超过了时间。 

 

我说不出半个字，像嘴里含了张精致的网，稍微一震就会碎成流

沙。 

我们路过狰狞的浮华，不成形的话语写了满脸，却只让人看到破

敝的外衣。 



我苦涩地笑。 

笑出一幅一幅的倒影。 

我以为雨浇灭了晴天。可雨本就是过往啊，他们和我擦肩，留不

下一分水迹。 

我错开眼，眼里是她满身的尘污，和船尾未晞的绯痕。 

于是我撤去了云。伸过懒腰的太阳霞飞双颊，逸出颤颤巍巍的阳

光。 

 

日照下的静水是否更加缤纷，我不知道。 

那是我不明白的东西。 

涂山也不明白。 

她只看到眼前。 

我只看到她。 

 

第七节 

我叹一口气，恍惚间看到这缤纷里潜藏的暗影，就像驴子缚上舂

米的转盘。 

 

第八节 

那年过後，等到那几年到了，我回到村子，和四爷见了一面。他



闭着眼躺在床上，只是点头和摇头。 

我问他身体还好吗。他点头。 

我问他村子还好吗。他摇头。 

我提醒他有个故事还没讲。他摇头。 

我问他村子还好吗。 

他……。 

他点头。 

他努力舞着手。他的儿子说，父亲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点头，向四爷敬了一礼。 

我不擅长等待。 

 

于是第二天，我带上花圈，在四爷的像前致上了最沉挚的哀挽。 

我得知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想了想，向四爷又鞠了一躬。 

他大可留下一张瞎子的药方。 

我走出挂满白幡的灵堂，向心不在焉的堂哥抬手致意。他忙不迭

地回礼。 

 

何况多少事没有药方。 



 

我坐在湖畔。 

就好像她也坐在湖畔。 

那天我们红了眼。 

 

她请我帮她最後一个忙。 

我同意了。 

我牵着她的手。 

我们去遍了眼前。 

 

她说她不想走了，就在这里吧。 

我说好。 

我们砌开一寸一寸的砖。 

 

我想她大概还在那里吧，某个流水潺潺的山底，听风铃和花开的

声音。 

她在染得金黄的田里荡秋千。 

我拼命地喊，滑稽得像想从水里捞月亮的猿。 

她听不到声音，她和我一样清楚。 

 



我决定回来。 

 

我长跪在涂山像前，再拜叩首。 

交还我不配的使命与力量。 

其实这力量也不属于她。我明白这一点，觉得她也应该明白。 

 

我步子虚浮地推门出去，在惊异的眼睛里走回家。 

他们在昨天还是另一个样子。 

我希望是我搞错了，或许昨天才是明天。我经过喑浊如墨的雨，

也乘过精心修饰的风帆。 

我不是水，这不是我该经受的荣枯。 

我该在燎原的火里的。 

我擦着火柴，才想起地上只有数不清的泥土。新芽会生出来的吧。 

只是我见不到了。 

 

我打开父亲的保险柜，盘算着翻修祠堂的花费。这是我唯一能做

的事了。 

我不再是水生。 

 

第九节 



他们说我活过了很多日子，多到我自己也记不清。 

我见了桑田变了沧海，又从沧海变了荒野。一千年了，村口的湖

水澄莹，烘托出狼藉的沙滩，云脂般的乳白。 

 

村里有了新的水生。一个外国人。 

他身上有我的过往。 

只是兜了一个大圈。 

 

我突然想起久未谋面的父亲。我倒是有点替他惋惜了。 

父亲的坟前长满了荒草。他们低着头不说话。 

只是因为现在是秋天罢了。他们不感激他。 

 

很快了吧，我想。等到春天一到，等到漫山的野草洗掉严冬的刻

痕，等到清荣峻茂的高塔。他们怎么会相信洪流曝晒出的尸骸呢。 

我有点替他的时辰惋惜了。 

 

第十节 

我梦见我掀开薄纱，梦见红烛氤氲的夜。 

 

第十一节 



“喂！叔！家父喊我给您捎带点得劲的！（砰砰砰）三叔！（砰砰

砰）……三叔？” 

四爷的孙子小心翼翼地推门，看见水生叔趴着睡着了。向来传说

靠文字学问营生的他，今天书桌却意外地被他收纳的整整齐齐，连一

个未晞的墨痕都不再有。 

他吐了吐舌，把那份得劲的扔在显眼的角落。镜头拉近，一个不

起眼的纸包。 

“咔咔”的轰鸣，给窗外划开了几道壑。他猛的一激灵，把门匆

忙一捞，转身就跑。 

头汤似乎浇的早了一些。激烈却虚张声势的风拂过他的额前，把

他的齐刘海揉成了碎花。他喘吁吁地赶到家，回头是不疾不徐的乌云。 

“妈的，跑的比老子还慢……” 

  

风把虚掩的门扯开，砰的一声拍在墙上，给桌子也吓的战战兢兢

的。桌上的油灯自然没能幸免，慌乱中吐出一缕油焰，不偏不倚地点

在纸包上。风像是还嫌不够，又把残灰扫落一地，发着瑟缩的星火。 

那是燎原的花。 

 

（完） 

 



- 第二部：远游 

楔子 

沼底的尽头，是一片覆压百万里的金色宫殿。大殿的外墙上，布

满了交通错落的铭文，似是在昭示着什么。 

一天，一个女孩闯入了这里。一阵和煦的金光顿时笼罩了她；俄

而散去，四下无痕。 

没过了几个小时，又进来了一个男孩，像是在呼唤着什么（或是

呼唤着谁）。金光一如既往地扩散开来；一道道刻痕爆裂而开，流转

着金黄的光珠，跳动着淡蓝的光焰—— 

但一切终又重归了平静。唯一不同的是男孩进入的那座殿堂，蒙

上了雪一般的白色，白得灼痛了双眼—— 

殿中央，一个男孩旁边躺着一个女孩。在渐渐模糊的视野里，他

们站起了身，向沼底的深处走去。突然地，一座一座的宫殿轰然倒下，

杳然无踪，连瓦砾都浸没在夕阳里。 

 

第一节 

他们的面前是一片水原。 

“没有再向前的路了呢，”男孩道。 

“那⋯⋯要不就在这里？”女孩问道。 

男孩没有回答。空无一物的海面上，反射着太阳的光辉。 



“这里⋯⋯没有我能回去的地方了。” 

女孩的心微微一颤。 

黑云压了下来。男孩看向她的眼睛；那双湛蓝的天空里，像是有

两束晶莹的泪在燃烧。 

“你回去吧，”男孩在岸边坐下。冰冷的寂静刺穿了黑暗。“你还

有更重要的东西。”  

“——那你呢？” 

“我？……雨女无瓜。” 

女孩再次担忧地看了他一眼，转过身去。五彩斑斓的黑洇染了苍

穹，等男孩回过神来，已是孤身一人。 

他向前迈了一步。一座巨浪打在他脚下，险些将他卷为齑粉。要

是她还在这里的话，说不定已经被撕碎了呢，他想。 

他轻轻咬了咬唇，刚挤出的笑容粉碎在脸上。他自知最多也就能

到这里了，还是回去为好。 

他拾起石子掷向水中；石子弹跳着沉了下去。 

黑夜却还不急着到来。太阳迸发出血红的光芒，向西方吃力地转

动着。 

 

第二节 

男孩在水底见到了他的朋友。一只巨大的鲲。 



“还要在这里待多久？”男孩试探着问道。 

“多久？”鲲摇了摇尾巴，“我不知道。” 

“……真的没打算离开嘛？” 

“离开？离开幹什么？”鲲又摇了摇尾巴，脸上露出奇异的神色

来。男孩平静地看向他。 

“——没事了。” 

男孩侧过头去，脸上始终没有浮现过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四

下的水雾扩散开来，像狰狞的水母的触手一样，箍紧了沼底的天空。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第三节 

女孩坐在大殿的中央，看着周遭的残壁在烈火中熔释。火光给她

的脸染成了金色；凤凰在她的脑畔上盘旋，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

有着挣脱一切的力量。 

 

第四节 

“如何？”她问道。 

“还好吧，”他没有抬头，“就是还得再适应一点时间。需要重铸

的事情太多了。” 

“或许吧，”她附和道。 



她的目光望向窗外：雪花从天中飘落，给葱茏的树叶抹上了一层

白霜。 

“抱歉了。”  

男孩点了点头。 

她的瞳孔一缩。若是重来一次，她想，这些话本不应该被说出来

的。她会不会…… 

男孩和他都在等待着什么。她定定地望向他。 

四面的风静了下来。 

 

第五节 

女孩回到了水原——or she expected so。一团团死掉的水嘶叫

着从湖底的罅隙里鱼贯而出，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岩浆的河；大地

像饼干一样脆生生地从中间裂开，散落出无数如粉如沙的碎片，点缀

在覆压百万里的橘红的海洋中，就像一口沸腾的锅，把晚霞也煮成了

一般颜色。 

她回过头：来时的路早已淹没在了递归的沼泽里。 

女孩迟疑了一下，随即向着东方走去。月亮追赶着太阳，终于将

它逼到了地平线下。 

她一次也没有回头。 

 



- 第三部 

第一节：CG 宣传片 

“叮铃铃，叮铃铃……” 

 

咔的一声，夺目的白光撕扯出天地的裂痕。我猛地坐起，额头上

堆满冰冷液珠，头痛欲裂。 

果然……是梦吧…… 

我紧紧闭着双眼，好像一旦洞晓了什么，就会有什么从枕边掉落。 

又一道白光。 

我不必想发生了什么。 

 

不合时宜地浮现出她的身影。 

安详地闭着眼，躺在张紧的水球里，呼吸均匀而平和。 

呵…… 

 

我睁开眼。 

她还在那里。一闪一闪地。目光落下，她在这一瞬间，解构成无

数细小的粒子，古老而不复存在。 

 



我点起昏黄的油灯 

灯火穿透了 

 

第二节：四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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